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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 古老的文化和浩如烟海的典籍 , 为汉语留下了数以

万计的成语。几千年以来 , 经过文人雅士和劳动人民的一再提炼和使用 , 它逐

渐成为一种形式简洁而含意精辟的定型的词组或短句 , 经常在口头和书面上出

现, 从而使说话和作文更富有表现力和说服力。

本词典以国内出版的权威成语词典为依据, 并紧扣大学和中小学语文教材

中出现的全部常用成语( 包括一些熟语) , 其词形和语言十分规范。编写则博采

众家之长 , 力求对每一成语的含义做较为细致的解释和辨析 , 行文准确、简明 ,

并尽可能列出该成语的主要变体。

本词典共收常用成语和俗语 10 000 余条, 对每一个成语都尽量注明拼音、

释义、出处、典故、例句、同义、近义、反义和辨析。

由于编写人员水平有限 , 时间仓促 , 缺点和谬误在所难免 , 恳请广大读者批

评指正。

编 者



条目首字拼音索引

A

ɑi

哀 1
挨 2
唉 2
矮 2
爱 3
碍 4

ɑn

安 5
鞍 8
按 8
暗 9
黯 12

ɑnɡ

昂 13

ɑo

� 14
傲 14

B

bɑ

八 15
拔 16
跋 17

bɑi

白 17
百 20
稗 25

bɑn

班 26
斑 26
搬 26
半 26

bɑnɡ

榜 28
棒 29
傍 29

bɑo

包 29
饱 30
报 31
抱 31
暴 32

bei

杯 33
卑 33
悲 34
北 35
背 35

ben

奔 36
本 36
笨 37

bi

逼 37
比 37
匕 38
笔 38
彼 39
必 39
闭 39
敝 40
筚 41
弊 41
碧 41
壁 41
避 42
髀 42

biɑn

鞭 42
变 43
便 43
遍 43

biɑo

标 44
彪 44
表 44

bie

别 45

bin

宾 47
彬 47

binɡ

冰 47
兵 48
秉 50
屏 50
并 51
病 51

bo

拨 52
剥 53
波 53
伯 53
勃 53
博 54
跛 55

bu

捕 55
补 55
不 55
布 91
步 91

C

cɑi

猜 93
才 93
财 94
彩 95

cɑn

餐 95
残 95
蚕 96
惨 97
灿 98

cɑnɡ

仓 98
苍 98
沧 99
藏 100

cɑo

操 101
草 101

ce

恻 103
侧 103

cen

参 103

cenɡ

层 104
曾 104

chɑ

差 105
插 105
茶 106
察 106
姹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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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ɑi

豺 106

chɑn

缠 107
谄 107
馋 107
谗 107

chɑnɡ

长 107
肠 110
常 110
尝 110
怅 111
畅 111

chɑo

超 111

che

车 112
彻 113

chen

沉 113
陈 114
晨 115
趁 116

chenɡ

称 116
瞠 117
成 117
诚 119
城 119
承 120
乘 120
程 121
惩 122

逞 122

chi

吃 122
� 123
痴 123
魑 124
驰 124
迟 124
持 125
尺 125
叱 125
赤 126

chonɡ

充 127
冲 127
重 127
崇 129
宠 129

chou

抽 130
仇 130
愁 130
踌 131
丑 131
臭 131

chū

出 132
初 136
除 137
锄 137
处 137
楚 138
触 139

chuɑn

川 140
穿 140

传 141
串 141

chuɑnɡ

疮 141
窗 141
创 142

chui

吹 142
垂 142
捶 144

chun

春 144
唇 147
鹑 148
蠢 148

chuo

绰 149

ci

词 149
辞 149
此 149

conɡ

聪 150
从 150

cu

粗 152
促 153
猝 154

cui

催 154
摧 154
璀 154
翠 154

cun

村 155
存 155
寸 155

cuo

蹉 157
搓 157
厝 157
措 157
错 158

D

dɑ

达 159
答 159
打 159
大 161

dɑi

呆 176
待 176
戴 177

dɑn

担 177
单 177
殚 177
箪 177
胆 178
淡 179
弹 179

dɑnɡ

当 180
党 181
荡 181

dɑo

刀 182
倒 182
盗 183
道 183

de

得 184
德 187

denɡ

灯 187
登 188
等 188

di

低 189
滴 189
堤 190
砥 190
涤 190
抵 190
地 191

diɑn

掂 191
颠 191
点 192
电 192

diɑo

刁 193
雕 193
吊 194
掉 194
调 194

die

� 194
叠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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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ɡ

丁 195
顶 195
鼎 196

diu

丢 196

donɡ

东 197
动 200
栋 200
洞 201

dou

斗 201
豆 202

du

独 202
睹 205
妒 206
度 206
杜 206

duɑn

短 206
断 207

dui

堆 207
对 208

dun

顿 209

duo

多 209
咄 211
度 211

夺 211

E

e

阿 213
婀 213
峨 214
鹅 214
恶 214
饿 214

en

恩 215

er

而 215
尔 215
耳 215
二 218
二 218

F

fɑ

发 219
罚 220
法 220

fɑn

翻 220
凡 221
繁 222
反 222
返 224
犯 225
泛 225
饭 226

贩 226

fɑnɡ

方 226
防 227
放 228

fei

飞 229
非 230
肥 231
匪 232
斐 232
沸 232
肺 232
废 232
费 233

fen

分 233
纷 235
焚 236
粉 237
奋 237
愤 238

fenɡ

丰 238
风 239
封 246
锋 246
峰 247
蜂 247
烽 247
逢 247
凤 248
奉 248

fo

佛 249

fu

夫 250
敷 250
凫 250
扶 250
拂 251
浮 251
桴 252
福 252
抚 253
俯 253
釜 254
辅 254
付 254
负 255
妇 256
附 256
赴 257
富 257
腹 258
覆 258

G

ɡɑi

改 260
盖 262
概 262

ɡɑn

干 262
甘 263
肝 263
赶 264
敢 264
感 264

ɡɑnɡ

刚 265

纲 266
钢 266

ɡɑo

高 266
膏 270
槁 270
告 271

ɡe

歌 271
割 271
革 272
格 272
隔 272
各 273

ɡen

根 275
亘 276

ɡenɡ

更 276
耿 276
绠 277
更 277

ɡonɡ

工 277
公 277
功 278
攻 281
供 281
躬 281
觥 282
拱 282

ɡou

勾 282
钩 282
篝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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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 283
狗 283

ɡu

沽 284
姑 285
孤 285
辜 287
古 288
骨 289
蛊 289
鼓 290
固 290
故 290
顾 291

ɡuɑ

瓜 292
刮 293
寡 293
挂 293

ɡuɑi

拐 294
怪 294

ɡuɑn

关 294
观 294
官 294
冠 295
鳏 295
管 296

ɡuɑnɡ

光 296
广 298

ɡui

归 299
规 299

诡 299
鬼 300
贵 301

ɡun

滚 301

ɡuo

国 302
果 302
裹 303
过 303

H

hɑi

海 305
骇 307
害 307

hɑn

酣 308
邯 308
含 308
寒 310
汗 310
悍 311

hɑnɡ

行 312
沆 312

hɑo

毫 312
豪 313
好 313
浩 316

he

合 316

何 316
和 317
河 318
涸 319
荷 319
赫 319
鹤 319

hei

黑 320

hen

恨 320

henɡ

恒 321
横 321

honɡ

哄 323
烘 323
轰 323
红 323
洪 324
鸿 324

hou

侯 325
猴 325
后 325
厚 328

hu

呼 328
� 330
狐 331
胡 332
湖 333
糊 333
虎 333
户 334

怙 334

huɑ

花 334
华 337
哗 338
化 338
画 339
话 341

huɑi

怀 341

huɑn

欢 342
缓 342
换 343
涣 343
焕 343
患 343

huɑnɡ

荒 344
慌 345
黄 345
皇 346
惶 347
恍 347

hui

灰 347
挥 348
恢 348
回 348
悔 350
毁 350
讳 350
诲 351
绘 351

hun

昏 351
浑 352
魂 353
混 353

huo

活 354
火 355
货 356
祸 356
豁 357

J

ji

击 358
饥 358
机 359
鸡 359
积 360
畸 362
激 362
及 362
吉 363
岌 363
极 364
即 364
佶 364
急 364
疾 366
嫉 367
集 367
己 368
挤 368
济 368
几 368
掎 368
计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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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369
济 369
既 369
继 370
寄 370

jiɑ

加 370
家 371
嘉 372
假 373
价 374
驾 374
嫁 374

jiɑn

尖 374
坚 375
肩 377
间 377
艰 377
兼 378
缄 378
简 379
见 379
剑 382
健 382
渐 383
建 383
鉴 383
箭 383

jiɑnɡ

江 383
将 384
降 385
匠 386

jiɑo

交 386
娇 386

骄 387
胶 387
焦 388
狡 388
矫 388
脚 389
绞 389
叫 389
教 389

jie

接 390
皆 390
揭 390
� 391
街 391
孑 391
节 391
结 392
洁 393
桀 393
捷 393
截 393
竭 394
解 394
戒 396
借 396

jin

巾 397
斤 397
今 397
金 398
津 403
筋 403
襟 403
仅 404
紧 404
锦 404
谨 405
尽 405

进 407
� 408

jinɡ

泾 408
经 408
兢 409
荆 409
惊 409
精 411
井 413
径 414
敬 415
镜 415

jionɡ

迥 415
炯 415

jiu

鸠 415
赳 416
九 416
久 417
酒 418
旧 419
咎 419
救 419
就 420

ju

居 420
鞠 421
局 421
举 421
踽 426
拒 426
据 426
聚 426

juɑn

卷 427

jue

决 427
绝 427

jun

军 428
君 429

K

kɑi

开 430

kɑn

看 432
坎 433
侃 433
看 433

kɑnɡ

康 433
慷 434
伉 434
抗 434

ke

苛 434
可 435
克 435
刻 436
恪 437
客 437

kenɡ

铿 437

konɡ

空 437
孔 439

kou

口 439
扣 442

ku

枯 442
哭 442
苦 442

kuɑ

夸 444
胯 444

kuɑi

快 444
脍 445

kuɑn

宽 446

kuɑnɡ

狂 446
旷 446

kui

岿 447
溃 447

kun

困 447

L

lɑ

拉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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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ɑi

来 449
癞 450

lɑn

烂 451
滥 451

lɑnɡ

郎 451
狼 451
锒 453
琅 453
浪 454

lɑo

劳 454
牢 455
老 455

le

乐 459

lei

雷 462
泪 462

lenɡ

冷 463
愣 464

li

离 464
礼 465
李 465
里 465
理 466
力 466
历 468
立 469

利 471
例 471

liɑn

连 471
怜 472
廉 472
恋 472

liɑnɡ

良 473
梁 474
两 474
量 475
踉 476

liɑo

聊 476
寥 477
燎 477
了 478
料 478

lin

林 478
临 478
琳 479
淋 479
鳞 479
麟 480

linɡ

灵 480
伶 480
玲 481
凌 481
零 481
另 481
令 482

liu

溜 483
流 483
留 484
柳 484
六 484

lonɡ

龙 484
笼 485

lou

漏 486

lu

庐 486
炉 486
鲁 486
鹿 487
路 487
碌 487
戮 487

lü

屡 488
履 488

luɑn

乱 488

lüe

略 489
掠 489

lun

论 489

luo

锣 490
荦 490

洛 490
络 490
落 491

M

mɑ

麻 493
马 493

mɑi

埋 494
买 495
卖 495

mɑn

蛮 496
瞒 496
满 496
慢 499
漫 499

mɑnɡ

芒 500
忙 500
盲 500
茫 501

mɑo

猫 501
毛 501
茅 502
冒 502
貌 502

mei

没 502
眉 503
每 504
美 504

men

门 505
扪 506
闷 506

menɡ

蒙 507
朦 507
猛 507
懵 507
梦 507

mi

迷 508
弥 508
靡 509
秘 509
密 509

miɑn

绵 509
勉 510
面 510

miɑo

苗 512
渺 512
妙 512

mie

灭 513

min

民 513

minɡ

名 514
明 516
冥 519
鸣 520

·6· lɑi- minɡ



命 520

miu

谬 520

mo

模 521
摩 521
磨 521
没 522
莫 522
漠 523
墨 524
默 525

mou

谋 525

mu

木 525
目 526
沐 529
暮 529
幕 530
慕 530

N

nɑ

拿 531

nɑi

耐 531

nɑn

男 531
南 531
难 533
� 534

nɑnɡ

囊 535
呶 535
恼 535

nei

内 536

nenɡ

能 536

ni

泥 537
你 538
逆 538
匿 539

niɑn

拈 539
年 539
念 540

niɑo

鸟 540

nie

蹑 541

ninɡ

宁 541

niu

牛 542
扭 542
忸 542

nonɡ

浓 543
弄 543

nu

奴 544
怒 544

O

ou

呕 546
偶 546
藕 546

P

pɑi

拍 547
排 547
徘 548

pɑn

攀 548
盘 548
判 549

pɑnɡ

庞 549
旁 549

pɑo

抛 551
庖 551
刨 551

pei

赔 551

pen

喷 552

penɡ

朋 552
蓬 552
鹏 552
捧 553

pi

披 553
劈 555
皮 555
蚍 555
疲 555
匹 556
否 557
屁 557

piɑn

翩 557
片 557

piɑo

飘 558

pin

贫 558
品 558

pinɡ

平 558
萍 560

po

婆 561
迫 561
破 562

pou

剖 564

pu

扑 564
铺 564
璞 565
菩 565
朴 565
普 565

Q

qi

七 566
妻 568
欺 568
漆 568
齐 568
其 569
奇 569
歧 570
崎 570
骑 571
棋 571
旗 571
乞 571
杞 572
起 572
气 572
弃 574
泣 575

qiɑ

掐 575
恰 575

qiɑn

千 576
牵 581
谦 581
前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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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584
潜 584
黔 584
浅 585

qiɑnɡ

枪 586
强 586
墙 587

qiɑo

敲 587
乔 588
翘 588
巧 588

qie

切 589
锲 590

qin

钦 590
亲 590
秦 591
琴 591
勤 591
沁 591

qinɡ

青 592
轻 593
倾 595
卿 596
清 596
蜻 596
情 596
晴 598
请 599
罄 599

qionɡ

穷 599
茕 601
琼 601

qiu

秋 602
求 602

qu

曲 603
屈 604
趋 605
取 605
去 606

quɑn

全 606
权 607
犬 607

que

缺 608
却 608
鹊 608

qun

群 609
裙 609

R

rɑn

燃 610

re

惹 610
热 611

ren

人 611
仁 620
忍 621
认 622
任 622

ri

日 623

ronɡ

戎 625
容 626
融 626
荣 626
冗 626

rou

柔 626
肉 627

ru

如 627
茹 633
乳 633
入 633

ruɑn

软 634

ruo

若 634
弱 635

S

sɑi

塞 636

sɑn

三 636
散 642

sɑnɡ

丧 642

sɑo

搔 643
骚 643
扫 644

se

色 644

sen

森 644
僧 644

shɑ

杀 645
沙 646
煞 646

shɑn

山 647
删 649
姗 649
煽 649
潸 649
闪 649
善 650
擅 650

shɑnɡ

伤 650
赏 651
上 651

shɑo

稍 653
少 653

she

蛇 654
舍 654
设 656

shen

身 656
莘 658
深 658
神 660
审 662
甚 663

shenɡ

生 663
声 666
绳 667
省 668
胜 668
盛 668

shi

尸 669
失 669
师 670
诗 670
十 671
石 673
时 673
识 674
实 675
拾 675
食 675
史 677
矢 677
始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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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678
事 679
势 680
视 681
拭 682
是 682
适 683
恃 683
嗜 683
誓 684
噬 684
舐 684

shou

手 684
守 686
首 687
寿 687
受 688
瘦 688

shu

书 688
殊 688
熟 688
鼠 689
蜀 689
数 689
束 690
述 691
树 691

shuɑnɡ

双 692

shui

水 692
睡 694

shun

顺 695

瞬 696

shuo

说 696
硕 696

si

司 697
丝 697
思 697
斯 698
死 698
四 701
似 702
驷 703
肆 703

sonɡ

耸 703
送 703
颂 704

sou

搜 704

su

俗 704
速 704
素 704
肃 705
夙 705

suɑn

酸 705

sui

虽 705
随 705
岁 706

sun

损 706

suo

缩 707
所 707
索 708

T

tɑ

他 709

tɑi

太 709
泰 709

tɑn

贪 710
昙 711
谈 711
弹 713
忐 713
叹 713
探 713

tɑnɡ

堂 714
糖 715
螳 715

tɑo

滔 715
逃 715
桃 716
讨 716

tenɡ

腾 716

ti

提 716
啼 717
醍 717
体 717
替 718

tiɑn

天 718
添 725
恬 725
甜 726

tiɑo

挑 726
调 726
挑 726
跳 726

tie

铁 726

tinɡ

听 727
亭 728
停 728
挺 728
铤 728

tonɡ

通 728
同 729
童 732
痛 732

tou

偷 733
头 734
投 734

tu

突 735
荼 736
徒 736
土 736
吐 736
兔 737

tui

推 737
退 738
蜕 738

tun

吞 738
囤 739

tuo

拖 739
脱 739
唾 740

W

wɑ

挖 741
瓦 741

wɑi

歪 741
外 741

wɑn

剜 742
纨 742
完 742
玩 742
顽 743
莞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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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 743
万 744

wɑnɡ

汪 749
亡 749
枉 750
妄 750
忘 750
望 750

wei

危 753
威 754
微 754
巍 755
为 755
违 755
围 755
唯 756
嵬 756
惟 757
尾 757
委 757
娓 757
萎 757
为 757
未 758
味 759
畏 759
蔚 759

wen

温 760
文 760
纹 763
闻 763
刎 764
稳 764
问 765

wenɡ

瓮 766

wo

蜗 766
我 766
卧 766
握 767

wu

乌 767
污 767
呜 768
屋 768
无 768
五 778
舞 780
勿 780
物 780
误 782
雾 782

X

xi

夕 783
西 783
希 783
息 783
惜 783
熙 784
嬉 784
习 784
席 785
洗 785
喜 785
细 787

xiɑ

虾 788
瞎 788
狭 789
瑕 789
下 789
夏 790

xiɑn

仙 790
先 791
纤 792
纤 793
闲 793
弦 793
咸 793
嫌 793
显 794
鲜 794
现 794

xiɑnɡ

相 794
香 798
降 798
响 798
想 798
向 799
项 799
相 799
像 800

xiɑo

逍 800
销 800
小 800
晓 803
孝 803
笑 803

xie

邪 804
胁 804
挟 805
谢 805
卸 805
邂 805

xin

心 805
欣 814
新 815
信 815

xinɡ

兴 816
星 818
腥 818
惺 818
行 818
形 819
兴 820
幸 821
性 821

xionɡ

凶 821
汹 821
胸 822
雄 822

xiu

休 823
朽 823
秀 824
臭 824
袖 824
绣 824

xu

虚 824
嘘 826
徐 826
栩 826

xuɑn

轩 826
喧 826
玄 826
悬 827
绚 828

xue

削 828
学 828
雪 830
血 831
谑 832

xun

寻 832
循 833
迅 834
徇 834
训 834

Y

yɑ

鸦 835
睚 835
牙 835
哑 835
雅 836
揠 836

yɑn

烟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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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837
严 837
言 837
奄 843
掩 843
眼 844
偃 844

yɑnɡ

泱 845
羊 845
扬 845
扬 846
阳 846
洋 846
仰 847
养 847
怏 848

yɑo

妖 849
腰 849
摇 849
遥 850
杳 851
咬 851
窈 852
药 852
要 852
耀 852

ye

野 852
业 852
叶 853
夜 853

yi

一 854
衣 877
依 878

仪 878
怡 879
贻 879
移 879
遗 879
颐 880
疑 880
以 880
倚 888
旖 889
义 889
议 890
忆 890
亦 890
异 890
抑 891
易 892
意 892
毅 893
溢 893
熠 893

yin

因 893
阴 895
音 895
吟 895
寅 895
银 896
引 896
饮 897
隐 898
� 899

yinɡ

应 899
英 899
莺 900
鹦 900
迎 900
营 901

蝇 901
影 901
应 901

yonɡ

庸 902
雍 903
永 903
勇 903
用 904

you

优 904
忧 905
悠 905
油 905
由 906
游 906
有 907

yu

迂 914
余 914
鱼 914
愚 915
与 916
羽 917
雨 917
语 917
玉 918
郁 918
浴 918
欲 919
鹬 920

yuɑn

冤 920
原 921
圆 921
援 921
缘 921

源 922
远 922
怨 923

yue

约 923
月 924
跃 925
越 925

yun

晕 925
云 925
芸 926
运 926

Z

zɑ

杂 927

zɑi

再 927
在 928
载 929
赞 929

zɑnɡ

葬 929

zɑo

糟 929
凿 929
早 930
造 930

ze

责 930
择 931
泽 931

啧 931

zei

贼 932
乍 932

zhɑi

债 933

zhɑn

沾 933
瞻 933
斩 934
崭 934
辗 934
战 935

zhɑnɡ

张 935
獐 936
彰 936
掌 936
仗 936

zhɑo

招 937
昭 938
朝 938
照 940

zhe

遮 940
辙 941
折 941

zhen

针 941
珍 941
真 941
枕 942
振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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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 943

zhenɡ

争 944
峥 945
蒸 945
正 945
证 947
郑 947
政 947

zhi

之 947
支 947
知 948
执 949
直 950
只 951
纸 952
指 952
咫 954
趾 954
至 954
志 955

治 956
质 956
炙 956
栉 956
智 957
掷 957
置 957

zhonɡ

中 958
忠 959
终 959
钟 960
众 960
种 963
重 964

zhou

周 964
粥 964
昼 964

zhu

诛 964

珠 965
诸 965
铢 965
蛛 965
煮 966
助 966
著 966
铸 966
筑 967

zhuɑ

抓 967

zhuɑn

专 967
转 968

zhuɑnɡ

装 969
壮 970

zhui

追 970

zhun

谆 970

zhuo

拙 971
卓 971
捉 971
擢 972

zi

孜 972
龇 972
资 972
趑 972
锱 973
子 973
紫 973
字 973
自 973
恣 979

zonɡ

总 979

纵 980

zou

走 980

zu

足 981

zuɑn

钻 981

zui

罪 982
醉 982

zun

尊 983

zuo

左 983
作 984
坐 986
座 988
做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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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笔画索引

本索引集中了本书收录的全部成语 , 以及它们所在的页码。索引的左边是

成语, 右边是页码。

本索引按汉字笔画笔形排列。首先按每条成语第一个字的笔画数目 , 由少

到多排列。笔画数目相同的 , 按笔顺笔形排列。笔顺按书写习惯 , 一般先左后

右, 先上后下, 先外后内, 笔形以横( 一) 竖( 丨) 撇( 丿) 点( 、) 折( �$) 为序。第一

个字相同的成语按第二个字的笔画笔形排列 , 依此类推。



一画

一人得道, 鸡犬升

天 868

一刀两断 857

一了百了 862

一干二净 859

一马平川 863

一马当先 863

一夫当关, 万夫莫

开 858

一无可取 872

一无所有 872

一无所知 872

一无是处 872

一五一十 873

一不做 , 二不休

856

一日三秋 868

一日千里 868

一见如故 859

一见钟情 860

一毛不拔 864

一气呵成 867

一手遮天 870

一反常态 858

一心一意 874

一孔之见 861

一去不复返 868

一本万利 854

一本正经 855

一目十行 865

一目了然 864

一叶障目, 不见泰

山 874

一失足成千古恨

869

一丘之貉 867

一丝一毫 870

一丝不苟 870

一丝不挂 870

一成不变 857

一扫而光 869

一扫而空 869

一尘不染 856

一团和气 871

一帆风顺 858

一网打尽 871

一年之季在于春

865

一年半载 865

一衣带水 875

一问三不知 872

一字一板 877

一字千金 877

一如既往 868

一劳永逸 862

一来二去 862

一技之长 859

一步登天 856

一针见血 876

一身是胆 869

一饮而尽 875

一言为定 874

一言以蔽之 874

一言半语 873

一言既出 , 驷马难

追 874

一应俱全 876

一穷二白 867

一张一弛 876

一纸空文 877

一板三眼 854

一事无成 869

一拍即合 866

一拥而入 876

一呼百应 859

一鸣惊人 864

一败涂地 854

一知半解 876

一物降一物 873

一往无前 871

一往情深 871

一念之差 866

一贫如洗 866

一刻千金 861

一泻千里 874

一波三折 855

一波未平 , 一波又

起 856

一视同仁 869

一相情愿 873

一面之交 864

一面之词 864

一挥而就 859

一览无余 862

一是一 , 二是二

870

一星半点 874

一脉相承 863

一脉相通 863

一举一动 861

一举成功 861

一举成名 861

一举两得 861

一语道破 876

一统天下 871

一钱不值 867

一笔勾销 855

一笔抹杀 855

一笑置之 873

一倡百和 856

一息尚存 873

一家之言 859

一窍不通 867

一诺千金 866

一掷千金 877

一唱一和 856

一得之见 858

一盘散沙 866

一望无际 871

一清二白 867

一落千丈 863

一朝一夕 876

一塌糊涂 870

一鼓作气 859

一概而论 858

一路平安 863

一路货色 862

一路顺风 863

一筹莫展 857

一触即发 857

一触即溃 857

一意孤行 875

一碧万顷 855

一模一样 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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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暴十寒 866

一箭双雕 860

一潭死水 871

一臂之力 855

一蹶不振 860

一蹴而就 857

一鳞半爪 862

二画

〔一〕

二八佳人 218

二三其德 218

十万火急 672

十目所视, 十手所

指 672

十年树木, 百年树

人 672

十年寒窗 672

十全十美 672

十字街头 671

十里洋场 672

十指如椎 671

十室九空 671

十恶不赦 671

十拿九稳 672

丁是丁 , 卯是卯

195

七上八下 567

七手八脚 567

七步之才 566

七步成章 567

七拼八凑 567

七窍生烟 566

七情六欲 567

七零八落 566

七擒七纵 567

七颠八倒 566

七嘴八舌 567

〔丿〕

八方呼应 15

八斗之才 15

八仙过海 , 各显神

通 16

八字没见一撇 16

八面玲珑 15

八面威风 16

八拜之交 15

人人自危 617

人才济济 611

人才辈出 611

人山人海 617

人亡物在 618

人之常情 618

人之常情 620

人云亦云 620

人不知 , 鬼不觉

611

人文荟萃 614

人为刀俎 , 我为鱼

肉 619

人心叵测 613

人心向背 619

人心所向 619

人心涣散 618

人心惶惶 619

人去楼空 612

人生朝露 612

人地生疏 612

人而无信 , 不知其

可 614

人死留名 613

人同此心 618

人仰马翻 618

人仰马翻 619

人各有志 615

人多势众 614

人多嘴杂 612

人尽可夫 614

人尽其才 615

人寿年丰 618

人声鼎沸 618

人困马乏 615

人财两空 612

人言可畏 619

人言啧啧 617

人弃我取 613

人穷志短 617

人杰地灵 615

人所共知 616

人命危浅 616

人命关天 616

人定胜天 612

人面桃花 615

人面兽心 616

人贵自立 614

人迹罕至 614

人莫予毒 617

人烟稠密 614

人浮于事 614

人情世故 617

人情冷暖 612

人谋不臧 613

人喊马嘶 615

人强马壮 616

人微言轻 619

人满为患 615

入乡随俗 633

入木三分 633

入不敷出 633

入情入理 633

几次三番 368

九牛一毛 416

九死一生 416

九泉之下 416

九霄云外 416

匕鬯不惊 38

〔�$〕

刁钻古怪 193

刀山火海 182

刀光剑影 182

刀枪入库 182

刀耕火种 182

力不从心 466

力不胜任 467

力不能支 467

力可拔山 467

力争上游 468

力图自强 467

力所能及 468

力挽狂澜 468

力透纸背 468

力排众议 467

力竭声嘶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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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如指掌 478

三画

〔一一〕

三十六计, 走为上

计 640

三人成虎 640

三人行 , 必有我师

640

三三两两 641

三寸不烂之舌 637

三寸金莲 637

三山五岳 640

三天打鱼, 两天晒

网 640

三五成群 641

三长两短 636

三从四德 636

三心二意 642

三生有幸 641

三令五申 639

三头六臂 641

三百六十行 636

三年五载 640

三足鼎立 641

三位一体 641

三言两语 642

三纲五常 637

三妻四妾 637

三朋四友 637

三姑六婆 638

三思而行 641

三皇五帝 639

三顾茅庐 638

三教九流 639

三番五次 637

三缄其口 639

三跪九叩 638

干云蔽日 263

干净利落 262

〔一丨〕

工力悉敌 277

工欲善其事 , 必先

利其器 277

土生土长 736

土崩瓦解 736

下马威 790

下不为例 789

下车伊始 789

下里巴人 790

下笔千言 , 离题万

里 789

下笔如有神 789

〔一丿〕

大刀阔斧 163

大千世界 169

大义灭亲 173

大义凛然 173

大开眼界 167

大手大脚 171

大公无私 165

大风大浪 164

大方之家 164

大书特书 171

大功告成 166

大打出手 163

大失所望 170

大处落墨 162

大发雷霆 164

大动干戈 163

大地回春 163

大权独揽 169

大权旁落 170

大有人在 174

大有可为 174

大有作为 174

大而化之 164

大同小异 172

大吃一惊 162

大名鼎鼎 168

大兴土木 173

大声疾呼 170

大材小用 162

大步流星 161

大吹大擂 162

大彻大悟 162

大言不惭 173

大快人心 167

大张旗鼓 175

大雨如注 175

大雨滂沱 175

大势已去 171

大势所趋 171

大呼小叫 166

大放厥词 164

大相径庭 172

大是大非 171

大显身手 172

大显神通 172

大度包容 164

大庭广众 171

大逆不道 168

大笔如椽 161

大海捞针 166

大家风范 166

大家闺秀 167

大展宏图 175

大展经纶 175

大难不死 168

大难临头 168

大梦初醒 168

大做文章 176

大惊小怪 167

大惊失色 167

大喜过望 172

大惑不解 166

大厦将倾 170

大智大勇 175

大智如愚 176

大街小巷 167

大摇大摆 173

大错特错 163

大腹便便 165

大煞风景 170

大慈大悲 163

大模大样 168

大器晚成 169

与人为善 916

与日俱增 916

与世无争 916

与世推移 916

与众不同 916

与虎谋皮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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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佳人 94

才艺卓绝 94

才华横溢 93

才高八斗 93

才疏学浅 94

才貌双全 93

万人空巷 747

万丈高楼平地起

748

万马齐� 747

万马奔腾 747

万夫莫敌 744

万无一失 748

万不得已 744

万古千秋 745

万古不变 744

万古长存 744

万古长青 745

万古流芳 745

万头攒动 748

万死不辞 746

万全之策 748

万众一心 749

万寿无疆 748

万劫不复 746

万里长征 747

万里长城 747

万事大吉 746

万事大吉 747

万事亨通 746

万事俱备, 只欠东

风 748

万念俱灰 747

万变不离其宗 744

万贯家私 745

万般无奈 744

万家生佛 744

万家灯火 746

万象更新 749

万紫千红 744

万箭攒心 745

万籁无声 745

万籁俱寂 746

〔一�$〕

寸土必争 156

寸丝不挂 156

寸阴尺璧 156

寸阴若岁 157

寸步不离 155

寸步难行 155

寸金难买寸光阴

156

寸草不生 156

寸草不留 155

寸草春晖 155

寸积铢累 156

〔丨一〕

上下其手 652

上天入地 651

上天无路 , 入地无

门 652

上无片瓦 , 下无插

针之地 652

上行下效 652

上驷之材 652

上谄下骄 652

上窜下跳 652

〔丨�$〕

口干舌燥 441

口口声声 440

口口声声 441

口不应心 439

口出不逊 439

口传心授 441

口血未干 441

口快心直 441

口若悬河 440

口诛笔伐 441

口是心非 440

口说无凭 440

口惠而实不至 439

口碑载道 441

口福不浅 440

口蜜腹剑 440

巾�英雄 397

山穷水尽 648

山雨欲来风满楼

649

山明水秀 648

山鸣谷应 648

山肴野蔌 648

山珍海味 649

山南海北 647

山重水复 647

山高月小 647

山高水远 647

山高水低 648

山高水险 648

山崩地裂 647

山盟海誓 647

〔丿一〕

千刀万剐 576

千山万水 580

千山万壑 578

千夫所指 576

千方百计 576

千叮万嘱 577

千头万绪 580

千丝万缕 580

千回百转 578

千军万马 579

千里之行, 始于足

下 578

千里之堤, 溃于蚁

穴 578

千里迢迢 579

千里鹅毛 577

千言万语 580

千辛万苦 580

千奇百怪 579

千呼万唤 577

千变万化 576

千钧一发 577

千秋万代 578

千差万别 577

千姿百态 581

千娇百媚 577

千载一时 577

千载难逢 580

千真万确 581

千虑一得 579

千难万险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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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锤百炼 576

千篇一律 579

乞哀告怜 571

〔丿丨〕

川流不息 140

〔丿丶〕

义无反顾 889

义不容辞 889

义正词严 889

义愤填膺 889

〔丿�$〕

及时行乐 363

及锋而试 362

凡夫俗子 221

久而久之 417

久负盛名 417

久旱逢甘雨 417

久别重逢 417

久经沙场 417

久病成医 417

久假不归 417

夕阳西下 783

〔丶一〕

广开言路 298

广庭大众 298

亡羊补牢 749

亡国之音 749

亡命之徒 749

〔丶丨〕

门户之见 505

门可罗雀 505

门外汉 506

门当户对 505

门庭若市 505

〔丶�$〕

之乎者也 947

〔�$一〕

尸横遍野 669

己所不欲 , 勿施于

人 368

〔�$丿〕

飞扬跋扈 230

飞来横祸 229

飞针走线 230

飞沙走石 230

飞黄腾达 229

飞短流长 229

飞蛾投火 229

飞檐走壁 230

小人得志 801

小不忍则乱大谋

800

小心谨慎 802

小心翼翼 803

小巧玲珑 801

小本经营 802

小鸟依人 802

小材大用 801

小巫见大巫 802

小试其技 801

小试锋芒 801

小恩小惠 802

小家碧玉 800

小康之家 801

小惩大诫 801

小题大做 802

〔�$丶〕

习以为常 784

习非成是 784

习惯成自然 784

〔�$�$〕

马马虎虎 494

马不停蹄 493

马到成功 494

马革裹尸 493

马首是瞻 494

子曰诗云 973

子虚乌有 973

孑然一身 391

四画

〔一一〕

丰功伟绩 239

丰衣足食 239

丰姿绰约 239

丰富多彩 238

井井有条 414

井水不犯河水 414

井底之蛙 413

井蛙之见 414

井然有序 414

开山祖师 431

开门见山 431

开门揖盗 431

开天辟地 431

开花结果 430

开卷有益 430

开宗明义 432

开诚布公 430

开诚相见 430

开路先锋 431

开源节流 432

夫唱妇随 250

天下无双 724

天下无敌 724

天下太平 724

天下为公 720

天之骄子 724

天女散花 720

天马行空 722

天无绝人之路 722

天不假年 718

天长地久 718

天公不作美 721

天公地道 721

天生尤物 718

天网恢恢, 疏而不

漏 722

天伦之乐 722

天各一方 721

天衣无缝 723

天花乱坠 721

天作之合 725

天灾人祸 718

天罗地网 722

天昏地暗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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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之国 720

天诛地灭 719

天经地义 722

天荒地老 721

天南地北 720

天香国色 719

天怒人怨 723

天真烂漫 724

天造地设 724

天高地迥 720

天高地厚 719

天理良心 718

天理难容 719

天理循环 719

天崩地裂 718

天旋地转 725

天涯海角 725

天寒地冻 719

天摇地动 720

天翻地覆 719

天壤之别 723

无人问津 773

无与伦比 777

无中生有 777

无风不起浪 770

无以复加 776

无孔不入 772

无功受禄 770

无本之木, 无源之

水 768

无可无不可 772

无可比拟 771

无可奈何 772

无可非议 771

无可厚非 772

无可辩驳 771

无出其右 769

无边无际 768

无动于衷 769

无地自容 769

无伤大雅 773

无价之宝 771

无名小卒 772

无妄之灾 775

无论如何 772

无声无息 774

无坚不摧 771

无时无刻 774

无足轻重 777

无忧无虑 777

无穷无尽 773

无事不登三宝殿

774

无事生非 774

无奇不有 773

无拘无束 771

无明业火 773

无依无靠 776

无的放矢 769

无所不为 774

无所不用其极 774

无所不在 775

无所不有 775

无所不至 775

无所作为 775

无所适从 775

无法无天 770

无独有偶 769

无济于事 770

无耻之尤 769

无恶不作 770

无病呻吟 768

无能为力 773

无理取闹 772

无庸讳言 777

无庸赘述 776

无隙可乘 776

无缘无故 777

无微不至 776

无稽之谈 770

无懈可击 776

云消雾散 925

云蒸霞蔚 926

云谲波诡 926

专心致志 968

专横跋扈 967

〔一丨〕

木已成舟 525

木本水源 526

五十步笑百步 779

五马分尸 779

五内如焚 779

五世同堂 779

五光十色 778

五花八门 778

五花大绑 779

五体投地 779

五谷丰登 778

五洲四海 780

五脏六腑 780

五黄六月 779

五彩缤纷 778

五短身材 778

五湖四海 778

五颜六色 780

支离破碎 947

〔一丿〕

不一而足 84

不入虎穴, 焉得虎

子 76

不了了之 72

不三不四 78

不上不下 77

不义之财 86

不见经传 65

不毛之地 73

不分皂白 59

不乏其人 59

不为已甚 80

不为五斗米折腰

81

不计其数 65

不以一眚掩大德

85

不以为耻 85

不以为然 85

不刊之论 67

不正之风 87

不甘示弱 60

不甘后人 60

不甘寂寞 60

不可一世 71

不可开交 69

不可同日而语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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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企及 70

不可名状 70

不可多得 68

不可收拾 70

不可告人 68

不可或缺 68

不可终日 71

不可思议 71

不可胜数 70

不可捉摸 72

不可造次 71

不可理喻 69

不可救药 68

不可偏废 70

不可逾越 71

不可磨灭 70

不平则鸣 75

不打自招 57

不由分说 86

不由自主 86

不白之冤 55

不务正业 81

不务空名 81

不出所料 57

不阴不阳 86

不动声色 59

不共戴天 62

不厌其详 84

不厌其烦 83

不在话下 87

不成体统 56

不同凡响 80

不伦不类 72

不合时宜 64

不名一钱 74

不亦乐乎 85

不关痛痒 62

不欢而散 64

不约而同 87

不进则退 66

不远千里 86

不攻自破 61

不声不响 78

不劳而获 72

不折不扣 87

不求甚解 76

不求闻达 76

不肖子孙 82

不时之无 80

不时之需 80

不足为训 91

不足为奇 90

不足为据 90

不足挂齿 90

不近人情 65

不言而喻 83

不吝指教 72

不吝珠玉 72

不识大体 78

不识好歹 79

不识时务 79

不识抬举 79

不即不离 64

不改初衷 59

不苟言笑 62

不拘一格 66

不拘小节 66

不择手段 87

不到黄河心不死

58

不明不白 74

不易之论 85

不败之地 56

不知人间有羞耻

事 88

不知凡几 88

不知天高地厚 89

不知不觉 88

不知去向 88

不知好歹 88

不知所云 89

不知所终 90

不知所措 88

不卑不亢 56

不舍昼夜 77

不念旧恶 75

不学无术 83

不治之症 90

不屈不挠 76

不经一事 , 不长一

智 66

不经之谈 66

不甚了了 78

不相上下 81

不省人事 82

不修边幅 82

不胜枚举 78

不胫而走 66

不急之务 64

不闻不问 81

不费吹灰之力 59

不绝于耳 67

不绝如缕 66

不耻下问 56

不速之客 80

不顾一切 62

不顾死活 62

不逞之徒 56

不留余地 73

不容分说 76

不容置辩 76

不屑一顾 82

不能自已 74

不能自拔 74

不能赞一辞 74

不教而诛 65

不虚此行 83

不偏不倚 75

不假思索 65

不得人心 58

不得其所 58

不得要领 58

不情之请 75

不惜工本 81

不着边际 90

不谋而合 74

不谙世事 55

不敢后人 60

不敢越雷池一步

60

不堪一击 67

不堪入目 68

不堪回首 67

不堪设想 67

不堪造就 68

不期而遇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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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期而然 75

不落窠臼 73

不惑之年 64

不揣冒昧 57

不遗余力 84

不痛不痒 80

不慌不忙 64

不寒而栗 63

不登大雅之堂 58

不尴不尬 60

不置可否 90

不辞而别 57

不辞辛苦 57

不解之缘 65

不塞不流, 不止不

行 78

不蔓不枝 73

不管三七二十一

62

不辨菽麦 56

不翼而飞 86

不露圭角 73

不露声色 73

犬马之劳 607

犬牙交错 607

太公钓鱼, 愿者上

钩 709

太平盛世 709

历历分明 469

历历可见 469

历历可数 468

历历在目 468

匹夫之勇 556

匹夫有责 556

〔一�$〕

车水马龙 113

车殆马烦 112

车载斗量 113

比比皆是 37

比目连枝 38

比肩继踵 38

比翼双飞 38

切切私语 590

切肤之痛 590

切磋琢磨 589

牙牙学语 835

瓦解冰消 741

〔丨丿〕

少不更事 653

少见多怪 653

少年老成 654

少壮不努力 , 老大

徒伤悲 654

〔丨�$〕

日上三竿 623

日久年深 624

日久玩生 623

日不暇给 623

日月如梭 624

日月经天 624

日行千里 624

日进斗金 624

日积月累 625

日理万机 625

日新月异 625

日暮途远 624

日暮途穷 625

日薄西山 623

中原逐鹿 958

中流砥柱 958

中庸之道 958

内外夹攻 536

内外交困 536

内忧外患 536

内柔外刚 536

见义勇为 382

见仁见智 379

见风使舵 380

见机而动 380

见机行事 381

见死不救 380

见危授命 381

见多识广 379

见异思迁 382

见财起意 379

见利忘义 381

见利思义 380

见贤思齐 380

见所未见 382

见怪不怪 379

见钱眼开 381

见笑大方 379

见猎心喜 381

见微知著 382

见缝插针 380

〔丿一〕

牛头不对马嘴 542

牛郎织女 542

牛鬼蛇神 542

毛骨悚然 501

毛遂自荐 501

气壮山河 574

气壮如牛 573

气冲斗牛 572

气冲霄汉 572

气宇轩昂 574

气吞山河 573

气势汹汹 573

气势磅礴 574

气味相投 573

气贯长虹 573

气急败坏 573

气息奄奄 574

气象万千 574

气喘吁吁 572

气焰嚣张 573

手下留情 685

手无寸铁 686

手不停挥 685

手不释卷 684

手忙脚乱 685

手如柔荑 685

手足之情 686

手足无措 686

手足重茧 685

手到病除 684

手到擒来 685

手急眼快 685

手舞足蹈 686

长生不老 109

长此以往 107

长吁短叹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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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年累月 108

长驱直入 109

长命百岁 108

长夜难明 110

长夜漫漫 110

长治久安 110

长途跋涉 109

长袖善舞, 多钱善

贾 109

长歌当哭 108

长篇大论 108

长篇累牍 108

〔丿丨〕

仁人君子 620

仁义道德 620

仁心仁术 620

仁至义尽 621

仁者见仁, 智者见

智 620

片甲不留 557

片言只字 557

仇人相见, 分外眼

红 130

仇深似海 130

化干戈为玉帛 338

化为乌有 338

化为泡影 338

化险为夷 338

化敌为友 339

化腐朽为神奇 338

化整为零 338

仅以身免 404

〔丿丿〕

斤斤计较 397

反戈一击 223

反目成仇 223

反求诸己 224

反其道而行之 224

反败为胜 222

反面无情 223

反面教员 224

反咬一口 224

反复无常 223

反客为主 224

反唇相稽 222

反躬自问 223

反躬自省 223

反眼不识 224

〔丿丶〕

从一而终 152

从井救人 152

从天而降 151

从中作梗 152

从中渔利 152

从长计议 151

从头至尾 152

从轻发落 151

从宽发落 151

从容不迫 150

从容自如 151

从容就义 151

从谏如流 151

从善如流 152

今非昔比 397

今是昨非 397

凶多吉少 821

凶相毕露 821

凶神恶煞 821

分门别类 234

分化瓦解 235

分文不取 235

分文不值 235

分甘共苦 234

分花拂柳 234

分所应为 234

分秒必争 235

分庭抗礼 235

分崩离析 233

分道扬镳 233

公之于世 278

公子王孙 278

公正无私 278

公而忘私 277

公事公办 278

公诸同好 278

仓皇失措 98

〔丿�$〕

月下老人 924

月下花前 924

月白风清 924

月明如昼 924

月明星稀 924

月缺花残 924

月黑风高 924

勿谓言之不预 780

风土人情 244

风马牛不相及 242

风云人物 246

风云际会 243

风云变幻 246

风云突变 241

风中残烛 243

风平浪静 242

风尘仆仆 239

风华正茂 241

风行一时 244

风行草偃 244

风驰电掣 239

风声鹤� 242

风花雪月 241

风吹日晒 240

风吹雨打 240

风吹草动 240

风吹浪打 240

风言风语 244

风雨无阻 245

风雨同舟 245

风雨交加 245

风雨如晦 245

风雨飘摇 245

风和日丽 240

风卷残云 241

风度翩翩 243

风姿绰约 244

风起云涌 242

风烛残年 246

风流人物 241

风流云散 241

风流倜傥 241

风流韵事 244

风流蕴藉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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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调雨顺 243

风韵犹存 243

风谲云诡 243

风餐露宿 239

风靡一时 240

乌七八糟 767

乌合之众 767

乌烟瘴气 767

凤毛麟角 248

凤鸣朝阳 248

凤冠霞� 248

勾魂摄魄 282

〔丶一〕

六亲不认 484

六神无主 484

文人相轻 761

文无定法 762

文不对题 760

文从字顺 761

文风不动 760

文以载道 763

文过其实 762

文过饰非 761

文江学海 762

文如其人 761

文君新寡 762

文武之道, 一张一

弛 763

文武双全 761

文武全才 762

文责自负 762

文质彬彬 763

文治武功 762

文房四宝 761

文恬武嬉 761

文韬武略 762

方寸已乱 226

方兴未艾 227

方枘圆凿 227

方便之门 227

〔丶丿〕

火上加油 355

火中取栗 356

火树银花 355

火冒三丈 355

火烧火燎 355

火烧眉毛 355

火眼金睛 355

为人作嫁 758

为民请命 758

为非作歹 755

为虎作伥 757

为所欲为 755

为渊驱鱼 , 为丛驱

雀 758

为富不仁 755

〔丶丶〕

忆苦思甜 890

斗志昂扬 202

斗折蛇行 201

斗鸡走狗 202

斗转星移 202

斗筲之人 201

计日而待 369

计日程功 369

计出万全 368

计穷力竭 369

户枢不蠹 334

认贼作父 622

冗词赘句 626

〔丶�$〕

心力交瘁 806

心口如一 811

心广体胖 810

心无二用 813

心无旁骛 809

心不由主 806

心不在焉 805

心中无数 810

心中有数 810

心心相印 813

心甘情愿 810

心平气和 812

心有余而力不足

813

心有余悸 813

心有灵犀一点通

813

心灰意冷 811

心灰意懒 806

心血来潮 813

心向往之 809

心安理得 805

心如刀绞 808

心如刀割 808

心如火焚 809

心如铁石 809

心驰神往 806

心花怒放 811

心劳日拙 812

心旷神怡 811

心乱如麻 808

心余力绌 809

心怀叵测 807

心怀鬼胎 806

心灵手巧 812

心直口快 814

心明眼亮 812

心服口服 810

心胆俱裂 807

心狠手辣 811

心急火燎 807

心急如焚 811

心神不定 812

心高气傲 810

心悦诚服 814

心烦意乱 807

心领神会 808

心旌摇摇 808

心惊肉跳 807

心惊胆战 808

心慌意乱 807

心照不宣 814

心腹之患 810

心猿意马 814

心慈手软 806

心满意足 812

心潮澎湃 806

〔�$一〕

尺有所短, 寸有所

长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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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短寸长 125

引人入胜 897

引人注目 897

引火烧身 896

引以为戒 897

引而不发 896

引吭高歌 896

引经据典 896

引狼入室 896

引锥刺股 897

〔�$丨〕

丑态百出 131

〔�$丶〕

以一当十 887

以一警百 886

以人废言 886

以力服人 882

以己律人 883

以己度人 881

以小人之心, 度君

子之腹 887

以小见大 886

以子之矛, 攻子之

盾 888

以少胜多 885

以文会友 886

以古喻今 881

以礼相待 883

以匡不逮 881

以权谋私 884

以夷制夷 886

以讹传讹 881

以防万一 883

以防不测 881

以观后效 882

以攻为守 883

以求一逞 884

以身许国 885

以身作则 887

以身试法 881

以身殉职 886

以邻为壑 884

以卵投石 884

以其人之道 , 还治

其人之身 884

以其昏昏 , 使人昭

昭 884

以沫相濡 882

以毒攻毒 880

以怨报德 888

以退为进 885

以柔克刚 885

以弱制强 885

以理服人 882

以眼还眼 , 以牙还

牙 887

以售其奸 887

以偏概全 883

以假乱真 882

以逸待劳 888

以强凌弱 884

以辞害意 880

以微知著 885

以意逆志 888

以管窥天 , 以蠡测

海 883

以儆效尤 882

以貌取人 886

以德报怨 880

双喜临门 692

双管齐下 692

孔武有力 439

书声琅琅 688

书香门第 688

〔�$�$〕

水中捞月 693

水火无情 694

水火不相容 693

水来土掩 693

水到渠成 692

水乳交融 693

水性杨花 694

水泄不通 694

水涨船高 694

水深火热 693

水落石出 692

水滴石穿 692

水磨功夫 694

五画

〔一一〕

玉不琢 , 不成器

918

玉石俱焚 918

玉树琼枝 918

玉洁冰清 918

未卜先知 758

未老先衰 758

未雨绸缪 759

未能免俗 759

击中要害 358

击节称奇 358

〔一丨〕

巧立名目 589

巧夺天工 588

巧舌如簧 589

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 588

巧言令色 589

巧取豪夺 589

正人君子 946

正儿八经 946

正大光明 945

正中下怀 946

正气凛然 946

正本清源 945

正道直行 945

正颜厉色 946

正襟危坐 946

功力悉敌 280

功亏一篑 281

功成不居 279

功成名就 280

功成身退 280

功到自然成 280

功败垂成 278

功德无量 280

功德圆满 280

去伪存真 606

去粗取精 606

甘之如饴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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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心情愿 263

甘瓜苦蒂 263

甘处下流 263

甘拜下风 263

世外桃源 678

世异时移 679

世态炎凉 678

古今中外 288

古为今用 288

古色古香 288

古往今来 288

古稀之年 288

古道热肠 288

节节败退 392

节节胜利 392

节外生枝 391

节衣缩食 392

节俭躬行 392

本末倒置 37

本来面目 36

本性难移 37

可见一斑 435

可乘之机 435

可望而不可即 435

可想而知 435

可歌可泣 435

〔一丿〕

左支右绌 984

左右开弓 984

左右为难 984

左右逢源 984

左邻右舍 984

左思右想 984

左顾右盼 983

左道旁门 983

厉行节约 469

厉兵秣马 469

厉精图治 469

石沉大海 673

石破天惊 673

布帛菽粟 91

龙飞凤舞 484

龙马精神 485

龙行虎步 485

龙争虎斗 485

龙腾虎跃 485

龙潭虎穴 485

〔一丶〕

平分秋色 559

平心而论 559

平心静气 559

平白无故 559

平地风波 559

平安无事 558

平步青云 559

平易近人 560

平起平坐 560

平淡无奇 559

平铺直叙 560

灭顶之灾 513

灭绝人性 513

〔一�$〕

打击报复 160

打成一片 160

打抱不平 159

打草惊蛇 159

打退堂鼓 161

打破沙锅问到底

161

打破常规 160

打躬作揖 160

打家劫舍 160

打情骂俏 161

打落水狗 161

打富济贫 160

扑朔迷离 564

东山再起 198

东床坦腹 197

东张西望 200

东奔西走 197

东拉西扯 198

东征西讨 198

东拼西凑 198

东食西宿 200

东施效颦 199

东倒西歪 197

东窗事发 197

东鳞西爪 197

〔丨丨〕

北面称臣 35

北辙南辕 35

业精于勤 852

旧地重游 419

旧调重弹 419

〔丨丿〕

归心似箭 299

归根结蒂 299

〔丨�$〕

目无全牛 528

目不交睫 526

目不识丁 527

目不忍睹 527

目不转睛 527

目不斜视 527

目不暇给 527

目不窥园 526

目中无人 529

目光如豆 528

目光如炬 528

目光炯炯 527

目空一切 528

目迷五色 528

目瞪口呆 528

叶公好龙 853

叶落归根 853

叶落知秋 853

电光石火 192

由衷之言 906

史无前例 677

史不绝书 677

只见树木, 不见森

林 951

只争朝夕 951

只许州官放火, 不

许百姓点灯 951

只要功夫深, 铁杵

磨成针 951

叱咤风云 125

叫苦不迭 389

叫苦连天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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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起炉灶 482

另眼相看 482

另辟蹊径 481

叹为观止 713

四大皆空 701

四分五裂 701

四平八稳 702

四体不勤, 五谷不

分 702

四面八方 701

四面楚歌 701

四海为家 701

四通八达 702

〔丿一〕

生于忧患, 死于安

乐 665

生不逢辰 664

生气勃勃 665

生龙活虎 663

生老病死 663

生机勃勃 664

生死之交 664

生死存亡 665

生死攸关 665

生杀予夺 664

生吞活剥 665

生花妙笔 664

生财有道 663

生灵涂炭 663

生张熟魏 664

生荣死哀 665

生离死别 663

生搬硬套 663

生意兴隆 665

失之东隅 , 收之桑

榆 670

失之交臂 670

失之毫厘 , 差之千

里 670

失败是成功之母

669

失魂落魄 669

矢口否认 677

矢志不移 677

乍暖还寒 932

〔丿丨〕

仗义执言 937

仗义疏财 937

仗势欺人 936

付之一炬 255

付之一笑 255

付之东流 254

仙山楼阁 790

仙风道骨 790

仪态万方 878

白刀子进去 , 红刀

子出来 18

白云苍狗 20

白日见鬼 19

白日做梦 19

白手起家 20

白头如新 19

白头偕老 20

白发苍苍 18

白圭之玷 18

白色恐怖 19

白纸黑字 20

白驹过隙 18

白面书生 19

白虹贯日 19

白璧无瑕 18

白璧微瑕 17

他山之石 709

〔丿丿〕

瓜田李下 292

瓜剖豆分 292

瓜熟蒂落 292

〔丿丶〕

令人发指 482

令人神往 482

令行禁止 482

〔丿�$〕

用兵如神 904

用武之地 904

犯上作乱 225

犯而不校 225

处之泰然 138

处心积虑 137

外强中干 741

鸟入樊笼 540

鸟枪换炮 540

鸟语花香 541

包办代替 29

包罗万象 29

包藏祸心 29

尔虞我诈 215

乐天知命 462

乐不可支 459

乐不思蜀 459

乐在其中 461

乐而忘返 461

乐此不疲 460

乐极生悲 461

乐善好施 461

饥不择食 358

饥肠辘辘 359

饥寒交迫 358

饥餐渴饮 358

〔丶一〕

立于不败之地 470

立功赎罪 470

立地成佛 470

立此存照 470

立足之地 470

立身处世 470

立竿见影 469

立锥之地 470

玄之又玄 826

〔丶丨〕

闪烁其辞 649

〔丶丿〕

半斤八两 27

半文不白 28

半死不活 27

半吞半吐 28

半夜三更 28

半信半疑 28

半途而废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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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推半就 27

半路出家 27

半截入土 27

半壁江山 26

〔丶丶〕

头头是道 734

头昏脑胀 734

头昏眼花 734

头重脚轻 734

头破血流 734

头疼脑热 734

宁为玉碎, 不为瓦

全 541

宁死不屈 541

宁缺毋滥 541

〔丶�$〕

讨价还价 716

礼义之邦 465

礼义廉耻 465

礼贤下士 465

训练有素 834

议论纷纷 890

必由之路 39

必恭必敬 39

记忆犹新 369

永无止境 903

永志不忘 903

永垂不朽 903

〔�$一〕

司马昭之心, 路人

皆知 697

司空见惯 697

民不聊生 513

民以食为天 514

民生凋敝 513

民怨沸腾 514

民脂民膏 514

〔�$丨〕

出人头地 134

出人意表 134

出口成章 132

出口伤人 133

出水芙蓉 135

出生入死 135

出乎意料 133

出尔反尔 132

出头之日 135

出头露面 135

出师不利 135

出污泥而不染 135

出言不逊 136

出没无常 133

出其不意 133

出奇制胜 134

出乖露丑 132

出类拔萃 133

出神入化 135

出谋划策 133

〔�$丿〕

奴颜婢膝 544

奴颜媚骨 544

加油添醋 370

加官进禄 370

皮之不存 , 毛将焉

附 555

皮开肉绽 555

皮笑肉不笑 555

发人深省 219

发号施令 219

发扬光大 220

发扬蹈厉 219

发愤忘食 219

发愤图强 219

〔�$丶〕

对牛弹琴 208

对症下药 208

对酒当歌 208

对答如流 208

对簿公堂 208

〔�$�$〕

丝丝入扣 697

六画

〔一一〕

戎马生涯 626

戎马倥偬 625

动人心弦 200

动荡不安 200

动辄得咎 200

迂回曲折 914

〔一丨〕

吉人天相 363

吉日良辰 363

吉凶未卜 363

吉星高照 363

老于世故 459

老马识途 457

老天拔地 459

老少无欺 455

老牛破车 456

老牛舐犊 458

老气横秋 458

老生常谈 458

老有所终 459

老成持重 455

老当益壮 455

老奸巨猾 456

老妪能解 456

老态龙钟 458

老虎头上搔痒 458

老泪纵横 456

老羞成怒 459

老调重调 455

老弱残兵 456

老谋深算 457

老鼠过街, 人人喊

打 458

老骥伏枥 456

地大物博 191

地主之谊 191

地动山摇 191

地利人和 191

耳目一新 216

耳听八方 217

耳听为虚, 眼见为

实 217

耳食之言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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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闻不如目见 217

耳闻目睹 217

耳根清净 216

耳聋眼花 216

耳提面命 217

耳聪目明 216

耳熟能详 217

耳濡目染 216

耳鬓厮磨 215

共为唇齿 282

芒刺在背 500

芒然自失 500

朽木粪墙 823

朴实无华 565

机不可失 359

机关算尽 359

权宜之计 607

权衡轻重 607

亘古未有 276

亘古奇闻 276

再三再四 927

再生父母 928

再造之恩 928

再衰三竭 928

再接再厉 927

西装革履 783

〔一丿〕

在天之灵 928

在劫难逃 928

在所不惜 928

百口莫辩 23

百川归海 21

百无一失 25

百无聊赖 24

百无禁忌 24

百尺竿头 , 更进一

步 21

百孔千疮 23

百发百中 21

百年大计 23

百年之好 23

百问不厌 25

百花争艳 22

百花齐放 22

百折不挠 25

百步穿杨 20

百里挑一 23

百足之虫 , 死而不

僵 25

百依百顺 24

百废侍兴 21

百废俱兴 22

百战不殆 25

百战百胜 24

百思不得其解 24

百闻不如一见 24

百炼成钢 23

百家争鸣 22

百读不厌 21

百感交集 22

百端待举 21

有口无心 908

有口皆碑 907

有口难言 907

有口难辩 909

有天无日 912

有气无力 911

有目共睹 909

有目共睹 911

有头无尾 910

有头有尾 910

有加无已 909

有机可乘 909

有过之无不及 907

有则改之 , 无则加

勉 913

有血有肉 912

有名无实 908

有问必答 910

有志不在年高 913

有志者事竟成 913

有声有色 911

有求必应 911

有利可图 908

有条不紊 912

有条有理 910

有言在先 910

有板有眼 911

有的放矢 908

有所作为 909

有备无患 907

有始无终 912

有始有终 909

有恃无恐 912

有闻必录 910

有勇无谋 908

有勇有谋 911

有案可稽 908

有教无类 907

有眼无珠 913

有眼不识泰山 912

有朝一日 913

有隙可乘 910

有增无已 913

而立之年 215

存亡绝续 155

存心不良 155

匠心独运 386

夸大其词 444

夸父追日 444

夸夸其谈 444

夺人所好 211

夺眶而出 212

灰飞烟灭 347

灰心丧气 347

达权知变 159

达官贵人 159

死于非命 698

死于非命 700

死不足惜 698

死不悔改 698

死不瞑目 698

死气沉沉 700

死心塌地 700

死去活来 700

死皮赖脸 700

死有余辜 700

死而后已 699

死而复生 698

死灰复燃 699

死里逃生 699

死得其所 699

成人之美 118

成千上万 117

成见太深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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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仁取义 118

成则为王, 败则为

寇 119

成竹在胸 118

成事不足, 败事有

余 118

成败论人 118

成败利钝 117

成家立业 117

成群结队 118

〔一�$〕

扣人心弦 442

执法如山 949

执迷不悟 949

扪心自问 506

扫地以尽 644

扬长而去 845

扬长避短 846

扬汤止沸 846

扬眉吐气 845

至死不变 955

至纤至悉 955

至高无上 954

至理名言 955

过从甚密 304

过目不忘 303

过目成诵 304

过犹不及 304

过河拆桥 303

过甚其词 304

过眼云烟 304

过屠门而大嚼 304

过路财神 303

邪魔歪道 804

〔丨一〕

此地无银三百两

149

此起彼伏 150

此起彼落 150

〔丨丿〕

师心自用 670

师出有名 670

〔丨丶〕

尖酸刻薄 374

尖嘴猴腮 375

尖嘴薄舌 375

光天化日 298

光风霁月 296

光芒万丈 297

光阴似箭 298

光阴荏苒 298

光明正大 297

光明磊落 297

光怪陆离 297

光宗耀祖 298

光复旧物 297

光前裕后 297

光彩夺目 296

光辉灿烂 297

当之无愧 181

当之有愧 181

当仁不让 180

当世无双 181

当务之急 181

当头棒喝 180

当机立断 180

当局者迷 , 旁观者

清 180

当家作主 181

当断不断 180

〔丨�$〕

早出晚归 930

吐故纳新 736

曲尽其妙 603

曲突徙薪 604

曲高和寡 603

曲意逢迎 604

同日而语 730

同仇敌忾 729

同心协力 731

同心同德 730

同甘共苦 730

同舟共济 731

同床异梦 729

同室操戈 730

同病相怜 729

同流合污 729

吊民伐罪 194

吊死问疾 194

吃一堑 , 长一智

123

吃大锅饭 123

吃里爬外 123

吃苦耐劳 122

吃喝玩乐 122

因人成事 894

因人制宜 894

因小失大 894

因地制宜 893

因材施教 893

因利乘便 894

因势利导 894

因陋就简 894

因祸得福 893

因循守旧 894

因噎废食 895

岁寒三友 706

岌岌可危 363

回天之力 349

回天乏术 349

回心转意 349

回头是岸 349

回光返照 348

回肠荡气 349

回味无穷 349

刚正不阿 266

刚柔相济 266

刚愎自用 265

肉食者鄙 627

〔丿一〕

年轻力壮 540

年高望重 539

年高德劭 540

年深月久 540

年富力强 539

先入为主 791

先天不足 792

先见之明 791

先礼后兵 791

先发制人 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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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声夺人 792

先来后到 791

先忧后乐 792

先斩后奏 792

先知先觉 792

先睹为快 791

先意承志 792

丢人现眼 196

丢三落四 196

丢盔弃甲 196

乔迁之喜 588

乔装打扮 588

〔丿丨〕

传为美谈 141

传宗接代 141

传诵一时 141

休养生息 823

休戚与共 823

优哉游哉 905

优胜劣败 904

优柔寡断 904

优游自如 904

延年益寿 837

任人唯贤 622

任人唯亲 622

任劳任怨 622

任凭风浪起, 稳坐

钓鱼船 622

任性妄为 622

任重道远 622

伤天害理 651

伤风败俗 650

伤筋动骨 651

价值连城 374

价廉物美 374

华而不实 337

仰人鼻息 847

伉俪情深 434

自力更生 975

自不待言 974

自不量力 974

自以为是 978

自生自灭 977

自讨苦吃 977

自出机杼 974

自成一家 974

自投罗网 977

自吹自擂 974

自告奋勇 975

自私自利 977

自我陶醉 977

自作自受 979

自作聪明 979

自言自语 978

自取灭亡 976

自鸣得意 976

自知之明 978

自命不凡 976

自相矛盾 977

自怨自艾 978

自给自足 975

自顾不暇 975

自圆其说 978

自高自大 975

自得其乐 975

自惭形秽 974

自欺欺人 976

自然而然 976

自强不息 976

自暴自弃 973

血口喷人 831

血气方刚 831

血肉相连 831

血雨腥风 831

血债累累 832

血海深仇 831

血流成河 831

向隅而泣 799

向壁虚造 799

似是而非 702

似曾相识 702

似懂非懂 702

〔丿丿〕

后生可畏 327

后发制人 325

后会有期 325

后来居上 326

后起之秀 327

后顾之忧 326

后悔莫及 327

后浪推前浪 327

后继无人 327

后继有人 327

后患无穷 327

行之有效 819

行尸走肉 819

行云流水 819

行成于思 819

行行出状元 312

行若无事 818

行将就木 818

〔丿丶〕

全力以赴 606

全心全意 607

全军覆没 606

全神贯注 606

合浦珠还 316

杀一儆百 646

杀人不见血 645

杀人不眨眼 646

杀人如麻 646

杀人越货 646

杀气腾腾 645

杀身成仁 645

杀鸡为黍 645

杀鸡取卵 645

杀鸡骇猴 645

杀青有待 645

众人广坐 962

众口一词 961

众口铄金, 积毁销

骨 961

众口难调 960

众目昭彰 962

众目睽睽 961

众矢之的 962

众志成城 963

众所周知 963

众叛亲离 962

众说纷纭 963

众怒难犯 961

众望所归 963

众寡不敌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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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寡悬殊 960

众擎易举 961

创巨痛深 142

〔丿�$〕

夙兴夜寐 705

危机四伏 753

危在旦夕 753

危如累卵 753

危言耸听 753

杂七杂八 927

杂乱无章 927

负屈含冤 256

负荆请罪 255

负重致远 256

负债累累 256

负隅顽抗 256

刎颈之交 764

各个击破 273

各不相谋 273

各司其职 274

各有千秋 274

各执一词 275

各自为政 275

各行其是 274

各尽所能 273

各抒己见 273

各奔前程 273

各显身手 274

各显其能 274

各显神通 274

各得其所 273

名山大川 516

名不副实 514

名不虚传 515

名正言顺 516

名存实亡 515

名列前茅 516

名垂千古 515

名垂青史 514

名实相符 515

名胜古迹 515

名闻遐迩 515

名副其实 515

名落孙山 516

名满天下 516

名噪一时 514

名缰利锁 516

多才多艺 209

多此一举 209

多行不义必自毙

210

多多益善 210

多如牛毛 210

多财善贾 209

多灾多难 210

多事之秋 210

多难兴邦 210

多谋善断 209

多愁善感 209

多嘴多舌 211

凫趋雀跃 250

争长论短 944

争分夺秒 944

争风吃醋 944

争权夺利 944

争先恐后 944

争名夺利 945

争妍斗奇 944

色厉内荏 644

〔丶一〕

齐心合力 569

齐头并进 568

交口称誉 386

交头接耳 386

交浅言深 386

衣衫褴褛 878

衣食父母 877

衣冠禽兽 877

衣冠楚楚 877

衣锦还乡 878

亦步亦趋 890

充耳不闻 127

妄自菲薄 750

妄自尊大 750

〔丶丨〕

忙里偷闲 500

闭门却扫 40

闭门思过 40

闭门造车 40

闭门羹 39

闭月羞花 40

闭目塞听 40

闭关自守 39

闭关锁国 39

问长问短 765

问心无愧 765

问道于盲 765

问寒问暖 765

问罪之师 765

〔丶丿〕

羊毛出在羊身上

845

羊肠小道 845

并行不悖 51

并驾齐驱 51

关门大吉 294

关怀备至 294

灯火辉煌 188

灯红酒绿 187

壮心不已 970

壮志未酬 970

壮志凌云 970

冲口而出 127

冲锋陷阵 127

〔丶丶〕

兴风作浪 816

兴师动众 817

兴师问罪 817

兴利除弊 816

兴妖作怪 817

兴味索然 820

兴致勃勃 820

兴高采烈 820

汗马功劳 311

汗牛充栋 311

汗如雨下 311

汗流浃背 310

汗颜无地 311

污泥浊水 767

江山如画 384

江山易改, 本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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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384

江天一色 384

江心补漏 384

江河日下 383

江郎才尽 384

决一雌雄 427

守口如瓶 686

守株待兔 686

安于现状 8

安土重迁 7

安之若素 8

安不忘危 5

安分守己 5

安民告示 6

安邦定国 5

安如泰山 7

安如磐石 7

安步当车 5

安身立命 7

安贫乐道 6

安居乐业 5

安家落户 5

安营扎寨 7

安然无恙 6

冰天雪地 48

冰炭不相容 48

冰消瓦解 48

冰雪聪明 48

冰清玉洁 47

字里行间 973

字斟句酌 973

〔丶�$〕

讳莫如深 351

讳疾忌医 350

军令如山 428

军法从事 428

论功行赏 489

论资排辈 490

设身处地 656

〔�$一〕

寻死觅活 832

寻欢作乐 832

寻花问柳 832

寻根究底 832

寻章摘句 833

寻踪觅迹 833

迅雷不及掩耳 834

尽人皆知 406

尽力而为 405

尽心竭力 407

尽收眼底 406

尽如人意 406

尽欢而散 405

尽态极妍 406

尽忠报国 406

尽善尽美 406

异口同声 891

异乎寻常 891

异曲同工 891

异军突起 891

异想天开 891

异端邪说 890

〔�$丨〕

阳关大道 846

阳奉阴违 846

阳春白雪 846

阴阳怪气 895

阴差阳错 895

阴谋诡计 895

防不胜防 227

防民之口 , 甚于防

川 227

防患未然 227

防微杜渐 228

〔�$丿〕

如入无人之境 631

如日方升 630

如牛负重 629

如火如荼 628

如鸟兽散 630

如饥似渴 629

如出一辙 627

如此而已 627

如花似玉 629

如坐针毡 632

如坐春风 632

如丧考妣 631

如虎添翼 628

如鱼得水 632

如法炮制 628

如泣如诉 630

如临大敌 630

如获至宝 629

如胶似漆 629

如狼似虎 630

如梦初醒 630

如堕烟海 627

如释重负 631

如椽大笔 628

如雷贯耳 630

如痴如呆 627

如意算盘 631

如数家珍 631

如愿以偿 632

如醉如痴 632

如影随形 631

如履薄冰 629

如臂使指 628

妇人之仁 256

妇孺皆知 256

好大喜功 314

好为人师 315

好生之德 315

好吃懒做 314

好色之徒 314

好好先生 313

好言好语 314

好事之徒 315

好事多磨 314

好学不倦 316

好高骛远 315

好逸恶劳 315

好景不长 314

好善乐施 314

好整以暇 315

观者如堵 294

欢天喜地 342

欢声雷动 342

欢呼雀跃 342

欢欣鼓舞 342

欢聚一堂 342

欢蹦乱跳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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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丶〕

买空卖空 495

买椟还珠 495

羽毛未丰 917

羽扇纶巾 917

〔�$�$〕

红光满面 324

红豆相思 324

红男绿女 323

红装素裹 324

红颜薄命 323

纤尘不染 792

纤毫不爽 793

约法三章 924

约定俗成 923

纨绔子弟 742

驰名中外 124

驰名当世 124

驰魂夺魄 124

七画

〔一一〕

寿比南山 687

寿终正寝 687

弄巧成拙 543

弄性尚气 543

弄虚作假 543

弄假成真 543

形形色色 819

形单影只 819

形影不离 820

形影相吊 820

形影相依 820

进退失据 407

进退两难 407

进退维谷 407

戒备森严 396

戒骄戒躁 396

吞云吐雾 739

吞吞吐吐 738

远见卓识 922

远水不救近火 922

远交近攻 922

远走高飞 923

违法乱纪 755

运用之妙 , 存乎一

心 926

运用自如 926

运筹帷幄 926

〔一丨〕

走马上任 980

走马观花 980

走投无路 981

走南闯北 981

走漏风声 980

攻无不克 281

攻守同盟 281

攻其无备 281

赤子之心 127

赤手空拳 126

赤地千里 126

赤身露体 126

赤胆忠心 126

赤膊上阵 126

坎坷不平 433

孝子贤孙 803

志士仁人 955

志大才疏 955

志在四方 956

志同道合 956

声东击西 666

声名狼藉 666

声色狗马 667

声色俱厉 667

声势浩大 666

声泪俱下 666

声音笑貌 667

声鼓雷鸣 667

声誉卓著 667

声嘶力竭 667

却之不恭 608

邯郸学步 308

芸芸众生 926

花天酒地 336

花甲之年 336

花团锦簇 336

花好月圆 334

花红柳绿 335

花花公子 335

花花世界 335

花花绿绿 335

花里胡哨 335

花言巧语 337

花枝招展 337

花信年华 335

花前月下 336

花样翻新 336

花容月貌 336

花街柳巷 335

苍白无力 98

苍翠欲滴 98

苍颜白发 99

严阵以待 837

严惩不贷 837

劳民伤财 454

劳而无功 454

劳苦功高 454

劳逸结合 454

劳燕分飞 454

克己奉公 436

克敌制胜 435

克勤克俭 436

杜门不出 206

杜门谢客 206

村夫野老 155

极乐世界 364

杞人忧天 572

李代桃僵 465

更上一层楼 277

更进一竿 277

更深人静 276

更新换代 276

束之高阁 691

束手无策 690

束手待毙 690

束手就擒 690

豆蔻年华 202

两小无猜 475

两手空空 475

两全其美 475

两肋插刀 474

两虎相斗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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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败俱伤 474

两面三刀 474

两袖清风 475

两厢情愿 475

两情缱绻 474

〔一丿〕

否极泰来 557

〔一丶〕

来之不易 450

来日方长 450

来龙去脉 449

来而不往非礼也

449

来者不拒 450

来者不善, 善者不

来 449

来势汹汹 450

来踪去迹 450

〔一�$〕

扶正祛邪 251

扶老携幼 250

扶危济困 251

扶摇直上 251

抚今追昔 253

拒人于千里之外

426

拒谏饰非 426

连中三元 472

连城之璧 471

连绵不绝 471

连锁反应 472

连篇累牍 472

折戟沉沙 941

抓耳挠腮 967

抑扬顿挫 891

抛头露面 551

抛砖引玉 551

投机取巧 735

投机钻营 735

投机倒把 735

投其所好 735

投笔从戎 734

投鞭断流 735

抗颜为师 434

扭亏为盈 542

扭转乾坤 542

报仇雪恨 31

报仇雪耻 31

轩然大波 826

求之不得 603

求仁得仁 602

求田问舍 603

求同存异 603

求全责备 602

求贤若渴 603

〔丨一〕

忐忑不安 713

步人后尘 92

步步为营 91

步调一致 91

步履维艰 91

〔丨丨〕

坚不可摧 375

坚甲利兵 376

坚执不从 377

坚贞不屈 376

坚贞不渝 377

坚如磐石 376

坚忍不拔 376

坚苦卓绝 376

坚定不移 375

坚定不渝 376

坚持不懈 375

坚强不屈 376

坚壁清野 375

〔丨�$〕

里应外合 466

里通外国 465

助人为乐 966

助纣为虐 966

助桀为虐 966

时不再来 673

时不我与 673

时不我待 673

时过境迁 674

时来运转 674

时乖运蹇 673

时移世易 674

呆头呆脑 176

呆若木鸡 176

呕心沥血 546

旷日持久 447

旷世奇才 447

旷古未有 447

旷古未闻 447

旷古绝伦 446

围魏救赵 755

足不出户 981

足智多谋 981

男盗女娼 531

困兽犹斗 447

串通一气 141

听之任之 727

听天由命 727

听其自然 727

吟风弄月 895

吹牛拍马 142

吹毛求疵 142

吹灰之力 142

呜呼哀哉 768

囤积居奇 739

别开生面 45

别无长物 46

别出心裁 45

别有天地 46

别有风味 46

别有用心 46

别来无恙 46

别具一格 45

别具只眼 45

别具匠心 45

别树一帜 46

财大气粗 94

财运亨通 95

财迷心窍 95

财匮力绌 94

财竭力尽 94

��吞枣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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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丿一〕

针锋相对 941

告老还乡 271

乱七八糟 489

乱箭攒心 488

利令智昏 471

利欲熏心 471

秀外慧中 824

秀色可餐 824

我行我素 766

每况愈下 504

〔丿丨〕

兵无常势 50

兵不厌诈 48

兵不血刃 48

兵连祸结 49

兵荒马乱 49

兵临城下 50

兵贵神速 49

兵强马壮 49

兵精粮足 50

体无完肤 717

体贴入微 717

何去何从 316

何乐不为 316

何足挂齿 317

作奸犯科 985

作法自毙 985

作茧自缚 985

作威作福 985

作恶多端 985

作贼心虚 985

作壁上观 984

伯仲之间 53

伶牙俐齿 480

低三下四 189

低声下气 189

你死我活 538

身不由己 656

身心交病 657

身外之物 658

身先士卒 658

身价百倍 657

身体力行 658

身怀六甲 656

身败名裂 656

身单力薄 657

身经百战 657

身临其境 657

身家性命 656

身教重于言教 657

身强力壮 657

佛口蛇心 249

佛头着粪 249

〔丿丿〕

近水楼台 407

近在咫尺 407

近朱者赤 , 近墨者

黑 408

彻头彻尾 113

返老还童 224

返璞归真 225

〔丿丶〕

余味无穷 914

余波未平 914

余音绕梁 914

希世之宝 783

坐山观虎斗 987

坐井观天 987

坐不安席 986

坐以待旦 988

坐以待毙 988

坐立不安 987

坐地分赃 986

坐而论道 987

坐吃山空 986

坐收渔利 987

坐观成败 986

坐怀不乱 986

坐卧不安 987

坐拥百城 988

坐享其成 988

坐视不救 986

含血喷人 310

含辛茹苦 310

含沙射影 309

含英咀华 310

含苞欲放 309

含饴弄孙 310

含垢忍辱 309

含垢纳污 308

含笑九泉 310

含冤负屈 309

含冤莫白 308

含情脉脉 309

含糊其辞 309

〔丿�$〕

肝胆相照 263

肝脑涂地 264

肠肥脑满 110

狂妄自大 446

狂轰滥炸 446

删繁就简 649

鸠形鹄面 415

刨根问底 551

迎刃而解 900

迎头赶上 900

迎头痛击 901

饭来张口 226

饮水思源 897

饮泣吞声 898

饮恨吞声 897

饮鸩止渴 898

〔丶一〕

言之无文, 行而不

远 843

言之无物 841

言之有序 841

言之有物 841

言之成理 839

言之凿凿 842

言无二价 842

言不及义 840

言不由衷 838

言不尽意 838

言为心声 842

言归于好 839

言归正传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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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外之意 841

言必有中 839

言必有据 839

言必信 , 行必果

837

言出法随 840

言而无信 838

言而有信 840

言过其实 840

言传身教 838

言行一致 841

言行不一 842

言多必失 839

言听计从 842

言近旨远 841

言犹在耳 842

言者无罪, 闻者足

戒 842

言谈举止 840

言简意少 840

言简意赅 841

应付自如 901

应付裕如 901

应对如流 901

应有尽有 899

应运而生 902

应接不暇 902

庐山真面目 486

弃旧图新 575

弃暗投明 574

忘恩负义 750

怀才不遇 341

怀古伤今 341

怀恨在心 341

怀瑾握瑜 341

忧心如焚 905

忧心忡忡 905

忧国忧民 905

怅然若失 111

快人快语 445

快刀斩乱麻 444

快马加鞭 445

忸怩作态 542

〔丶一〕

闲言碎语 793

闲情逸致 793

间不容发 377

闷闷不乐 506

〔丶丿〕

判若两人 549

判若鸿沟 549

灿若繁星 98

灿烂辉煌 98

冷血动物 464

冷言冷语 463

冷若冰霜 463

冷眼相待 464

冷眼旁观 463

冷嘲热讽 463

〔丶丶〕

汪洋大海 749

沐猴而冠 529

沙里淘金 646

汹涌澎湃 821

泛泛之交 226

泛泛而谈 225

泛滥成灾 226

沧海一粟 99

沧海桑田 99

沧海横流 99

没大没小 502

没世不忘 522

没完没了 503

没精打采 503

沆瀣一气 312

沉吟不语 114

沉鱼落雁 114

沉思默然 113

沉冤莫白 114

沉默寡言 113

沁人心脾 591

沁人肺腑 592

完美无缺 742

完璧归赵 742

牢不可破 455

穷山恶水 600

穷乡僻壤 600

穷凶极恶 601

穷则思变 601

穷年累月 599

穷形尽相 601

穷极无聊 600

穷兵黩武 599

穷途末路 600

穷奢极侈 600

穷愁潦倒 599

穷源朔流 600

〔丶�$〕

良心发现 473

良师诤友 473

良师益友 473

良辰美景 473

良药苦口 473

良莠不齐 474

证据确凿 947

补偏救弊 55

初生之犊不畏虎

136

初生牛犊 136

初出茅庐 136

初露锋芒 136

识时务者为俊杰

674

识途老马 674

词不达意 149

〔�$一〕

君子之交淡如水

429

灵丹妙药 480

灵机一动 480

即景生情 364

层见叠出 104

层出不穷 104

层峦叠嶂 104

屁滚尿流 557

尾大不掉 757

迟暮之年 124

迟疑不决 124

局促不安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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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天换地 261

改头换面 261

改过迁善 260

改过自新 260

改邪归正 262

改名换姓 260

改弦更张 261

改弦易辙 261

改恶从善 261

改换门庭 260

改朝换代 260

张口结舌 935

张牙舞爪 936

张灯结彩 935

张皇失措 936

张冠李戴 935

〔�$丨〕

阿其所好 213

阿弥陀佛 213

阿谀奉承 213

阿谀逢迎 213

陈力就列 115

陈谷子 , 烂芝麻

115

陈言务去 115

陈词滥调 115

陈陈相因 114

陈规陋习 115

附庸风雅 256

〔�$丿〕

妙不可言 512

妙手回春 512

妙手偶得 512

妙语如珠 513

妙语连珠 513

妙趣横生 512

妖言惑众 849

妖魔鬼怪 849

妒贤嫉能 206

忍无可忍 621

忍气吞声 621

忍俊不禁 621

忍辱负重 621

忍辱偷生 621

〔�$丶〕

鸡飞蛋打 359

鸡犬不宁 360

鸡犬不留 360

鸡犬不惊 360

鸡犬升天 360

鸡毛蒜皮 359

鸡鸣狗盗 359

〔�$�$〕

纲举目张 266

孜孜不倦 972

孜孜以求 972

纵横交错 980

纵横驰骋 980

纵横捭阖 980

纷至沓来 236

纷红骇绿 236

纷纷扬扬 236

纷纷攘攘 235

纸上谈兵 952

纸醉金迷 952

纹丝不动 763

八画

〔一一〕

奉公守法 248

奉为圭臬 249

奉为楷模 249

奉行故事 249

奉若神明 249

玩火自焚 743

玩世不恭 742

玩物丧志 742

玩忽职守 742

青山绿水 593

青天白日 593

青云直上 593

青出于蓝 , 而胜于

蓝 593

青红皂白 593

青面獠牙 592

青黄不接 592

青梅竹马 592

责无旁贷 930

责有攸归 931

现世宝 794

现身说法 794

表里如一 44

规行矩步 299

〔一丨〕

幸灾乐祸 821

其乐无穷 569

其势汹汹 569

其味无穷 569

其貌不扬 569

取之不尽, 用之不

竭 606

取长补短 605

取而代之 605

取其精华, 去其糟

粕 605

取精用弘 605

苦大仇深 443

苦口婆心 442

苦不堪言 443

苦中作乐 443

苦心孤诣 443

苦心经营 443

苦尽甘来 444

苦海无边 443

苛捐杂税 434

若无其事 634

若有所失 635

若即若离 634

若明若暗 634

若隐若现 634

苗而不秀 512

英姿飒爽 900

英雄无用武之地

899

英雄气短 899

英雄所见略同 899

苟且偷生 283

苟且偷安 283

苟延残喘 283

茕茕孑立, 形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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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 601

直抒己见 951

直抒胸臆 950

直言不讳 950

直言正论 951

直捣黄龙 950

直道而行 950

直截了当 950

茅塞顿开 502

枉费心机 750

林林总总 478

杯弓蛇影 33

杯水车薪 33

杯盘狼藉 33

杳如黄鹤 851

枪林弹雨 586

述而不作 691

枕戈待旦 942

丧心病狂 643

丧权辱国 643

丧尽天良 642

丧家之狗 642

画龙点睛 339

画地为牢 339

画地成图 339

画虎类狗 339

画饼充饥 339

画蛇添足 340

卧不安席, 食不甘

味 766

卧薪尝胆 767

事与愿违 680

事不关己 679

事不宜迟 680

事半功倍 679

事必躬亲 679

事出有因 679

事在人为 680

事过境迁 680

事实胜于雄辩 680

事倍功半 679

雨过天晴 917

雨后春笋 917

卖身投靠 496

卖官鬻爵 495

〔一丿〕

郁郁葱葱 918

郁郁寡欢 918

奔走呼号 36

奔走相告 36

奇形怪状 570

奇花异草 570

奇货可居 570

奇耻大辱 569

奇装异服 570

奄奄一息 843

奋不顾身 237

奋发有为 238

奋发图强 237

奋勇当先 238

奋起直追 238

〔一�$〕

妻离子散 568

拔刀相助 17

拔山扛鼎 17

拔苗助长 16

拈花惹草 539

拈轻怕重 539

担惊受怕 177

抽薪止沸 130

拐弯抹角 294

轰动一时 323

轰轰烈烈 323

拖人下水 739

拖泥带水 739

拍手称快 547

拍案叫绝 547

拍案而起 547

顶天立地 195

顶头上司 195

顶礼膜拜 195

抵足而眠 190

抵掌而谈 190

势不可挡 680

势不两立 680

势如破竹 681

势均力敌 681

抱头鼠窜 31

抱残守缺 31

抱恨终天 31

抱薪救火 31

拉大旗作虎皮 449

拉拉扯扯 449

拂袖而去 251

拙手笨脚 971

招风惹草 937

招财进宝 937

招兵买马 937

招降纳叛 937

招摇过市 938

招摇撞骗 938

招蜂引蝶 937

披头散发 554

披发文身 554

披发左衽 553

披坚执锐 553

披肝沥胆 553

披沙拣金 554

披荆斩棘 553

披星戴月 554

披麻戴孝 554

拨云见日 52

拨乱反正 52

择善而从 931

转危为安 969

转败为胜 969

转战千里 969

转弯抹角 968

转祸为福 968

转瞬之间 968

斩木为兵, 揭竿为

旗 934

斩钉截铁 934

斩草除根 934

软语温言 634

软硬兼施 634

〔丨一〕

非分之想 230

非同小可 231

非同寻常 231

非池中物 230

非我莫属 231

非驴非马 231

·52·八  画



非亲非故 231

非愚则诬 231

歧路亡羊 570

卓有成效 971

虎入羊群 334

虎口余生 333

虎口拔牙 333

虎头蛇尾 334

虎视眈眈 334

虎背熊腰 333

虎落平川 333

虎踞龙盘 333

〔丨�$〕

昙花一现 711

果不其然 302

味同嚼蜡 759

国计民生 302

国色天香 302

国泰民安 302

畅所欲言 111

畅通无阻 111

明火执仗 517

明目张胆 517

明争暗斗 518

明枪暗箭 518

明知故犯 518

明知故犯 519

明知故问 519

明珠暗投 519

明哲保身 518

明眸皓齿 518

明媒正娶 519

明察秋毫 517

明察暗访 516

明镜高悬 517

易如反掌 892

昂首挺胸 13

昂首望天 13

昂首阔步 13

昂然挺立 13

固执己见 290

固若金汤 290

忠于职守 959

忠心耿耿 959

忠贞不渝 959

忠言逆耳 959

呼之即来 , 挥之即

去 329

呼之欲出 330

呼幺喝六 329

呼天抢地 329

呼风唤雨 328

呼吸相通 329

呼朋引类 329

呼朋唤友 329

鸣鼓而攻之 520

鸣锣开道 520

咄咄怪事 211

咄咄逼人 211

咄�立办 211

呶呶不休 535

岿然不动 447

迥然不同 415

贩夫走卒 226

〔丿一〕

垂手可得 143

垂头丧气 143

垂死挣扎 143

垂帘听政 143

垂拱而治 142

垂涎三尺 143

垂涎欲滴 143

知人论世 949

知人善任 949

知己知彼 948

知无不言 , 言无不

尽 949

知过必改 948

知足常乐 949

知其一 , 不知其二

948

知其不可而为之

948

知法犯法 948

知难而退 948

知遇之恩 949

物以类聚 , 人以群

分 781

物以稀为贵 781

物尽其用 781

物极必反 780

物是人非 781

刮目相待 293

和风细雨 317

和而不同 317

和光同尘 317

和衷共济 318

和盘托出 318

和睦相处 318

和蔼可亲 317

和颜悦色 318

和璧隋珠 317

委曲求全 757

秉笔直书 50

秉烛夜游 50

〔丿丨〕

佶屈聱牙 364

供不应求 281

例行公事 471

侃侃而谈 433

侧目而视 103

货真价实 356

依依不舍 878

依葫芦画瓢 878

依然如故 878

卑之无甚高论 34

卑躬屈膝 34

卑鄙无耻 33

卑鄙龌龊 33

迫不得已 561

迫在眉睫 562

〔丿丿〕

质疑问难 956

欣欣向荣 814

欣喜若狂 814

彼一时 , 此一时 39

径情直遂 414

所见所闻 707

所向无敌 708

所向披靡 708

所作所为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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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丿丶〕

舍己为人 655

舍己救人 654

舍本逐末 654

舍生忘死 655

舍生取义 655

舍死忘生 655

舍我其谁 655

舍身求法 655

舍近求远 655

金口玉牙 402

金口玉言 399

金无足赤 402

金戈铁马 398

金玉良言 402

金玉其外, 败絮其

中 400

金玉满堂 402

金石之交 400

金石为开 399

金兰之契 402

金刚怒目 398

金字招牌 403

金声玉振 400

金针度人 403

金鸡独立 402

金枝玉叶 403

金瓯无缺 399

金城汤池 401

金科玉律 398

金迷纸醉 401

金屋藏娇 399

金浆玉醴 401

金童玉女 400

金鼓齐鸣 401

金碧辉煌 398

金榜题名 398

金蝉脱壳 398

命中注定 520

命在旦夕 520

受宠若惊 688

乳臭未干 633

贪天之功 711

贪生怕死 710

贪多务得 710

贪污腐化 711

贪财慕势 710

贪官污吏 710

贪赃枉法 711

贪得无厌 710

念念不忘 540

念念有词 540

贫贱之交 558

贫病交加 558

瓮中捉鳖 766

瓮牖绳枢 766

〔丿�$〕

肺腑之言 232

朋比为奸 552

肥头大耳 231

胁肩谄笑 804

周而复始 964

昏天黑地 352

昏头昏脑 352

昏昏沉沉 351

昏昏欲睡 352

昏迷不醒 352

鱼龙混杂 915

鱼目混珠 915

鱼米之乡 914

鱼贯而行 914

兔死狐悲 737

兔死狗烹 737

兔起鹘落 737

狐死首丘 331

狐朋狗友 331

狐狸尾巴 331

狐假虎威 331

狐群狗党 331

狐疑不决 332

狗仗人势 284

狗头军师 284

狗皮膏药 283

狗血喷头 284

狗尾续貂 284

狗急跳墙 283

狗彘不若 284

咎由自取 419

炙手可热 956

饱经风霜 30

饱经忧患 30

饱经沧桑 30

饱食终日 , 无所用

心 30

饱食终日 30

饱食暖衣 30

〔丶一〕

变化无穷 43

变化无常 43

变化多端 43

变幻莫测 43

变本加厉 43

庞然大物 549

夜长梦多 853

夜以继日 854

夜郎自大 853

庖丁解牛 551

放下屠刀, 立地成

佛 228

放之四海而皆准

229

放任自流 228

放虎归山 228

放荡不羁 228

放浪形骸 228

废话连篇 232

废寝忘食 233

盲人摸象 500

盲人瞎马 501

刻不容缓 436

刻舟求剑 436

刻骨仇恨 436

刻骨铭心 436

怙恶不悛 334

怏怏不乐 848

性命攸关 821

怜香惜玉 472

怪诞不经 294

怪模怪样 294

怡然自得 879

〔丶丿〕

郑人买履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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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其事 947

卷土重来 427

单刀直入 177

单枪匹马 177

炉火纯青 486

〔丶丶〕

学无止境 829

学无所遗 829

学以致用 830

学生腔 829

学而不厌, 诲人不

倦 828

学而优则仕 829

学而知之 829

学海无涯 829

学富五车 829

浅见寡识 585

浅尝辄止 585

法不徇情 220

沽名钓誉 284

河东狮吼 318

河清海晏 319

沾沾自喜 933

沾亲带故 933

泪如雨下 462

泪如泉涌 462

泪眼汪汪 463

油头粉面 906

油光可鉴 905

油腔滑调 905

油然而生 906

油嘴滑舌 906

泱泱大国 845

泣不成声 575

泥牛入海 537

泥沙俱下 538

泥塑木雕 538

沸沸扬扬 232

波澜壮阔 53

波澜起伏 53

泽被后世 931

泾渭分明 408

治国安民 956

治病救人 956

宠辱不惊 129

宠辱若惊 129

宠辱皆忘 130

审时度势 662

官运亨通 295

官官相卫 295

官样文章 295

官逼民反 294

空口无凭 438

空口说白话 438

空中楼阁 439

空头支票 438

空穴来风 438

空谷足音 437

空空如也 438

空前绝后 438

空洞无物 437

实事求是 675

〔丶�$〕

郎才女貌 451

诗中有画 671

诗情画意 670

肩摩毂击 377

诚心诚意 119

诚惶诚恐 119

视为畏途 682

视而不见 , 听而不

闻 681

视死如归 681

视同儿戏 681

视若无睹 681

诛求无已 964

话不投机 341

话中有话 341

诡计多端 299

〔�$一〕

建功立业 383

肃然起敬 705

居不重席 420

居心叵测 421

居功自傲 421

居安思危 420

居高临下 420

屈打成招 604

屈指可数 604

弥天大谎 508

弥天大祸 508

弦外之音 793

〔�$丨〕

降心相从 385

降龙伏虎 798

〔�$丿〕

姑妄听之 285

姑息养奸 285

姗姗来迟 649

始作俑者 678

始终不渝 677

始终不懈 677

始终如一 677

驾轻就熟 374

〔丿丶〕

参差不齐 103

参差错落 103

艰苦朴素 377

艰苦奋斗 377

艰苦卓绝 377

艰难险阻 378

〔�$�$〕

承上启下 120

承先启后 120

细大不捐 787

细水长流 788

细针密缕 788

细枝末节 788

驷马难追 703

孤儿寡妇 285

孤云野鹤 286

孤立无援 286

孤军奋战 285

孤芳自赏 285

孤苦伶仃 286

孤注一掷 286

孤陋寡闻 286

孤家寡人 285

孤掌难鸣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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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大事 960

终南捷径 959

经久不息 408

经天纬地 409

经世奇才 409

经年累月 408

经验之谈 409

九画

〔一一〕

春风化雨 144

春风风人 144

春风和气 144

春风得意 144

春风满面 145

春去秋来 147

春兰秋菊 146

春光明媚 145

春回大地 146

春华秋实 146

春色满园 146

春色撩人 146

春花秋月 145

春雨如油 147

春秋笔法 147

春秋鼎盛 147

春晖寸草 145

春宵苦短 145

春梦无痕 145

春深似海 147

春寒料峭 145

春暖花开 146

春意盎然 147

春满人间 146

珍禽异兽 941

玲珑剔透 481

〔一丨〕

封妻荫子 246

封官许愿 246

项庄舞剑 , 意在沛

公 799

城下之盟 119

城门失火 , 殃及池

鱼 119

城狐社鼠 119

政通人和 947

赴汤蹈火 257

赳赳武夫 416

甚嚣尘上 663

荆钗布裙 409

荆棘丛生 409

革故鼎新 272

草木之人 102

草木皆兵 101

草长莺飞 102

草行露宿 102

草草了事 101

草菅人命 101

草蛇灰线 102

草率从事 102

茶余饭后 106

荒无人烟 344

荒诞无稽 344

荒诞不经 344

荒淫无度 344

荒淫无耻 344

荒谬绝伦 344

茫无头绪 501

茫然若失 501

荡然无存 181

荣归故里 626

荣华富贵 626

荦荦大端 490

故弄玄虚 290

故步自封 290

故态复萌 291

胡作非为 332

胡言乱语 332

胡思乱想 332

胡说八道 332

胡搅蛮缠 332

茹毛饮血 633

南来北往 532

南征北战 533

南柯一梦 531

南腔北调 533

南辕北辙 533

药到病除 852

标新立异 44

枯木逢春 442

枯枝败叶 442

枯燥无味 442

栉风沐雨 956

栋梁之材 200

相见恨晚 796

相反相成 795

相安无事 794

相形见绌 796

相形失色 795

相时而动 800

相忍为国 796

相知恨晚 797

相依为命 796

相持不下 797

相映成趣 798

相亲相爱 795

相差无几 796

相辅相成 797

相得益彰 795

相敬如宾 795

相提并论 796

相煎何急 797

相貌堂堂 799

相濡以沫 795

柳暗花明 484

树大招风 691

树倒猢狲散 691

树碑立传 691

勃然大怒 53

要言不烦 852

〔一丿〕

咸与维新 793

威风凛凛 754

威信扫地 754

威震天下 754

歪门邪道 741

歪风邪气 741

歪打正着 741

厚今薄古 328

厚古薄今 328

厚此薄彼 328

厚积薄发 328

厚颜无耻 328

·92·九  画



面不改色 510

面目全非 511

面如土色 511

面如菜色 510

面红耳赤 510

面面相觑 511

面面俱到 511

面面俱圆 510

面黄肌瘦 510

面授机宜 511

耐人寻味 531

牵肠挂肚 581

残山剩水 96

残年余力 96

残兵败将 95

残垣断壁 96

残缺不全 96

残渣余孽 96

残编断简 95

残羹冷炙 96

〔一�$〕

拭目而待 682

挂一漏万 293

挂羊头 , 卖狗肉

293

持之以恒 125

持之有故, 言之成

理 125

持平之论 125

拱手相让 282

挟天子令诸侯 805

挺身而出 728

拾人牙慧 675

拾金不昧 675

挑三拣四 726

挑拨离间 726

挑肥拣瘦 726

指天画地 954

指天誓日 953

指不胜屈 953

指日可下 953

指日可待 953

指手画脚 954

指名道姓 953

指挥若定 952

指顾之间 952

指桑骂槐 953

指鹿为马 952

指腹为婚 953

挤眉弄眼 368

挖空心思 741

按兵不动 8

按图索骥 9

按部就班 8

按捺不住 9

挥汗成雨 348

挥金如土 348

挥洒自如 348

挥霍无度 348

轻于鸿毛 595

轻车熟路 594

轻手轻脚 594

轻而易举 593

轻重倒置 594

轻重缓急 595

轻举妄动 594

轻诺寡信 594

轻描淡写 594

轻歌曼舞 594

皆大欢喜 390

鸦雀无声 835

〔丨一〕

背井离乡 35

背水一战 35

背城借一 36

背信弃义 36

背道而驰 35

战天斗地 935

战无不胜 935

战战兢兢 935

点头哈腰 192

点铁成金 192

〔丨丨〕

临危不惧 478

临阵脱逃 479

临阵磨枪 479

临渊羡鱼 479

临深履薄 478

临渴掘井 478

〔丨丿〕

省吃俭用 668

〔丨丶〕

削足适履 828

尝鼎一脔 110

〔丨�$〕

是古非今 682

是可忍 , 孰不可忍

682

是非分明 682

是非曲直 682

是是非非 683

哄堂大笑 323

显而易见 794

显亲扬名 794

哑口无言 835

哑巴吃黄连, 有苦

说不出 835

哑然失笑 836

冒天下之大不韪

502

冒名顶替 502

星罗棋布 818

星星之火, 可以燎

原 818

昭然若揭 938

畏首畏尾 759

畏缩不前 759

贵人多忘事 301

贵古贱今 301

贵耳贱目 301

贵远贱近 301

虾兵蟹将 788

思前想后 697

虽死犹生 705

品学兼优 558

哗众取宠 338

响彻云霄 798

响遏行云 798

咬牙切齿 851

咬文嚼字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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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不当罪 220

峥嵘岁月 945

贻笑大方 879

骨肉分离 289

骨肉团圆 289

骨肉相连 289

骨肉相残 289

骨瘦如柴 289

骨鲠在喉 289

〔丿一〕

钟鸣鼎食 960

钢筋铁骨 266

钦差大臣 590

钩心斗角 282

卸磨杀驴 805

看风使舵 433

看破红尘 433

看家本领 432

看菜吃饭, 量体裁

衣 433

适可而止 683

适逢其会 683

适得其反 683

香销玉殒 798

种瓜得瓜, 种豆得

豆 963

秋风扫落叶 602

秋高气爽 602

秋毫无犯 602

重于泰山, 轻于鸿

毛 964

重见天日 128

重生父母 128

重足而立 , 侧目而

视 129

重峦叠嶂 128

重温旧梦 128

重操旧业 127

重整旗鼓 128

重蹈覆辙 127

〔丿丨〕

便宜行事 43

顺之者昌 , 逆之者

亡 695

顺手牵羊 695

顺水人情 695

顺水推舟 695

顺理成章 695

顺藤摸瓜 695

促膝谈心 153

俗不可耐 704

信口开河 816

信口雌黄 815

信马由缰 816

信手拈来 816

信誓旦旦 816

皇亲国戚 346

鬼头鬼脑 300

鬼使神差 300

鬼斧神工 300

鬼鬼祟祟 300

鬼迷心窍 300

鬼哭狼嚎 300

鬼蜮伎俩 301

侯门似海 325

追亡逐北 970

〔丿丿〕

待人接物 176

待价而沽 176

待时而动 176

徇私舞弊 834

徇情枉法 834

〔丿丶〕

剑拔弩张 382

食之无味 , 弃之可

惜 676

食不下咽 675

食不甘味 675

食不厌精 , 脍不厌

细 676

食古不化 676

食肉寝皮 676

食言而肥 676

食指浩繁 675

逃之夭夭 715

〔丿�$〕

胆大心细 178

胆大包天 178

胆大妄为 178

胆小如鼠 178

胆小怕事 178

胆战心惊 179

胜不骄 , 败不馁

668

胜任愉快 668

胜败乃兵家常事

668

勉为其难 510

狭路相逢 789

独一无二 205

独夫民贼 204

独木不林 203

独木难支 203

独占鳌头 205

独立自主 203

独出心裁 203

独当一面 203

独步天下 202

独具只眼 204

独具匠心 204

独往独来 205

独树一帜 205

独断独行 203

独善其身 204

独辟蹊径 204

独擅其美 204

独霸一方 202

狡兔三窟 388

怨天尤人 923

怨气冲天 923

怨而不怒 923

怨声载道 923

急人之困 366

急于求成 366

急不可待 364

急不择言 365

急不择路 365

急中生智 366

急公好义 364

急风暴雨 365

急功近利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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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如星火 366

急转直下 366

急起直追 365

急流勇进 365

急流勇退 365

急景残年 365

〔丶一〕

哀而不伤 1

哀兵必胜 1

哀哀欲绝 1

哀莫大于心死 2

哀鸿遍野 2

哀痛欲绝 2

哀感顽艳 1

哀毁骨立 1

亭亭玉立 728

度日如年 206

度德量力 211

疮痍满目 141

亲密无间 590

亲痛仇快 590

音容笑貌 895

〔丶丨〕

恃才傲物 683

恒河沙数 321

恢恢有余 348

恍如隔世 347

恍然大悟 347

恻隐之心 103

恬不知耻 725

恰如其分 575

恰到好处 575

恪守不渝 437

恼羞成怒 535

恨之入骨 321

恨铁不成钢 320

闻风而起 763

闻风丧胆 764

闻过则喜 764

闻鸡起舞 764

闻所未闻 764

〔丶丿〕

差之毫厘 , 谬以千

里 105

差强人意 105

养儿防老 847

养兵千日 , 用兵一

时 847

养虎遗患 847

养痈遗患 848

养尊处优 848

养精蓄锐 848

美不胜收 504

美中不足 504

美轮美奂 504

送君千里 , 终须一

别 703

送往迎来 703

送故迎新 703

迷途知返 508

前人栽树 , 后人乘

凉 584

前无古人 583

前车之鉴 581

前仆后继 583

前功尽弃 582

前因后果 584

前仰后合 583

前事不忘 , 后事之

师 583

前呼后拥 582

前所未有 584

前怕狼 , 后怕虎

583

前倨后恭 582

前程万里 583

首当其冲 687

首尾相应 687

首屈一指 687

首鼠两端 687

逆水行舟 539

逆来顺受 538

总而言之 979

总角之好 979

炯炯有神 415

烂醉如泥 451

将计就计 385

将心比心 385

将功折罪 385

将功补过 385

将信将疑 385

将错就错 384

〔丶丶〕

举一反三 424

举不胜举 421

举止大方 424

举止失措 425

举止言谈 425

举手之劳 422

举手投足 424

举世无双 422

举世无敌 422

举世闻名 423

举世瞩目 423

举目千里 423

举目无亲 423

举足轻重 425

举直措枉 424

举国上下 422

举国若狂 422

举例发凡 423

举重若轻 425

举案齐眉 421

举措失当 422

举棋不定 423

洁身自好 393

洪水猛兽 324

洪福齐天 324

洞天福地 201

洞若观火 201

洞房花烛 201

洞察一切 201

洗心革面 785

洗耳恭听 785

活龙活现 354

活蹦乱跳 354

洛阳纸贵 490

济世之才 369

济济一堂 368

济寒赈贫 369

洋洋大观 846

洋洋自得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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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洋洒洒 847

浑水摸鱼 353

浑身是胆 353

浑浑噩噩 352

浑然一体 352

浓妆艳抹 543

津津乐道 403

津津有味 403

突飞猛进 736

突如其来 735

穿云裂石 140

穿红着绿 140

穿针引线 140

穿凿附会 140

穿鞋戴帽 140

客死他乡 437

〔丶�$〕

冠冕堂皇 295

冠盖相属 295

语无伦次 917

语重心长 917

语焉不详 917

神工鬼斧 661

神气活现 662

神乎其神 661

神出鬼没 661

神机妙算 661

神色不惊 662

神色自若 662

神采奕奕 660

神思恍惚 662

神通广大 662

神魂颠倒 661

误人子弟 782

误入歧途 782

诲人不倦 351

诲淫诲盗 351

说一不二 696

说三道四 696

说长道短 696

〔�$一〕

退避三舍 738
既来之 , 则安之

369

既往不咎 370

屋上建瓴 768

昼夜兼行 964

咫尺天涯 954

屏气敛息 51

屏气凝神 50

屏声息气 51

费尽心机 233

〔�$丨〕

眉飞色舞 503

眉开眼笑 503

眉头一皱 , 计上心

来 504

眉来眼去 503

眉清目秀 503

除旧布新 137

除残去秽 137

除恶务尽 137

除暴安良 137

〔�$丿〕

娇小玲珑 386

娇生惯养 386

姹紫嫣红 106

怒不可遏 544

怒目而视 545

怒发冲冠 544

怒形于色 545

〔�$丶〕

勇往直前 904

勇冠三军 903

柔能克刚 627

柔情蜜意 626

〔�$�$〕

结草衔环 392

结党营私 392

骄兵必败 387

骄奢淫逸 387

骄傲自满 387

绘声绘色 351

绚丽多彩 828

络绎不绝 490

绝口不提 428

绝无仅有 428

绝代佳人 428

绝处逢生 427

绝顶聪明 428

绞尽脑汁 389

骇人听闻 307

十画

〔一一〕

秦晋之好 591

泰山北斗 710

泰山压顶 710

泰然自若 709

珠光宝气 965

珠联璧合 965

班门弄斧 26

班师回朝 26

素不相识 704

素不相能 704

素昧平生 704

匿影藏形 539

蚕食鲸吞 96

顽固不化 743

〔一丨〕

匪夷所思 232

载舟覆舟 929

载歌载舞 929

赶尽杀绝 264

起死回生 572

起早贪黑 572

埋头苦干 495

埋没人才 494

耿耿于怀 276

耿耿忠心 276

莫予毒也 523

莫可名状 522

莫此为甚 522

莫名其妙 522

莫须有 523

莫逆于心 523

莫逆之交 522

莫测高深 522

莫衷一是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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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枪实弹 319

荼毒生灵 736

莘莘学子 658

恶贯满盈 214

恶语中伤 214

恶语伤人 214

莞尔一笑 743

莺歌燕舞 900

真才实学 941

真心实意 942

真伪莫辨 942

真知灼见 942

真凭实据 942

真金不怕火炼 941

真相大白 941

真情实意 942

桃红柳绿 716

桃李满天下 716

格杀勿论 272

格格不入 272

根深叶茂 276

根深蒂固 275

栩栩如生 826

索然寡味 708

速战速决 704

〔一丿〕

唇亡齿寒 148

唇枪舌剑 148

唇齿相依 147

唇焦口燥 148

厝火积薪 157

夏日可畏 790

夏雨雨人 790

砥节砺行 190

破口大骂 563

破门而出 563

破格录用 562

破釜沉舟 562

破涕为笑 563

破绽百出 563

破镜重圆 562

原形毕露 921

原封不动 921

原原本本 921

殊途同归 688

顾此失彼 291

顾全大局 291

顾名思义 291

顾盼神飞 291

顾前不顾后 291

顾影自怜 292

顾影弄姿 292

〔一�$〕

捕风捉影 55

振奋人心 943

振振有词 943

振聋发聩 943

振臂一呼 943

捉贼要赃 972

捉摸不定 971

捉襟见肘 971

损人利己 707

损公肥私 707

损兵折将 706

换汤不换药 343

热气腾腾 611

热火朝天 611

热血沸腾 611

挨门逐户 2

顿开茅塞 209

顿足疾首 209

紧锣密鼓 404

〔丨丶〕

逍遥自在 800

逍遥法外 800

党同伐异 181

〔丨�$〕

逞性妄为 122

晓风残月 803

晓以大义 803

晕头转向 925

蚍蜉撼树 555

哭笑不得 442

恩重如山 215

恩将仇报 215

恩断义绝 215

唉声叹气 2

峨冠博带 214

峰回路转 247

圆凿方枘 921

贼人胆虚 932

贼去关门 932

贼头贼脑 932

贼喊捉贼 932

〔丿一〕

钱可通神 584

钻牛角尖 981

铁石心肠 727

铁树开花 727

铁面无私 726

缺一不可 608

缺衣少食 608

造谣中伤 930

造谣惑众 930

乘人之危 120

乘风破浪 120

乘龙快婿 120

乘兴而来, 败兴而

去 121

乘兴而来 121

乘坚策肥 121

乘胜追击 121

乘虚而入 121

舐犊之情 684

舐犊情深 684

积土成山 361

积习成常 361

积习难改 361

积少成多 361

积羽沉舟 362

积劳成疾 361

积谷防饥 361

积忧成疾 362

积非成是 360

积重难返 362

积毁销骨 361

称王称霸 116

称心如意 116

称兄道弟 117

称孤道寡 116

秘而不宣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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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底生花 38

笔墨官司 39

笑里藏刀 803

笑容可掬 803

〔丿丨〕

债台高筑 933

借刀杀人 396

借尸还魂 396

借风使船 396

借古讽今 396

借花献佛 396

借酒浇愁 396

借题发挥 397

倚门傍户 888

倚老卖老 888

倚财仗势 888

倚势凌人 889

倾城倾国 595

倾盆大雨 596

倾家荡产 595

倾巢出动 595

倾箱倒箧 595

倒打一耙 182

倒行逆施 183

倒背如流 183

倒载干戈 183

倒海翻江 182

俯仰之间 254

俯仰无愧 254

俯仰由人 254

俯拾即是 253

俯首听命 253

俯首帖耳 253

健步如飞 382

臭不可当 131

臭名远扬 131

臭名昭著 131

臭味相投 132

臭味相投 824

躬逢其盛 281

息事宁人 783

息息相通 783

〔丿丿〕

徒有虚名 736

徒劳无益 736

徐娘半老 826

〔丿丶〕

拿手好戏 531

釜底抽薪 254

耸人听闻 703

爱人以德 3

爱才如命 4

爱不释手 3

爱财如命 3

爱亲做亲 4

爱屋及乌 3

爱莫能助 3

爱惜羽毛 4

爱憎分明 4

豺狼成性 106

豺狼当道 107

颂古非今 704

〔丿�$〕

胯下之辱 444

脍炙人口 445

胸无大志 822

胸无城府 822

胸无点墨 822

胸有成竹 822

胶柱鼓瑟 387

狼子野心 453

狼心狗肺 452

狼吞虎咽 452

狼狈不堪 451

狼狈为奸 452

狼奔豕突 452

狼烟四起 452

卿卿我我 596

逢山开路 , 逢水搭

桥 248

逢凶化吉 248

逢场作戏 247

桀犬吠尧 393

桀骜不驯 393

留有余地 484

饿虎扑食 214

饿殍遍野 214

〔丶一〕

恋恋不舍 472

高人一等 267

高才捷足 268

高山流水 268

高山景行 267

高不可攀 266

高不成 , 低不就

266

高风亮节 266

高自标置 270

高声大气 268

高枕无忧 268

高枕而卧 269

高抬贵手 269

高朋满座 267

高官厚禄 267

高视阔步 269

高屋建瓴 269

高高在上 267

高谈阔论 269

高深莫测 267

高歌猛进 269

高瞻远瞩 269

席不暇暖 785

席地而坐 785

座无虚席 988

病入膏肓 52

病从口入, 祸从口

出 51

疾风知劲草 367

疾言厉色 367

疾首蹙额 367

疾恶如仇 366

疲于奔命 555

疲惫不堪 555

离乡背井 464

离心离德 464

离经叛道 464

离群索居 464

剖腹藏珠 564

旁观者清 549

旁若无人 550

旁征博引 550

·53·十  画



旁敲侧击 550

悍然不顾 311

悔之无及 350

悔过自新 350

悔恨交加 350

〔丶丿〕

粉妆玉琢 237

粉身碎骨 237

粉饰太平 237

粉墨登场 237

料事如神 478

兼而有之 378

兼收并蓄 378

兼听则明, 偏信则

暗 378

烘云托月 323

烟波浩渺 836

烟消云散 837

烟熏火燎 837

凌云之志 481

凌云壮志 481

凌乱不堪 481

资深望重 972

恣肆无忌 979

恣意妄为 979

〔丶丶〕

酒肉朋友 418

酒色之徒 418

酒色财气 419

酒池肉林 418

酒足饭饱 418

酒酣耳热 418

酒囊饭袋 418

浩如烟海 316

浩浩荡荡 316

浩然正气 316

海内存知己 , 天涯

若比邻 306

海北天南 305

海外奇谈 306

海市蜃楼 306

海角天涯 305

海底捞月 305

海底捞针 305

海枯石烂 305

海晏河清 307

海阔天空 306

海阔从鱼跃 , 天高

任鸟飞 306

海誓山盟 306

浴血奋战 918

浮云蔽日 252

浮生若梦 251

浮光掠影 251

浮想联翩 252

涣然冰释 343

涤瑕荡秽 190

流芳百世 483

流连忘返 483

流言蜚语 484

流金铄石 483

流离失所 483

浪子回头 454

浪迹天涯 454

害群之马 307

宽大为怀 446

宽宏大量 446

宽猛相济 446

家长里短 371

家贫如洗 372

家学渊源 372

家弦户诵 372

家给人足 371

家破人亡 371

家贼难防 372

家徒四壁 371

家常便饭 371

家喻户晓 372

家道小康 372

家道中落 371

宾至如归 47

宾客盈门 47

容光焕发 626

窈窕淑女 852

剜肉补疮 742

〔丶�$〕

请君入瓮 599

诸子百家 965

诸如此类 965

袖手旁观 824

冥思苦想 519

冥顽不灵 520

调朱弄粉 726

调兵遣将 194

调虎离山 194

冤有头 , 债有主

920

冤家路窄 920

冤冤相报 920

谄上骄下 107

谆谆不倦 970

谆谆告诫 971

谆谆教导 971

谈天说地 712

谈何容易 711

谈虎色变 712

谈笑风生 712

〔�$一〕

剥茧抽丝 53

弱不胜衣 635

弱不禁风 635

弱肉强食 635

〔�$丨〕

婀娜多姿 213

〔�$丿〕

娓娓动听 757

娓娓而谈 757

〔�$丶〕

通力合作 728

通风报信 728

通权达变 729

通都大邑 728

通宵达旦 729

通情达理 729

能工巧匠 536

能言巧辩 537

能者多劳 537

能屈能伸 536

能说会道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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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分难舍 533

难以启齿 534

难以置信 534

难兄难弟 534

难言之隐 534

难舍难分 534

难能可贵 533

难解难分 533

〔�$�$〕

绠短汲深 277

绣花枕头 824

继往开来 370

十一画

〔一一〕

理直气壮 466

理所当然 466

理屈词穷 466

琅琅上口 453

〔一丨〕

堆金积玉 207

堆积如山 207

教无常师 389

教学相长 389

聊以自慰 477

聊以卒岁 477

聊以解嘲 477

聊以塞责 477

聊表寸心 476

聊胜于无 476

著书立说 966

黄口小儿 346

黄发垂髫 345

黄花晚节 345

黄金时代 345

黄钟大吕 346

黄钟毁弃 346

黄袍加身 346

黄道吉日 345

黄粱一梦 346

萎靡不振 757

菩萨心肠 565

萍水相逢 560

萍踪浪迹 561

营私舞弊 901

彬彬有礼 47

梦寐以求 507

桴鼓相应 252

〔一丿〕

硕大无朋 696

硕果仅存 697

盛气凌人 669

盛名之下 , 其实难

副 668

盛极一时 668

盛情难却 669

〔一丶〕

雪上加霜 830

雪中送炭 830

雪泥鸿爪 830

〔一�$〕

捧腹大笑 553

措手不及 157

措置有方 157

措置乖方 157

措置裕如 158

掎角之势 368

掩人耳目 844

掩耳盗铃 843

掩鼻而过 843

捷报频传 393

捷足先登 393

排山倒海 548

排忧解难 548

排除万难 547

排难解纷 547

掉以轻心 194

捶胸顿足 144

推己及人 738

推心置腹 738

推本溯源 737

推而广之 738

推陈出新 737

推波助澜 737

推诚相见 738

掐头去尾 575

掠人之美 489

掂斤播两 191

接二连三 390

接连不断 390

接踵比肩 390

接踵而来 390

掷地有声 957

探头探脑 714

探囊取物 713

据为己有 426

据理力争 426

辅车相依 254

救亡图存 419

救死扶伤 419

〔丨一〕

虚无缥缈 825

虚有其表 825

虚位以待 825

虚怀若谷 824

虚张声势 825

虚情假意 825

彪形大汉 44

敝帚千金 40

敝帚自珍 41

〔丨丶〕

堂而皇之 714

堂堂正正 714

常备不懈 110

常胜将军 110

啧有烦言 931

〔丨�$〕

野火烧不尽, 春风

吹又生 852

晨钟暮鼓 115

眼花缭乱 844

眼明手快 844

眼高手低 844

悬崖绝壁 827

悬崖勒马 827

悬梁刺股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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趾高气扬 954

跃跃欲试 925

跃然纸上 925

略迹原情 489

略高一筹 489

蛊惑人心 289

蛇蝎心肠 654

患难与共 343

患难之交 344

患得患失 343

唾手可得 740

唯利是图 756

唯我独尊 756

唯命是听 756

唯唯连声 756

唯唯诺诺 756

崎岖不平 570

崭露头角 934

崇山峻岭 129

崇论闳议 129

崇洋媚外 129

崇德报功 129

〔丿一〕

铢积寸累 965

铤而走险 728

银样镴枪头 896

矫枉过正 388

矫揉造作 388

甜言蜜语 726

移山倒海 879

移风易俗 879

移花接木 879

笨鸟先飞 37

笨嘴拙舌 37

笼中之鸟 485

笼络人心 486

〔丿丨〕

做小伏低 989

做好做歹 989

做贼心虚 988

偃武修文 844

偃旗息鼓 844

悠然自得 905

偶一为之 546

偷工减料 733

偷天换日 733

偷偷摸摸 733

偷梁换柱 733

停滞不前 728

假手于人 373

假仁假义 373

假公营私 373

假以辞色 373

假戏真做 373

假途灭虢 373

〔丿丿〕

徘徊歧路 548

得寸进尺 185

得天独厚 186

得不偿失 184

得心应手 186

得过且过 185

得陇望蜀 185

得其所哉 184

得鱼忘筌 187

得道多助 , 失道寡

助 185

得意门生 186

得意忘形 186

得意忘言 186

得意洋洋 187

盘根错节 548

〔丿丶〕

欲加之罪 , 何患无

辞 919

欲言又止 920

欲速则不达 919

欲罢不能 919

欲盖弥彰 919

欲擒故纵 919

欲壑难填 919

彩凤随鸦 95

〔丿�$〕

脚踏实地 389

脱口而出 739

脱胎换骨 739

脱颖而出 740

脱缰之马 739

猜拳行令 93

猫鼠同眠 501

猝不及防 154

猛虎出山 507

〔丶一〕

毫无二致 313

毫无疑义 313

毫不介意 312

毫不犹豫 312

毫发不爽 312

毫厘不爽 313

麻木不仁 493

麻雀虽小, 五脏俱

全 493

麻痹大意 493

庸人自扰 902

庸医杀人 902

庸庸碌碌 902

康庄大道 433

鹿死谁手 487

望子成龙 753

望风而逃 751

望风披靡 751

望文生义 752

望而生畏 751

望而却步 751

望尘莫及 750

望洋兴叹 752

望穿秋水 751

望梅止渴 752

望眼欲穿 752

望衡对宇 751

〔丶丿〕

盖世无双 262

盖世英雄 262

盖棺论定 262

粗中有细 153

粗心大意 153

粗枝大叶 153

粗制滥造 153

粗茶淡饭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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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线风筝 207

断章取义 207

断编残简 207

断壁颓垣 207

焕然一新 343

烽火连天 247

盗名窃誉 183

〔丶丶〕

情之所钟 597

情不自禁 596

情文并茂 598

情有可原 598

情同手足 597

情投意合 598

情面难却 598

情急智生 597

情理难容 597

情随事迁 597

情景交融 597

情逾骨肉 598

情窦初开 598

惜墨如金 783

惟妙惟肖 757

惊弓之鸟 409

惊天动地 411

惊心动魄 411

惊世骇俗 410

惊恐万状 410

惊涛骇浪 410

惊喜交集 410

惊喜若狂 411

惊惶失措 410

惊魂未定 410

惨无人道 98

惨不忍闻 97

惨不忍睹 97

惨绝人寰 97

惨淡经营 97

惨绿少年 97

清风明月 596

清心寡欲 596

清规戒律 596

添枝加叶 725

添油加醋 725

添砖加瓦 725

鸿雁传书 325

鸿鹄之志 324

鸿篇巨制 324

淋漓尽致 479

渐入佳境 383

混为一谈 354

混世魔王 353

混淆视听 354

混淆是非 354

混淆黑白 354

涸泽而渔 319

涸辙之鲋 319

淡而无味 179

淡泊明志 179

深入人心 660

深入浅出 659

深不可测 658

深仇大恨 659

深文周纳 660

深更半夜 659

深居简出 659

深思熟虑 660

深信不疑 660

深恶痛疾 660

深情厚谊 659

深谋远虑 659

深藏若虚 658

婆婆妈妈 561

梁上君子 474

寅吃卯粮 895

寄人篱下 370

密云不雨 509

密不通风 509

〔丶�$〕

谋财害命 525

谋事在人 , 成事在

天 525

谑笑科诨 832

祸不单行 356

祸从口出 357

祸从天降 356

祸国殃民 356

祸起萧墙 357

祸福无门 357

谗言佞语 107

〔�$一〕

敢作敢为 264

敢作敢当 264

敢怒而不敢言 264

弹丸之地 179

弹无虚发 179

弹尽粮绝 179

弹指之间 713

弹冠相庆 713

〔�$丨〕

随心所欲 706

随机应变 706

随声附和 706

随波逐流 705

随遇而安 706

隐约其辞 898

隐姓埋名 898

隐恶扬善 898

隐晦曲折 898

婉言谢绝 743

〔�$�$〕

骑虎难下 571

绰有余力 149

绰约多姿 149

绰绰有余 149

绳之以法 667

绵里藏针 509

十二画

〔一一〕

琴棋书画 591

琳琅满目 479

琼浆玉液 601

琼楼玉宇 601

斑驳陆离 26

替天行道 718

〔一丨〕

越俎代庖 925

趁火打劫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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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热打铁 116

趋之若鹜 605

趋炎附势 605

超凡入圣 111

超尘拔俗 111

超然不群 112

超然物外 112

超群绝伦 112

堤溃蚁穴 190

博大精深 54

博古通今 54

博采众长 54

博学多才 54

博览群书 54

博闻强志 55

博闻强识 54

喜上眉梢 786

喜不自胜 785

喜气洋洋 786

喜从天降 786

喜出望外 785

喜形于色 787

喜闻乐见 787

喜眉笑眼 786

喜怒无常 787

喜怒哀乐 786

喜笑颜开 787

喜新厌旧 787

喜溢眉宇 786

煮豆燃萁 966

煮鹤焚琴 966

斯文扫地 698

欺人太甚 568

欺上瞒下 568

欺世盗名 568

欺软怕硬 568

散兵游勇 642

惹火烧身 610

惹是生非 610

葬身鱼腹 929

敬而远之 415

敬谢不敏 415

落井下石 491

落叶归根 492

落叶知秋 492

落花有意 , 流水无

情 492

落花流水 491

落拓不羁 492

落荒而逃 491

落落大方 491

落落寡合 491

落霞孤鹜 492

朝三暮四 939

朝夕相处 940

朝不虑夕 938

朝气蓬勃 939

朝令夕改 938

朝发夕至 938

朝思暮想 939

朝闻夕死 940

朝秦暮楚 939

朝朝暮暮 940

辜恩背义 287

棒打鸳鸯 29

棋逢敌手 571

森严壁垒 644

森罗万象 644

焚书坑儒 236

焚林而猎 236

焚膏继晷 236

惠而不费 351

逼上梁山 37

酣畅淋漓 308

〔一丿〕

雄才大略 822
雄心壮志 823

雄心勃勃 823

雄赳赳 , 气昂昂

822

雄姿英发 823

殚精竭虑 177

揠苗助长 836

〔一�$〕

提心吊胆 716

提纲挈领 716

揭竿而起 390

插科打诨 105

插翅难飞 105

插翅难逃 105

搜索枯肠 704

援古证今 921

搓手顿脚 157

握手言和 767

搔首弄姿 643

翘足而待 588

雅俗共赏 836

雅量高致 836

〔丨一〕

斐然成章 232

悲天悯人 34

悲不自胜 34

悲欢离合 34

悲喜交集 35

悲痛欲绝 34

紫气东来 973

〔丨丶〕

凿空之论 930

凿凿有据 930

凿壁偷光 929

赏心乐事 651

赏心悦目 651

赏罚不明 651

掌上明珠 936

〔丨�$〕

晴天霹雳 599

晴空万里 598

量入为出 476

量力而行 476

量才录用 475

量体裁衣 476

鼎力相助 196

鼎足之势 196

鼎足而立 196

喷薄欲出 552

��不休 194

��自语 534

跋山涉水 17

跛鳖千里 55

遗臭万年 879

蛛丝马迹 965

�刲叱咤 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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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饥号寒 717

啼笑皆非 717

�来之食 391

喧宾夺主 826

嵬然不动 756

赔了夫人又折兵

551

黑云压城城欲摧

320

黑白不分 320

黑白分明 320

黑灯下火 320

〔丿一〕

铸成大错 966

铺天盖地 564

铺张扬厉 564

铺张浪费 564

铿锵有力 437

销声匿迹 800

锄强扶弱 137

锋芒毕露 246

锒铛入狱 453

短小精悍 206

短兵相接 206

智者千虑, 必有一

失 957

智勇双全 957

稍纵即逝 653

稍胜一筹 653

程门立雪 121

等而下之 188

等米下锅 188

等闲视之 189

等量齐观 188

筑室道谋 967

筚路蓝缕 41

答非所问 159

筋疲力尽 403

鹅行鸭步 214

〔丿丨〕

傲贤慢士 14

傲雪欺霜 14

傲然屹立 14

傲慢不逊 14

集思广益 367

集腋成裘 367

焦头烂额 388

傍人篱壁 29

〔丿丿〕

街头巷尾 391

街谈巷议 391

惩一儆百 122

惩前毖后 122

惩恶劝善 122

循名责实 833

循序渐进 833

循规蹈矩 833

循循善诱 833

〔丿�$〕

鲁莽从事 486

鲁莽灭裂 486

猴头猴脑 325

猴年马月 325

馋涎欲滴 107

〔丶一〕

装疯卖傻 969

装神弄鬼 970

装聋作哑 969

装腔作势 969

装模作样 969

蛮不讲理 496

就地正法 420

就地取材 420

就事论事 420

痛心疾首 732

痛快淋漓 732

痛改前非 733

痛定思痛 732

痛哭流涕 733

童心未泯 732

童言无忌 732

童叟无欺 732

童颜鹤发 732

〔丶丿〕

善男信女 650

善始善终 650

善罢甘休 650

善解人意 650

普天之下 565

普天同庆 565

尊老爱幼 983

尊师重道 983

道不同不相为谋

183

道不拾遗 183

道听途说 184

道高一尺, 魔高一

丈 183

道路以目 184

道貌岸然 184

曾几何时 104

曾经沧海 104

〔丶丶〕

愤世嫉俗 238

愤愤不平 238

慌手慌脚 345

慌慌张张 345

惺惺惜惺惺 818

愣头愣脑 464

惶恐不安 347

惶惶不可终日 347

湖光山色 333

渺无人烟 512

温文尔雅 760

温良恭俭让 760

温故知新 760

温情脉脉 760

溃不成军 447

游山玩水 906

游刃有余 906

游手好闲 907

游目骋怀 906

割地求和 271

割席分坐 271

寒来暑往 310

富可敌国 257

富丽堂皇 258

富国强兵 257

富贵不能淫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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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荣华 257

富贵浮云 257

窗明几净 141

〔丶�$〕

遍地开花 43

遍体鳞伤 44

裙带关系 609

谢天谢地 805

谦虚谨慎 581

谦谦君子 581

〔�$一〕

屡见不鲜 488

屡试不爽 488

屡战屡败 488

屡教不改 488

强人所难 587

强不知以为知 587

强词夺理 586

强弩之末 586

强将手下无弱兵

586

粥少僧多 964

〔�$丨〕

隔岸观火 272

隔靴搔痒 272

隔墙有耳 272

〔�$丶〕

登峰造极 188

登堂入室 188

〔�$�$〕

缄口不言 378

缓兵之计 342

骚人墨客 643

缘木求鱼 921

十三画

〔一一〕

瑕不掩瑜 789

魂飞魄散 353

魂不守舍 353

魂不附体 353

〔一丨〕

肆无忌惮 703

趑趄不进 972

鼓乐喧天 290

鼓舞人心 290

勤俭持家 591

勤能补拙 591

勤勤恳恳 591

鹊巢鸠占 608

幕天席地 530

蓬头垢面 552

蓬荜生辉 552

蒙头转向 507

蒙在鼓里 507

蒙昧无知 507

蒙混过关 507

颐指气使 880

蒸蒸日上 945

楚材晋用 138

楚虽三户 , 亡秦必

楚 138

楚楚可怜 138

楚楚动人 138

楚楚有致 139

想入非非 799

想方设计 798

概莫能外 262

〔一丿〕

感人肺腑 265

感天动地 265

感同身受 265

感恩戴德 264

感情用事 265

感激涕零 265

碍手碍脚 4

碌碌无为 487

〔一丶〕

雷厉风行 462

雷打不动 462

雷霆万钧 462

零零星星 481

零敲碎打 481

雾里看花 782

〔一�$〕

搬弄是非 26

摇头晃脑 850

摇头摆尾 850

摇身一变 850

摇尾乞怜 850

摇唇鼓舌 849

摇摇欲坠 850

摇旗呐喊 849

〔丨�$〕

鉴往知来 383

鉴貌辨色 383

睹物伤情 205

睹物思人 205

睚眦必报 835

��待哺 14

睡眼惺忪 695

睡眼蒙胧 694

嗜杀成性 683

愚不可及 915

愚公移山 915

愚者千虑, 必有一

得 915

愚昧无知 915

暗无天日 12

暗中摸索 12

暗香疏影 12

暗送秋波 10

暗室亏心 10

暗渡陈仓 11

暗箭伤人 10

暗箭难防 9

照本宣科 940

畸轻畸重 362

跳梁小丑 726

路见不平, 拔刀相

助 487

路遥知马力, 日久

见人心 487

蜗角虚名, 蝇头微

·24· 十三画



利 766

蜂拥而上 247

蜕化变质 738

�之以鼻 123

置之不理 957

置之死地而后生

958

置之度外 958

置之脑后 958

置若罔闻 957

罪大恶极 982

罪加一等 982

罪有应得 982

罪该万死 982

罪魁祸首 982

罪孽深重 982

蜀犬吠日 689

〔丿一〕

错综复杂 158

错落有致 158

锣鼓喧天 490

锦上添花 404

锦心绣口 405

锦衣玉食 405

锦绣山河 405

锦囊妙计 404

锱铢必较 973

矮子看戏 2

辞严义正 149

稗官野史 25

愁云惨雾 131

愁眉不展 130

愁眉苦脸 130

简明扼要 379

〔丿丨〕

毁于一旦 350

毁家纾难 350

鼠目寸光 689

鼠窃狗盗 689

催人泪下 154

像模像样 800

〔丿丿〕

微不足道 754

微乎其微 754

微言大义 754

遥相呼应 850

遥遥无期 851

遥遥相望 851

遥遥领先 851

〔丿�$〕

腰缠万贯 849

腥风血雨 818

腹背受敌 258

腹诽心谤 258

鹏程万里 552

腾云驾雾 716

觥筹交错 282

触手可及 140

触目伤怀 139

触目皆是 139

触目惊心 139

触类旁通 139

触景生情 139

解甲归田 395

解衣推食 395

解放思想 394

解铃还须系铃人

395

煞有介事 647

煞费苦心 646

〔丶一〕

鹑衣百结 148

廉洁奉公 472

痴人呓语 123

痴人说梦 123

痴心妄想 124

新来乍到 815

新陈代谢 815

新婚燕尔 815

意气风发 892

意气用事 892

意气扬扬 892

意气相投 892

意在言外 893

意味深长 892

雍容大方 903

雍容华贵 903

雍容典雅 903

〔丶丿〕

数一数二 690

数九寒天 689

数不胜数 690

数典忘祖 689

数往知来 690

〔丶丶〕

满门抄斩 498

满不在乎 496

满打满算 498

满目疮痍 499

满则招损 497

满坑满谷 496

满招损 , 谦受益

498

满城风雨 497

满面红光 498

满面春风 499

满载而归 498

满腔热忱 498

满腹牢骚 497

满腹经纶 498

满腹疑团 497

漠不关心 523

漠然置之 524

源远流长 922

源源不绝 922

滥竽充数 451

滔天罪行 715

滔滔不绝 715

溜之大吉 483

溜之乎也 483

滚瓜烂熟 301

溢于言表 893

塞翁失马 636

〔丶�$〕

谨小慎微 405

谨言慎行 405

福至心灵 253

福如东海 252

福寿双全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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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星高照 252

福善祸淫 252

谬种流传 520

〔�$一〕

群龙无首 609

群英荟萃 609

群起而攻之 609

群策群力 609

群魔乱舞 609

〔�$丿〕

嫉贤妒能 367

嫌贫爱富 793

嫁狗随狗 374

嫁祸于人 374

〔�$丶〕

叠床架屋 195

〔�$�$〕

缠绵悱恻 107

十四画

〔一〕

碧水青山 41

碧血丹心 41

墙倒众人推 587

嘉言懿行 372

截长补短 393

截然不同 394

赫赫有名 319

聚讼纷纭 427

聚沙成塔 427

聚蚊成雷 427

聚精会神 426

暮气沉沉 529

暮色苍茫 529

暮鼓晨钟 529

慕名而来 530

熙熙攘攘 784

蔚为大观 759

蔚然成风 759

兢兢业业 409

模棱两可 521

槁木死灰 270

榜上无名 28

歌功颂德 271

歌声绕梁 271

歌舞升平 271

酸甜苦辣 705

摧枯拉朽 154

摧眉折腰 154

誓不两立 684

辗转反侧 934

龇牙咧嘴 972

弊绝风清 41

〔丨〕

踌躇满志 131

踉踉跄跄 476

蜻蜓点水 596

蝇营狗苟 901

嘘寒问暖 826

〔丿〕

锲而不舍 590

舞文弄墨 780

稳扎稳打 765

稳如泰山 764

稳操胜券 764

箪食瓢饮 177

管中窥豹 296

管窥之见 296

管窥蠡测 296

僧多粥少 644

貌似强大 502

貌合神离 502

鲜为人知 794

疑信参半 880

疑神疑鬼 880

獐头鼠目 936

〔丶〕

裹足不前 303

敲山震虎 587

敲诈勒索 588

敲骨吸髓 587

敲锣打豉 587

豪言壮语 313

豪情壮志 313

膏肓之疾 270

膏腴之地 270

膏粱子弟 270

遮人耳目 940

遮天蔽日 940

瘦骨嶙峋 688

旗帜鲜明 571

旗鼓相当 571

旖旎风光 889

彰明较著 936

竭尽全力 394

竭忠尽智 394

竭泽而渔 394

慢条斯理 499

慷慨陈词 434

慷慨悲歌 434

慷慨解囊 434

慷慨激昂 434

精卫填海 413

精打细算 411

精兵简政 411

精妙绝伦 412

精明强干 412

精忠报国 413

精诚团结 411

精神抖擞 412

精神恍惚 413

精神焕发 413

精耕细作 412

精疲力竭 413

精益求精 413

精雕细刻 412

精雕细琢 412

煽风点火 649

漆黑一团 568

漫山遍野 499

漫天要价 499

漫无边际 500

漫不经心 499

滴水不漏 189

滴水成冰 189

滴水穿石 190

漏网之鱼 486

寡不敌众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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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廉鲜耻 293

察言观色 106

寥若晨星 477

寥寥无几 477

翠消红减 154

〔�$〕

缩手缩脚 707

十五画

〔一〕

璀璨夺目 154

聪明才智 150

聪明伶俐 150

鞍马劳顿 8

鞍前马后 8

横七竖八 321

横生枝节 322

横扫千军 322

横行天下 322

横行无忌 322

横行霸道 322

横冲直撞 321

横征暴敛 322

横空出世 321

横眉怒目 321

敷衍了事 250

敷衍塞责 250

飘泊不定 558

飘飘欲仙 558

醉生梦死 982

醉翁之意不在酒

983

震天动地 944

震耳欲聋 943

震撼人心 943

〔丨〕

瞒上欺下 496

瞒天过海 496

瞒心昧己 496

暴风骤雨 32

暴虎冯河 32

暴戾恣睢 32

暴殄天物 32

暴跳如雷 32

暴露无遗 32

瞎子摸鱼 788

影影绰绰 901

墨守成规 524

墨迹未干 524

〔丿〕

箭不虚发 383

箭在弦上 383

德才兼备 187

德高望重 187

德隆望尊 187

〔丶〕

熟视无睹 689

熟能生巧 688

摩拳擦掌 521

毅然决然 893

糊里糊涂 333

熠熠生辉 893

潜移默化 584

潸然泪下 649

翩翩少年 557

翩翩起舞 557

鹤立鸡群 320

鹤发童颜 319

〔�$〕

劈头盖脸 555

履险如夷 488

嬉皮笑脸 784

嬉笑怒骂 784

戮力同心 487

十六画

〔一〕

璞玉浑金 565

操刀必割 101

操之过急 101

擅离职守 650

颠三倒四 192

颠扑不破 192

颠沛流离 192

颠倒是非 191

颠倒黑白 191

融会贯通 626

醍醐灌顶 717

辙乱旗靡 941

〔丨〕

餐风宿露 95

瞠目结舌 117

瞠乎其后 117

�若寒蝉 408

踽踽独行 426

蹉跎岁月 157

噬脐何及 684

默默无言 525

默默无闻 525

黔驴之技 585

黔驴技穷 584

鹦鹉学舌 900

〔丿〕

镜花水月 415

赞不绝口 929

赞叹不已 929

篝火狐鸣 282

雕虫小技 193

雕栏玉砌 193

雕章琢句 193

雕梁画栋 193

邂逅相遇 805

〔丶〕

磨刀霍霍 522

磨杵成针 521

糖衣炮弹 715

燎原之火 477

燃眉之急 610

激浊扬清 362

〔�$〕

壁垒森严 41

避实击虚 42

避实就虚 42

避重就轻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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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画

〔一〕

戴罪立功 177

罄竹难书 599

鞠躬尽瘁, 死而后

已 421

藏龙卧虎 100

藏头露尾 100

藏形匿影 101

藏垢纳污 100

擢发难数 972

〔丨〕

瞬息万变 696

瞬息即逝 696

蹑手蹑脚 541

螳螂捕蝉, 黄雀在

后 715

螳臂当车 715

髀肉复生 42

〔丿〕

繁文缛节 222

繁花似锦 222

繁荣昌盛 222

繁荣富强 222

朦朦胧胧 507

〔丶〕

糟糠之妻 929

豁达大度 357

豁然开朗 357

〔�$〕

鹬蚌相争 , 渔人得

利 920

十八画

藕断丝连 546

鞭长莫及 42

鞭辟入里 42

覆水难收 258

瞻前顾后 933

翻山越岭 221

翻天覆地 221

翻云覆雨 221

翻江倒海 220

翻来覆去 220

翻然改进 221

翻然悔悟 221

翻箱倒柜 220

翻覆无常 221

鳏寡孤独 295

癞蛤蟆想吃天鹅

肉 450

懵懵懂懂 507

襟怀坦白 403

十九画

攀龙附凤 548

魑魅魍魉 124

靡靡之音 509

二十画

耀武扬威 852

巍然屹立 755

鳞次栉比 479

二十一画

蠢蠢欲动 148

黯然失色 12

黯然神伤 12

黯然销魂 13

二十二画

囊中取物 535

囊中羞涩 535

囊空如洗 535

囊萤映雪 535

二十四画

麟凤一毛 480

麟凤龟龙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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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ɑi 1⋯⋯⋯⋯⋯⋯⋯⋯⋯⋯⋯⋯⋯⋯⋯⋯⋯⋯⋯

哀兵必胜 1⋯⋯⋯⋯⋯⋯⋯⋯⋯⋯⋯⋯⋯⋯⋯⋯⋯⋯⋯⋯⋯⋯⋯⋯⋯⋯⋯⋯

哀而不伤 1⋯⋯⋯⋯⋯⋯⋯⋯⋯⋯⋯⋯⋯⋯⋯⋯⋯⋯⋯⋯⋯⋯⋯⋯⋯⋯⋯⋯

哀哀欲绝 1⋯⋯⋯⋯⋯⋯⋯⋯⋯⋯⋯⋯⋯⋯⋯⋯⋯⋯⋯⋯⋯⋯⋯⋯⋯⋯⋯⋯

哀感顽艳 1⋯⋯⋯⋯⋯⋯⋯⋯⋯⋯⋯⋯⋯⋯⋯⋯⋯⋯⋯⋯⋯⋯⋯⋯⋯⋯⋯⋯

哀毁骨立 1⋯⋯⋯⋯⋯⋯⋯⋯⋯⋯⋯⋯⋯⋯⋯⋯⋯⋯⋯⋯⋯⋯⋯⋯⋯⋯⋯⋯

哀莫大于心死 2⋯⋯⋯⋯⋯⋯⋯⋯⋯⋯⋯⋯⋯⋯⋯⋯⋯⋯⋯⋯⋯⋯⋯⋯⋯⋯

哀痛欲绝 2⋯⋯⋯⋯⋯⋯⋯⋯⋯⋯⋯⋯⋯⋯⋯⋯⋯⋯⋯⋯⋯⋯⋯⋯⋯⋯⋯⋯

哀鸿遍野 2⋯⋯⋯⋯⋯⋯⋯⋯⋯⋯⋯⋯⋯⋯⋯⋯⋯⋯⋯⋯⋯⋯⋯⋯⋯⋯⋯⋯

挨门逐户 2⋯⋯⋯⋯⋯⋯⋯⋯⋯⋯⋯⋯⋯⋯⋯⋯⋯⋯⋯⋯⋯⋯⋯⋯⋯⋯⋯⋯

唉声叹气 2⋯⋯⋯⋯⋯⋯⋯⋯⋯⋯⋯⋯⋯⋯⋯⋯⋯⋯⋯⋯⋯⋯⋯⋯⋯⋯⋯⋯

矮子看戏 2⋯⋯⋯⋯⋯⋯⋯⋯⋯⋯⋯⋯⋯⋯⋯⋯⋯⋯⋯⋯⋯⋯⋯⋯⋯⋯⋯⋯

爱不释手 3⋯⋯⋯⋯⋯⋯⋯⋯⋯⋯⋯⋯⋯⋯⋯⋯⋯⋯⋯⋯⋯⋯⋯⋯⋯⋯⋯⋯

爱财如命 3⋯⋯⋯⋯⋯⋯⋯⋯⋯⋯⋯⋯⋯⋯⋯⋯⋯⋯⋯⋯⋯⋯⋯⋯⋯⋯⋯⋯

爱莫能助 3⋯⋯⋯⋯⋯⋯⋯⋯⋯⋯⋯⋯⋯⋯⋯⋯⋯⋯⋯⋯⋯⋯⋯⋯⋯⋯⋯⋯

爱人以德 3⋯⋯⋯⋯⋯⋯⋯⋯⋯⋯⋯⋯⋯⋯⋯⋯⋯⋯⋯⋯⋯⋯⋯⋯⋯⋯⋯⋯

爱屋及乌 3⋯⋯⋯⋯⋯⋯⋯⋯⋯⋯⋯⋯⋯⋯⋯⋯⋯⋯⋯⋯⋯⋯⋯⋯⋯⋯⋯⋯

爱惜羽毛 4⋯⋯⋯⋯⋯⋯⋯⋯⋯⋯⋯⋯⋯⋯⋯⋯⋯⋯⋯⋯⋯⋯⋯⋯⋯⋯⋯⋯

爱亲做亲 4⋯⋯⋯⋯⋯⋯⋯⋯⋯⋯⋯⋯⋯⋯⋯⋯⋯⋯⋯⋯⋯⋯⋯⋯⋯⋯⋯⋯

爱才如命 4⋯⋯⋯⋯⋯⋯⋯⋯⋯⋯⋯⋯⋯⋯⋯⋯⋯⋯⋯⋯⋯⋯⋯⋯⋯⋯⋯⋯

爱憎分明 4⋯⋯⋯⋯⋯⋯⋯⋯⋯⋯⋯⋯⋯⋯⋯⋯⋯⋯⋯⋯⋯⋯⋯⋯⋯⋯⋯⋯

碍手碍脚 4⋯⋯⋯⋯⋯⋯⋯⋯⋯⋯⋯⋯⋯⋯⋯⋯⋯⋯⋯⋯⋯⋯⋯⋯⋯⋯⋯⋯

ɑn 4⋯⋯⋯⋯⋯⋯⋯⋯⋯⋯⋯⋯⋯⋯⋯⋯⋯⋯⋯

安邦定国 5⋯⋯⋯⋯⋯⋯⋯⋯⋯⋯⋯⋯⋯⋯⋯⋯⋯⋯⋯⋯⋯⋯⋯⋯⋯⋯⋯⋯

安步当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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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乐业 5⋯⋯⋯⋯⋯⋯⋯⋯⋯⋯⋯⋯⋯⋯⋯⋯⋯⋯⋯⋯⋯⋯⋯⋯⋯⋯⋯⋯

安民告示 6⋯⋯⋯⋯⋯⋯⋯⋯⋯⋯⋯⋯⋯⋯⋯⋯⋯⋯⋯⋯⋯⋯⋯⋯⋯⋯⋯⋯

安贫乐道 6⋯⋯⋯⋯⋯⋯⋯⋯⋯⋯⋯⋯⋯⋯⋯⋯⋯⋯⋯⋯⋯⋯⋯⋯⋯⋯⋯⋯

安然无恙 6⋯⋯⋯⋯⋯⋯⋯⋯⋯⋯⋯⋯⋯⋯⋯⋯⋯⋯⋯⋯⋯⋯⋯⋯⋯⋯⋯⋯

安如磐石 7⋯⋯⋯⋯⋯⋯⋯⋯⋯⋯⋯⋯⋯⋯⋯⋯⋯⋯⋯⋯⋯⋯⋯⋯⋯⋯⋯⋯

安如泰山 7⋯⋯⋯⋯⋯⋯⋯⋯⋯⋯⋯⋯⋯⋯⋯⋯⋯⋯⋯⋯⋯⋯⋯⋯⋯⋯⋯⋯

安身立命 7⋯⋯⋯⋯⋯⋯⋯⋯⋯⋯⋯⋯⋯⋯⋯⋯⋯⋯⋯⋯⋯⋯⋯⋯⋯⋯⋯⋯

安土重迁 7⋯⋯⋯⋯⋯⋯⋯⋯⋯⋯⋯⋯⋯⋯⋯⋯⋯⋯⋯⋯⋯⋯⋯⋯⋯⋯⋯⋯

安营扎寨 7⋯⋯⋯⋯⋯⋯⋯⋯⋯⋯⋯⋯⋯⋯⋯⋯⋯⋯⋯⋯⋯⋯⋯⋯⋯⋯⋯⋯

安于现状 8⋯⋯⋯⋯⋯⋯⋯⋯⋯⋯⋯⋯⋯⋯⋯⋯⋯⋯⋯⋯⋯⋯⋯⋯⋯⋯⋯⋯

安之若素 8⋯⋯⋯⋯⋯⋯⋯⋯⋯⋯⋯⋯⋯⋯⋯⋯⋯⋯⋯⋯⋯⋯⋯⋯⋯⋯⋯⋯

鞍马劳顿 8⋯⋯⋯⋯⋯⋯⋯⋯⋯⋯⋯⋯⋯⋯⋯⋯⋯⋯⋯⋯⋯⋯⋯⋯⋯⋯⋯⋯

鞍前马后 8⋯⋯⋯⋯⋯⋯⋯⋯⋯⋯⋯⋯⋯⋯⋯⋯⋯⋯⋯⋯⋯⋯⋯⋯⋯⋯⋯⋯

按兵不动 8⋯⋯⋯⋯⋯⋯⋯⋯⋯⋯⋯⋯⋯⋯⋯⋯⋯⋯⋯⋯⋯⋯⋯⋯⋯⋯⋯⋯

按部就班 8⋯⋯⋯⋯⋯⋯⋯⋯⋯⋯⋯⋯⋯⋯⋯⋯⋯⋯⋯⋯⋯⋯⋯⋯⋯⋯⋯⋯

按捺不住 9⋯⋯⋯⋯⋯⋯⋯⋯⋯⋯⋯⋯⋯⋯⋯⋯⋯⋯⋯⋯⋯⋯⋯⋯⋯⋯⋯⋯

按图索骥 9⋯⋯⋯⋯⋯⋯⋯⋯⋯⋯⋯⋯⋯⋯⋯⋯⋯⋯⋯⋯⋯⋯⋯⋯⋯⋯⋯⋯

暗箭难防 9⋯⋯⋯⋯⋯⋯⋯⋯⋯⋯⋯⋯⋯⋯⋯⋯⋯⋯⋯⋯⋯⋯⋯⋯⋯⋯⋯⋯

暗室亏心 10⋯⋯⋯⋯⋯⋯⋯⋯⋯⋯⋯⋯⋯⋯⋯⋯⋯⋯⋯⋯⋯⋯⋯⋯⋯⋯⋯⋯

暗箭伤人 10⋯⋯⋯⋯⋯⋯⋯⋯⋯⋯⋯⋯⋯⋯⋯⋯⋯⋯⋯⋯⋯⋯⋯⋯⋯⋯⋯⋯

暗送秋波 10⋯⋯⋯⋯⋯⋯⋯⋯⋯⋯⋯⋯⋯⋯⋯⋯⋯⋯⋯⋯⋯⋯⋯⋯⋯⋯⋯⋯

暗渡陈仓 11⋯⋯⋯⋯⋯⋯⋯⋯⋯⋯⋯⋯⋯⋯⋯⋯⋯⋯⋯⋯⋯⋯⋯⋯⋯⋯⋯⋯

暗香疏影 12⋯⋯⋯⋯⋯⋯⋯⋯⋯⋯⋯⋯⋯⋯⋯⋯⋯⋯⋯⋯⋯⋯⋯⋯⋯⋯⋯⋯

暗无天日 12⋯⋯⋯⋯⋯⋯⋯⋯⋯⋯⋯⋯⋯⋯⋯⋯⋯⋯⋯⋯⋯⋯⋯⋯⋯⋯⋯⋯

暗中摸索 12⋯⋯⋯⋯⋯⋯⋯⋯⋯⋯⋯⋯⋯⋯⋯⋯⋯⋯⋯⋯⋯⋯⋯⋯⋯⋯⋯⋯

黯然神伤 12⋯⋯⋯⋯⋯⋯⋯⋯⋯⋯⋯⋯⋯⋯⋯⋯⋯⋯⋯⋯⋯⋯⋯⋯⋯⋯⋯⋯

黯然失色 12⋯⋯⋯⋯⋯⋯⋯⋯⋯⋯⋯⋯⋯⋯⋯⋯⋯⋯⋯⋯⋯⋯⋯⋯⋯⋯⋯⋯

黯然销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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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首挺胸 13⋯⋯⋯⋯⋯⋯⋯⋯⋯⋯⋯⋯⋯⋯⋯⋯⋯⋯⋯⋯⋯⋯⋯⋯⋯⋯⋯⋯

昂首望天 13⋯⋯⋯⋯⋯⋯⋯⋯⋯⋯⋯⋯⋯⋯⋯⋯⋯⋯⋯⋯⋯⋯⋯⋯⋯⋯⋯⋯

ɑo 13⋯⋯⋯⋯⋯⋯⋯⋯⋯⋯⋯⋯⋯⋯⋯⋯⋯⋯

��待哺 14⋯⋯⋯⋯⋯⋯⋯⋯⋯⋯⋯⋯⋯⋯⋯⋯⋯⋯⋯⋯⋯⋯⋯⋯⋯⋯⋯⋯

傲然屹立 14⋯⋯⋯⋯⋯⋯⋯⋯⋯⋯⋯⋯⋯⋯⋯⋯⋯⋯⋯⋯⋯⋯⋯⋯⋯⋯⋯⋯

傲慢不逊 14⋯⋯⋯⋯⋯⋯⋯⋯⋯⋯⋯⋯⋯⋯⋯⋯⋯⋯⋯⋯⋯⋯⋯⋯⋯⋯⋯⋯

傲贤慢士 14⋯⋯⋯⋯⋯⋯⋯⋯⋯⋯⋯⋯⋯⋯⋯⋯⋯⋯⋯⋯⋯⋯⋯⋯⋯⋯⋯⋯

傲雪欺霜 14⋯⋯⋯⋯⋯⋯⋯⋯⋯⋯⋯⋯⋯⋯⋯⋯⋯⋯⋯⋯⋯⋯⋯⋯⋯⋯⋯⋯

B 15⋯⋯⋯⋯⋯⋯⋯⋯⋯⋯⋯⋯⋯⋯⋯⋯⋯

bɑ 15⋯⋯⋯⋯⋯⋯⋯⋯⋯⋯⋯⋯⋯⋯⋯⋯⋯⋯

八拜之交 15⋯⋯⋯⋯⋯⋯⋯⋯⋯⋯⋯⋯⋯⋯⋯⋯⋯⋯⋯⋯⋯⋯⋯⋯⋯⋯⋯⋯

八斗之才 15⋯⋯⋯⋯⋯⋯⋯⋯⋯⋯⋯⋯⋯⋯⋯⋯⋯⋯⋯⋯⋯⋯⋯⋯⋯⋯⋯⋯

八方呼应 15⋯⋯⋯⋯⋯⋯⋯⋯⋯⋯⋯⋯⋯⋯⋯⋯⋯⋯⋯⋯⋯⋯⋯⋯⋯⋯⋯⋯

八面玲珑 15⋯⋯⋯⋯⋯⋯⋯⋯⋯⋯⋯⋯⋯⋯⋯⋯⋯⋯⋯⋯⋯⋯⋯⋯⋯⋯⋯⋯

八面威风 16⋯⋯⋯⋯⋯⋯⋯⋯⋯⋯⋯⋯⋯⋯⋯⋯⋯⋯⋯⋯⋯⋯⋯⋯⋯⋯⋯⋯

八仙过海 , 各显神通 16⋯⋯⋯⋯⋯⋯⋯⋯⋯⋯⋯⋯⋯⋯⋯⋯⋯⋯⋯⋯⋯⋯⋯

八字没见一撇 16⋯⋯⋯⋯⋯⋯⋯⋯⋯⋯⋯⋯⋯⋯⋯⋯⋯⋯⋯⋯⋯⋯⋯⋯⋯⋯

拔苗助长 16⋯⋯⋯⋯⋯⋯⋯⋯⋯⋯⋯⋯⋯⋯⋯⋯⋯⋯⋯⋯⋯⋯⋯⋯⋯⋯⋯⋯

拔山扛鼎 17⋯⋯⋯⋯⋯⋯⋯⋯⋯⋯⋯⋯⋯⋯⋯⋯⋯⋯⋯⋯⋯⋯⋯⋯⋯⋯⋯⋯

拔刀相助 17⋯⋯⋯⋯⋯⋯⋯⋯⋯⋯⋯⋯⋯⋯⋯⋯⋯⋯⋯⋯⋯⋯⋯⋯⋯⋯⋯⋯

跋山涉水 17⋯⋯⋯⋯⋯⋯⋯⋯⋯⋯⋯⋯⋯⋯⋯⋯⋯⋯⋯⋯⋯⋯⋯⋯⋯⋯⋯⋯

bɑi 17⋯⋯⋯⋯⋯⋯⋯⋯⋯⋯⋯⋯⋯⋯⋯⋯⋯⋯

白璧微瑕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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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苍苍 18⋯⋯⋯⋯⋯⋯⋯⋯⋯⋯⋯⋯⋯⋯⋯⋯⋯⋯⋯⋯⋯⋯⋯⋯⋯⋯⋯⋯

白驹过隙 18⋯⋯⋯⋯⋯⋯⋯⋯⋯⋯⋯⋯⋯⋯⋯⋯⋯⋯⋯⋯⋯⋯⋯⋯⋯⋯⋯⋯

白圭之玷 18⋯⋯⋯⋯⋯⋯⋯⋯⋯⋯⋯⋯⋯⋯⋯⋯⋯⋯⋯⋯⋯⋯⋯⋯⋯⋯⋯⋯

白虹贯日 19⋯⋯⋯⋯⋯⋯⋯⋯⋯⋯⋯⋯⋯⋯⋯⋯⋯⋯⋯⋯⋯⋯⋯⋯⋯⋯⋯⋯

白面书生 19⋯⋯⋯⋯⋯⋯⋯⋯⋯⋯⋯⋯⋯⋯⋯⋯⋯⋯⋯⋯⋯⋯⋯⋯⋯⋯⋯⋯

白日见鬼 19⋯⋯⋯⋯⋯⋯⋯⋯⋯⋯⋯⋯⋯⋯⋯⋯⋯⋯⋯⋯⋯⋯⋯⋯⋯⋯⋯⋯

白日做梦 19⋯⋯⋯⋯⋯⋯⋯⋯⋯⋯⋯⋯⋯⋯⋯⋯⋯⋯⋯⋯⋯⋯⋯⋯⋯⋯⋯⋯

白色恐怖 19⋯⋯⋯⋯⋯⋯⋯⋯⋯⋯⋯⋯⋯⋯⋯⋯⋯⋯⋯⋯⋯⋯⋯⋯⋯⋯⋯⋯

白头如新 19⋯⋯⋯⋯⋯⋯⋯⋯⋯⋯⋯⋯⋯⋯⋯⋯⋯⋯⋯⋯⋯⋯⋯⋯⋯⋯⋯⋯

白手起家 20⋯⋯⋯⋯⋯⋯⋯⋯⋯⋯⋯⋯⋯⋯⋯⋯⋯⋯⋯⋯⋯⋯⋯⋯⋯⋯⋯⋯

白头偕老 20⋯⋯⋯⋯⋯⋯⋯⋯⋯⋯⋯⋯⋯⋯⋯⋯⋯⋯⋯⋯⋯⋯⋯⋯⋯⋯⋯⋯

白云苍狗 20⋯⋯⋯⋯⋯⋯⋯⋯⋯⋯⋯⋯⋯⋯⋯⋯⋯⋯⋯⋯⋯⋯⋯⋯⋯⋯⋯⋯

白纸黑字 20⋯⋯⋯⋯⋯⋯⋯⋯⋯⋯⋯⋯⋯⋯⋯⋯⋯⋯⋯⋯⋯⋯⋯⋯⋯⋯⋯⋯

百步穿杨 20⋯⋯⋯⋯⋯⋯⋯⋯⋯⋯⋯⋯⋯⋯⋯⋯⋯⋯⋯⋯⋯⋯⋯⋯⋯⋯⋯⋯

百尺竿头 , 更进一步 21⋯⋯⋯⋯⋯⋯⋯⋯⋯⋯⋯⋯⋯⋯⋯⋯⋯⋯⋯⋯⋯⋯⋯

百川归海 21⋯⋯⋯⋯⋯⋯⋯⋯⋯⋯⋯⋯⋯⋯⋯⋯⋯⋯⋯⋯⋯⋯⋯⋯⋯⋯⋯⋯

百读不厌 21⋯⋯⋯⋯⋯⋯⋯⋯⋯⋯⋯⋯⋯⋯⋯⋯⋯⋯⋯⋯⋯⋯⋯⋯⋯⋯⋯⋯

百端待举 21⋯⋯⋯⋯⋯⋯⋯⋯⋯⋯⋯⋯⋯⋯⋯⋯⋯⋯⋯⋯⋯⋯⋯⋯⋯⋯⋯⋯

百发百中 21⋯⋯⋯⋯⋯⋯⋯⋯⋯⋯⋯⋯⋯⋯⋯⋯⋯⋯⋯⋯⋯⋯⋯⋯⋯⋯⋯⋯

百废侍兴 21⋯⋯⋯⋯⋯⋯⋯⋯⋯⋯⋯⋯⋯⋯⋯⋯⋯⋯⋯⋯⋯⋯⋯⋯⋯⋯⋯⋯

百废俱兴 22⋯⋯⋯⋯⋯⋯⋯⋯⋯⋯⋯⋯⋯⋯⋯⋯⋯⋯⋯⋯⋯⋯⋯⋯⋯⋯⋯⋯

百感交集 22⋯⋯⋯⋯⋯⋯⋯⋯⋯⋯⋯⋯⋯⋯⋯⋯⋯⋯⋯⋯⋯⋯⋯⋯⋯⋯⋯⋯

百花齐放 22⋯⋯⋯⋯⋯⋯⋯⋯⋯⋯⋯⋯⋯⋯⋯⋯⋯⋯⋯⋯⋯⋯⋯⋯⋯⋯⋯⋯

百花争艳 22⋯⋯⋯⋯⋯⋯⋯⋯⋯⋯⋯⋯⋯⋯⋯⋯⋯⋯⋯⋯⋯⋯⋯⋯⋯⋯⋯⋯

百家争鸣 22⋯⋯⋯⋯⋯⋯⋯⋯⋯⋯⋯⋯⋯⋯⋯⋯⋯⋯⋯⋯⋯⋯⋯⋯⋯⋯⋯⋯

百孔千疮 23⋯⋯⋯⋯⋯⋯⋯⋯⋯⋯⋯⋯⋯⋯⋯⋯⋯⋯⋯⋯⋯⋯⋯⋯⋯⋯⋯⋯

百口莫辩 23⋯⋯⋯⋯⋯⋯⋯⋯⋯⋯⋯⋯⋯⋯⋯⋯⋯⋯⋯⋯⋯⋯⋯⋯⋯⋯⋯⋯

百里挑一 23⋯⋯⋯⋯⋯⋯⋯⋯⋯⋯⋯⋯⋯⋯⋯⋯⋯⋯⋯⋯⋯⋯⋯⋯⋯⋯⋯⋯

百炼成钢 23⋯⋯⋯⋯⋯⋯⋯⋯⋯⋯⋯⋯⋯⋯⋯⋯⋯⋯⋯⋯⋯⋯⋯⋯⋯⋯⋯⋯

百年大计 23⋯⋯⋯⋯⋯⋯⋯⋯⋯⋯⋯⋯⋯⋯⋯⋯⋯⋯⋯⋯⋯⋯⋯⋯⋯⋯⋯⋯

百年之好 23⋯⋯⋯⋯⋯⋯⋯⋯⋯⋯⋯⋯⋯⋯⋯⋯⋯⋯⋯⋯⋯⋯⋯⋯⋯⋯⋯⋯

百思不得其解 24⋯⋯⋯⋯⋯⋯⋯⋯⋯⋯⋯⋯⋯⋯⋯⋯⋯⋯⋯⋯⋯⋯⋯⋯⋯⋯

百闻不如一见 24⋯⋯⋯⋯⋯⋯⋯⋯⋯⋯⋯⋯⋯⋯⋯⋯⋯⋯⋯⋯⋯⋯⋯⋯⋯⋯

百无禁忌 24⋯⋯⋯⋯⋯⋯⋯⋯⋯⋯⋯⋯⋯⋯⋯⋯⋯⋯⋯⋯⋯⋯⋯⋯⋯⋯⋯⋯

百无聊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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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依百顺 24⋯⋯⋯⋯⋯⋯⋯⋯⋯⋯⋯⋯⋯⋯⋯⋯⋯⋯⋯⋯⋯⋯⋯⋯⋯⋯⋯⋯

百战百胜 24⋯⋯⋯⋯⋯⋯⋯⋯⋯⋯⋯⋯⋯⋯⋯⋯⋯⋯⋯⋯⋯⋯⋯⋯⋯⋯⋯⋯

百无一失 25⋯⋯⋯⋯⋯⋯⋯⋯⋯⋯⋯⋯⋯⋯⋯⋯⋯⋯⋯⋯⋯⋯⋯⋯⋯⋯⋯⋯

百折不挠 25⋯⋯⋯⋯⋯⋯⋯⋯⋯⋯⋯⋯⋯⋯⋯⋯⋯⋯⋯⋯⋯⋯⋯⋯⋯⋯⋯⋯

百问不厌 25⋯⋯⋯⋯⋯⋯⋯⋯⋯⋯⋯⋯⋯⋯⋯⋯⋯⋯⋯⋯⋯⋯⋯⋯⋯⋯⋯⋯

百足之虫 , 死而不僵 25⋯⋯⋯⋯⋯⋯⋯⋯⋯⋯⋯⋯⋯⋯⋯⋯⋯⋯⋯⋯⋯⋯⋯

百战不殆 25⋯⋯⋯⋯⋯⋯⋯⋯⋯⋯⋯⋯⋯⋯⋯⋯⋯⋯⋯⋯⋯⋯⋯⋯⋯⋯⋯⋯

稗官野史 25⋯⋯⋯⋯⋯⋯⋯⋯⋯⋯⋯⋯⋯⋯⋯⋯⋯⋯⋯⋯⋯⋯⋯⋯⋯⋯⋯⋯

bɑn 26⋯⋯⋯⋯⋯⋯⋯⋯⋯⋯⋯⋯⋯⋯⋯⋯⋯⋯

班门弄斧 26⋯⋯⋯⋯⋯⋯⋯⋯⋯⋯⋯⋯⋯⋯⋯⋯⋯⋯⋯⋯⋯⋯⋯⋯⋯⋯⋯⋯

班师回朝 26⋯⋯⋯⋯⋯⋯⋯⋯⋯⋯⋯⋯⋯⋯⋯⋯⋯⋯⋯⋯⋯⋯⋯⋯⋯⋯⋯⋯

斑驳陆离 26⋯⋯⋯⋯⋯⋯⋯⋯⋯⋯⋯⋯⋯⋯⋯⋯⋯⋯⋯⋯⋯⋯⋯⋯⋯⋯⋯⋯

搬弄是非 26⋯⋯⋯⋯⋯⋯⋯⋯⋯⋯⋯⋯⋯⋯⋯⋯⋯⋯⋯⋯⋯⋯⋯⋯⋯⋯⋯⋯

半壁江山 26⋯⋯⋯⋯⋯⋯⋯⋯⋯⋯⋯⋯⋯⋯⋯⋯⋯⋯⋯⋯⋯⋯⋯⋯⋯⋯⋯⋯

半截入土 27⋯⋯⋯⋯⋯⋯⋯⋯⋯⋯⋯⋯⋯⋯⋯⋯⋯⋯⋯⋯⋯⋯⋯⋯⋯⋯⋯⋯

半斤八两 27⋯⋯⋯⋯⋯⋯⋯⋯⋯⋯⋯⋯⋯⋯⋯⋯⋯⋯⋯⋯⋯⋯⋯⋯⋯⋯⋯⋯

半路出家 27⋯⋯⋯⋯⋯⋯⋯⋯⋯⋯⋯⋯⋯⋯⋯⋯⋯⋯⋯⋯⋯⋯⋯⋯⋯⋯⋯⋯

半死不活 27⋯⋯⋯⋯⋯⋯⋯⋯⋯⋯⋯⋯⋯⋯⋯⋯⋯⋯⋯⋯⋯⋯⋯⋯⋯⋯⋯⋯

半途而废 27⋯⋯⋯⋯⋯⋯⋯⋯⋯⋯⋯⋯⋯⋯⋯⋯⋯⋯⋯⋯⋯⋯⋯⋯⋯⋯⋯⋯

半推半就 27⋯⋯⋯⋯⋯⋯⋯⋯⋯⋯⋯⋯⋯⋯⋯⋯⋯⋯⋯⋯⋯⋯⋯⋯⋯⋯⋯⋯

半吞半吐 28⋯⋯⋯⋯⋯⋯⋯⋯⋯⋯⋯⋯⋯⋯⋯⋯⋯⋯⋯⋯⋯⋯⋯⋯⋯⋯⋯⋯

半文不白 28⋯⋯⋯⋯⋯⋯⋯⋯⋯⋯⋯⋯⋯⋯⋯⋯⋯⋯⋯⋯⋯⋯⋯⋯⋯⋯⋯⋯

半信半疑 28⋯⋯⋯⋯⋯⋯⋯⋯⋯⋯⋯⋯⋯⋯⋯⋯⋯⋯⋯⋯⋯⋯⋯⋯⋯⋯⋯⋯

半夜三更 28⋯⋯⋯⋯⋯⋯⋯⋯⋯⋯⋯⋯⋯⋯⋯⋯⋯⋯⋯⋯⋯⋯⋯⋯⋯⋯⋯⋯

bɑnɡ 28⋯⋯⋯⋯⋯⋯⋯⋯⋯⋯⋯⋯⋯⋯⋯⋯⋯

榜上无名 28⋯⋯⋯⋯⋯⋯⋯⋯⋯⋯⋯⋯⋯⋯⋯⋯⋯⋯⋯⋯⋯⋯⋯⋯⋯⋯⋯⋯

棒打鸳鸯 29⋯⋯⋯⋯⋯⋯⋯⋯⋯⋯⋯⋯⋯⋯⋯⋯⋯⋯⋯⋯⋯⋯⋯⋯⋯⋯⋯⋯

傍人篱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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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ɑo 29⋯⋯⋯⋯⋯⋯⋯⋯⋯⋯⋯⋯⋯⋯⋯⋯⋯⋯

包藏祸心 29⋯⋯⋯⋯⋯⋯⋯⋯⋯⋯⋯⋯⋯⋯⋯⋯⋯⋯⋯⋯⋯⋯⋯⋯⋯⋯⋯⋯

包办代替 29⋯⋯⋯⋯⋯⋯⋯⋯⋯⋯⋯⋯⋯⋯⋯⋯⋯⋯⋯⋯⋯⋯⋯⋯⋯⋯⋯⋯

包罗万象 29⋯⋯⋯⋯⋯⋯⋯⋯⋯⋯⋯⋯⋯⋯⋯⋯⋯⋯⋯⋯⋯⋯⋯⋯⋯⋯⋯⋯

饱经风霜 30⋯⋯⋯⋯⋯⋯⋯⋯⋯⋯⋯⋯⋯⋯⋯⋯⋯⋯⋯⋯⋯⋯⋯⋯⋯⋯⋯⋯

饱经忧患 30⋯⋯⋯⋯⋯⋯⋯⋯⋯⋯⋯⋯⋯⋯⋯⋯⋯⋯⋯⋯⋯⋯⋯⋯⋯⋯⋯⋯

饱食暖衣 30⋯⋯⋯⋯⋯⋯⋯⋯⋯⋯⋯⋯⋯⋯⋯⋯⋯⋯⋯⋯⋯⋯⋯⋯⋯⋯⋯⋯

饱食终日 30⋯⋯⋯⋯⋯⋯⋯⋯⋯⋯⋯⋯⋯⋯⋯⋯⋯⋯⋯⋯⋯⋯⋯⋯⋯⋯⋯⋯

饱经沧桑 30⋯⋯⋯⋯⋯⋯⋯⋯⋯⋯⋯⋯⋯⋯⋯⋯⋯⋯⋯⋯⋯⋯⋯⋯⋯⋯⋯⋯

饱食终日 , 无所用心 30⋯⋯⋯⋯⋯⋯⋯⋯⋯⋯⋯⋯⋯⋯⋯⋯⋯⋯⋯⋯⋯⋯⋯

报仇雪恨 31⋯⋯⋯⋯⋯⋯⋯⋯⋯⋯⋯⋯⋯⋯⋯⋯⋯⋯⋯⋯⋯⋯⋯⋯⋯⋯⋯⋯

报仇雪耻 31⋯⋯⋯⋯⋯⋯⋯⋯⋯⋯⋯⋯⋯⋯⋯⋯⋯⋯⋯⋯⋯⋯⋯⋯⋯⋯⋯⋯

抱残守缺 31⋯⋯⋯⋯⋯⋯⋯⋯⋯⋯⋯⋯⋯⋯⋯⋯⋯⋯⋯⋯⋯⋯⋯⋯⋯⋯⋯⋯

抱恨终天 31⋯⋯⋯⋯⋯⋯⋯⋯⋯⋯⋯⋯⋯⋯⋯⋯⋯⋯⋯⋯⋯⋯⋯⋯⋯⋯⋯⋯

抱头鼠窜 31⋯⋯⋯⋯⋯⋯⋯⋯⋯⋯⋯⋯⋯⋯⋯⋯⋯⋯⋯⋯⋯⋯⋯⋯⋯⋯⋯⋯

抱薪救火 31⋯⋯⋯⋯⋯⋯⋯⋯⋯⋯⋯⋯⋯⋯⋯⋯⋯⋯⋯⋯⋯⋯⋯⋯⋯⋯⋯⋯

暴风骤雨 32⋯⋯⋯⋯⋯⋯⋯⋯⋯⋯⋯⋯⋯⋯⋯⋯⋯⋯⋯⋯⋯⋯⋯⋯⋯⋯⋯⋯

暴虎冯河 32⋯⋯⋯⋯⋯⋯⋯⋯⋯⋯⋯⋯⋯⋯⋯⋯⋯⋯⋯⋯⋯⋯⋯⋯⋯⋯⋯⋯

暴戾恣睢 32⋯⋯⋯⋯⋯⋯⋯⋯⋯⋯⋯⋯⋯⋯⋯⋯⋯⋯⋯⋯⋯⋯⋯⋯⋯⋯⋯⋯

暴露无遗 32⋯⋯⋯⋯⋯⋯⋯⋯⋯⋯⋯⋯⋯⋯⋯⋯⋯⋯⋯⋯⋯⋯⋯⋯⋯⋯⋯⋯

暴殄天物 32⋯⋯⋯⋯⋯⋯⋯⋯⋯⋯⋯⋯⋯⋯⋯⋯⋯⋯⋯⋯⋯⋯⋯⋯⋯⋯⋯⋯

暴跳如雷 32⋯⋯⋯⋯⋯⋯⋯⋯⋯⋯⋯⋯⋯⋯⋯⋯⋯⋯⋯⋯⋯⋯⋯⋯⋯⋯⋯⋯

bei 33⋯⋯⋯⋯⋯⋯⋯⋯⋯⋯⋯⋯⋯⋯⋯⋯⋯⋯

杯弓蛇影 33⋯⋯⋯⋯⋯⋯⋯⋯⋯⋯⋯⋯⋯⋯⋯⋯⋯⋯⋯⋯⋯⋯⋯⋯⋯⋯⋯⋯

杯盘狼藉 33⋯⋯⋯⋯⋯⋯⋯⋯⋯⋯⋯⋯⋯⋯⋯⋯⋯⋯⋯⋯⋯⋯⋯⋯⋯⋯⋯⋯

杯水车薪 33⋯⋯⋯⋯⋯⋯⋯⋯⋯⋯⋯⋯⋯⋯⋯⋯⋯⋯⋯⋯⋯⋯⋯⋯⋯⋯⋯⋯

卑鄙龌龊 33⋯⋯⋯⋯⋯⋯⋯⋯⋯⋯⋯⋯⋯⋯⋯⋯⋯⋯⋯⋯⋯⋯⋯⋯⋯⋯⋯⋯

卑鄙无耻 33⋯⋯⋯⋯⋯⋯⋯⋯⋯⋯⋯⋯⋯⋯⋯⋯⋯⋯⋯⋯⋯⋯⋯⋯⋯⋯⋯⋯

卑躬屈膝 34⋯⋯⋯⋯⋯⋯⋯⋯⋯⋯⋯⋯⋯⋯⋯⋯⋯⋯⋯⋯⋯⋯⋯⋯⋯⋯⋯⋯

卑之无甚高论 34⋯⋯⋯⋯⋯⋯⋯⋯⋯⋯⋯⋯⋯⋯⋯⋯⋯⋯⋯⋯⋯⋯⋯⋯⋯⋯

悲不自胜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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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欢离合 34⋯⋯⋯⋯⋯⋯⋯⋯⋯⋯⋯⋯⋯⋯⋯⋯⋯⋯⋯⋯⋯⋯⋯⋯⋯⋯⋯⋯

悲天悯人 34⋯⋯⋯⋯⋯⋯⋯⋯⋯⋯⋯⋯⋯⋯⋯⋯⋯⋯⋯⋯⋯⋯⋯⋯⋯⋯⋯⋯

悲痛欲绝 34⋯⋯⋯⋯⋯⋯⋯⋯⋯⋯⋯⋯⋯⋯⋯⋯⋯⋯⋯⋯⋯⋯⋯⋯⋯⋯⋯⋯

悲喜交集 35⋯⋯⋯⋯⋯⋯⋯⋯⋯⋯⋯⋯⋯⋯⋯⋯⋯⋯⋯⋯⋯⋯⋯⋯⋯⋯⋯⋯

北面称臣 35⋯⋯⋯⋯⋯⋯⋯⋯⋯⋯⋯⋯⋯⋯⋯⋯⋯⋯⋯⋯⋯⋯⋯⋯⋯⋯⋯⋯

北辙南辕 35⋯⋯⋯⋯⋯⋯⋯⋯⋯⋯⋯⋯⋯⋯⋯⋯⋯⋯⋯⋯⋯⋯⋯⋯⋯⋯⋯⋯

背道而驰 35⋯⋯⋯⋯⋯⋯⋯⋯⋯⋯⋯⋯⋯⋯⋯⋯⋯⋯⋯⋯⋯⋯⋯⋯⋯⋯⋯⋯

背井离乡 35⋯⋯⋯⋯⋯⋯⋯⋯⋯⋯⋯⋯⋯⋯⋯⋯⋯⋯⋯⋯⋯⋯⋯⋯⋯⋯⋯⋯

背水一战 35⋯⋯⋯⋯⋯⋯⋯⋯⋯⋯⋯⋯⋯⋯⋯⋯⋯⋯⋯⋯⋯⋯⋯⋯⋯⋯⋯⋯

背城借一 36⋯⋯⋯⋯⋯⋯⋯⋯⋯⋯⋯⋯⋯⋯⋯⋯⋯⋯⋯⋯⋯⋯⋯⋯⋯⋯⋯⋯

背信弃义 36⋯⋯⋯⋯⋯⋯⋯⋯⋯⋯⋯⋯⋯⋯⋯⋯⋯⋯⋯⋯⋯⋯⋯⋯⋯⋯⋯⋯

ben 36⋯⋯⋯⋯⋯⋯⋯⋯⋯⋯⋯⋯⋯⋯⋯⋯⋯⋯

奔走呼号 36⋯⋯⋯⋯⋯⋯⋯⋯⋯⋯⋯⋯⋯⋯⋯⋯⋯⋯⋯⋯⋯⋯⋯⋯⋯⋯⋯⋯

奔走相告 36⋯⋯⋯⋯⋯⋯⋯⋯⋯⋯⋯⋯⋯⋯⋯⋯⋯⋯⋯⋯⋯⋯⋯⋯⋯⋯⋯⋯

本来面目 36⋯⋯⋯⋯⋯⋯⋯⋯⋯⋯⋯⋯⋯⋯⋯⋯⋯⋯⋯⋯⋯⋯⋯⋯⋯⋯⋯⋯

本性难移 37⋯⋯⋯⋯⋯⋯⋯⋯⋯⋯⋯⋯⋯⋯⋯⋯⋯⋯⋯⋯⋯⋯⋯⋯⋯⋯⋯⋯

本末倒置 37⋯⋯⋯⋯⋯⋯⋯⋯⋯⋯⋯⋯⋯⋯⋯⋯⋯⋯⋯⋯⋯⋯⋯⋯⋯⋯⋯⋯

笨鸟先飞 37⋯⋯⋯⋯⋯⋯⋯⋯⋯⋯⋯⋯⋯⋯⋯⋯⋯⋯⋯⋯⋯⋯⋯⋯⋯⋯⋯⋯

笨嘴拙舌 37⋯⋯⋯⋯⋯⋯⋯⋯⋯⋯⋯⋯⋯⋯⋯⋯⋯⋯⋯⋯⋯⋯⋯⋯⋯⋯⋯⋯

bi 37⋯⋯⋯⋯⋯⋯⋯⋯⋯⋯⋯⋯⋯⋯⋯⋯⋯⋯⋯

逼上梁山 37⋯⋯⋯⋯⋯⋯⋯⋯⋯⋯⋯⋯⋯⋯⋯⋯⋯⋯⋯⋯⋯⋯⋯⋯⋯⋯⋯⋯

比比皆是 37⋯⋯⋯⋯⋯⋯⋯⋯⋯⋯⋯⋯⋯⋯⋯⋯⋯⋯⋯⋯⋯⋯⋯⋯⋯⋯⋯⋯

比肩继踵 38⋯⋯⋯⋯⋯⋯⋯⋯⋯⋯⋯⋯⋯⋯⋯⋯⋯⋯⋯⋯⋯⋯⋯⋯⋯⋯⋯⋯

比目连枝 38⋯⋯⋯⋯⋯⋯⋯⋯⋯⋯⋯⋯⋯⋯⋯⋯⋯⋯⋯⋯⋯⋯⋯⋯⋯⋯⋯⋯

比翼双飞 38⋯⋯⋯⋯⋯⋯⋯⋯⋯⋯⋯⋯⋯⋯⋯⋯⋯⋯⋯⋯⋯⋯⋯⋯⋯⋯⋯⋯

匕鬯不惊 38⋯⋯⋯⋯⋯⋯⋯⋯⋯⋯⋯⋯⋯⋯⋯⋯⋯⋯⋯⋯⋯⋯⋯⋯⋯⋯⋯⋯

笔底生花 38⋯⋯⋯⋯⋯⋯⋯⋯⋯⋯⋯⋯⋯⋯⋯⋯⋯⋯⋯⋯⋯⋯⋯⋯⋯⋯⋯⋯

笔墨官司 39⋯⋯⋯⋯⋯⋯⋯⋯⋯⋯⋯⋯⋯⋯⋯⋯⋯⋯⋯⋯⋯⋯⋯⋯⋯⋯⋯⋯

彼一时 , 此一时 39⋯⋯⋯⋯⋯⋯⋯⋯⋯⋯⋯⋯⋯⋯⋯⋯⋯⋯⋯⋯⋯⋯⋯⋯⋯

必恭必敬 39⋯⋯⋯⋯⋯⋯⋯⋯⋯⋯⋯⋯⋯⋯⋯⋯⋯⋯⋯⋯⋯⋯⋯⋯⋯⋯⋯⋯

必由之路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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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关锁国 39⋯⋯⋯⋯⋯⋯⋯⋯⋯⋯⋯⋯⋯⋯⋯⋯⋯⋯⋯⋯⋯⋯⋯⋯⋯⋯⋯⋯

闭关自守 39⋯⋯⋯⋯⋯⋯⋯⋯⋯⋯⋯⋯⋯⋯⋯⋯⋯⋯⋯⋯⋯⋯⋯⋯⋯⋯⋯⋯

闭门羹 39⋯⋯⋯⋯⋯⋯⋯⋯⋯⋯⋯⋯⋯⋯⋯⋯⋯⋯⋯⋯⋯⋯⋯⋯⋯⋯⋯⋯⋯

闭门却扫 40⋯⋯⋯⋯⋯⋯⋯⋯⋯⋯⋯⋯⋯⋯⋯⋯⋯⋯⋯⋯⋯⋯⋯⋯⋯⋯⋯⋯

闭门思过 40⋯⋯⋯⋯⋯⋯⋯⋯⋯⋯⋯⋯⋯⋯⋯⋯⋯⋯⋯⋯⋯⋯⋯⋯⋯⋯⋯⋯

闭门造车 40⋯⋯⋯⋯⋯⋯⋯⋯⋯⋯⋯⋯⋯⋯⋯⋯⋯⋯⋯⋯⋯⋯⋯⋯⋯⋯⋯⋯

闭目塞听 40⋯⋯⋯⋯⋯⋯⋯⋯⋯⋯⋯⋯⋯⋯⋯⋯⋯⋯⋯⋯⋯⋯⋯⋯⋯⋯⋯⋯

闭月羞花 40⋯⋯⋯⋯⋯⋯⋯⋯⋯⋯⋯⋯⋯⋯⋯⋯⋯⋯⋯⋯⋯⋯⋯⋯⋯⋯⋯⋯

敝帚千金 40⋯⋯⋯⋯⋯⋯⋯⋯⋯⋯⋯⋯⋯⋯⋯⋯⋯⋯⋯⋯⋯⋯⋯⋯⋯⋯⋯⋯

敝帚自珍 41⋯⋯⋯⋯⋯⋯⋯⋯⋯⋯⋯⋯⋯⋯⋯⋯⋯⋯⋯⋯⋯⋯⋯⋯⋯⋯⋯⋯

筚路蓝缕 41⋯⋯⋯⋯⋯⋯⋯⋯⋯⋯⋯⋯⋯⋯⋯⋯⋯⋯⋯⋯⋯⋯⋯⋯⋯⋯⋯⋯

弊绝风清 41⋯⋯⋯⋯⋯⋯⋯⋯⋯⋯⋯⋯⋯⋯⋯⋯⋯⋯⋯⋯⋯⋯⋯⋯⋯⋯⋯⋯

碧水青山 41⋯⋯⋯⋯⋯⋯⋯⋯⋯⋯⋯⋯⋯⋯⋯⋯⋯⋯⋯⋯⋯⋯⋯⋯⋯⋯⋯⋯

碧血丹心 41⋯⋯⋯⋯⋯⋯⋯⋯⋯⋯⋯⋯⋯⋯⋯⋯⋯⋯⋯⋯⋯⋯⋯⋯⋯⋯⋯⋯

壁垒森严 41⋯⋯⋯⋯⋯⋯⋯⋯⋯⋯⋯⋯⋯⋯⋯⋯⋯⋯⋯⋯⋯⋯⋯⋯⋯⋯⋯⋯

避实击虚 42⋯⋯⋯⋯⋯⋯⋯⋯⋯⋯⋯⋯⋯⋯⋯⋯⋯⋯⋯⋯⋯⋯⋯⋯⋯⋯⋯⋯

避实就虚 42⋯⋯⋯⋯⋯⋯⋯⋯⋯⋯⋯⋯⋯⋯⋯⋯⋯⋯⋯⋯⋯⋯⋯⋯⋯⋯⋯⋯

避重就轻 42⋯⋯⋯⋯⋯⋯⋯⋯⋯⋯⋯⋯⋯⋯⋯⋯⋯⋯⋯⋯⋯⋯⋯⋯⋯⋯⋯⋯

髀肉复生 42⋯⋯⋯⋯⋯⋯⋯⋯⋯⋯⋯⋯⋯⋯⋯⋯⋯⋯⋯⋯⋯⋯⋯⋯⋯⋯⋯⋯

biɑn 42⋯⋯⋯⋯⋯⋯⋯⋯⋯⋯⋯⋯⋯⋯⋯⋯⋯⋯

鞭辟入里 42⋯⋯⋯⋯⋯⋯⋯⋯⋯⋯⋯⋯⋯⋯⋯⋯⋯⋯⋯⋯⋯⋯⋯⋯⋯⋯⋯⋯

鞭长莫及 42⋯⋯⋯⋯⋯⋯⋯⋯⋯⋯⋯⋯⋯⋯⋯⋯⋯⋯⋯⋯⋯⋯⋯⋯⋯⋯⋯⋯

变本加厉 43⋯⋯⋯⋯⋯⋯⋯⋯⋯⋯⋯⋯⋯⋯⋯⋯⋯⋯⋯⋯⋯⋯⋯⋯⋯⋯⋯⋯

变化多端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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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里爬外 123⋯⋯⋯⋯⋯⋯⋯⋯⋯⋯⋯⋯⋯⋯⋯⋯⋯⋯⋯⋯⋯⋯⋯⋯⋯⋯⋯

吃一堑 , 长一智 123⋯⋯⋯⋯⋯⋯⋯⋯⋯⋯⋯⋯⋯⋯⋯⋯⋯⋯⋯⋯⋯⋯⋯⋯⋯

�之以鼻 123⋯⋯⋯⋯⋯⋯⋯⋯⋯⋯⋯⋯⋯⋯⋯⋯⋯⋯⋯⋯⋯⋯⋯⋯⋯⋯⋯

痴人说梦 123⋯⋯⋯⋯⋯⋯⋯⋯⋯⋯⋯⋯⋯⋯⋯⋯⋯⋯⋯⋯⋯⋯⋯⋯⋯⋯⋯

痴人呓语 123⋯⋯⋯⋯⋯⋯⋯⋯⋯⋯⋯⋯⋯⋯⋯⋯⋯⋯⋯⋯⋯⋯⋯⋯⋯⋯⋯

痴心妄想 124⋯⋯⋯⋯⋯⋯⋯⋯⋯⋯⋯⋯⋯⋯⋯⋯⋯⋯⋯⋯⋯⋯⋯⋯⋯⋯⋯

魑魅魍魉 124⋯⋯⋯⋯⋯⋯⋯⋯⋯⋯⋯⋯⋯⋯⋯⋯⋯⋯⋯⋯⋯⋯⋯⋯⋯⋯⋯

驰名当世 124⋯⋯⋯⋯⋯⋯⋯⋯⋯⋯⋯⋯⋯⋯⋯⋯⋯⋯⋯⋯⋯⋯⋯⋯⋯⋯⋯

驰魂夺魄 124⋯⋯⋯⋯⋯⋯⋯⋯⋯⋯⋯⋯⋯⋯⋯⋯⋯⋯⋯⋯⋯⋯⋯⋯⋯⋯⋯

驰名中外 124⋯⋯⋯⋯⋯⋯⋯⋯⋯⋯⋯⋯⋯⋯⋯⋯⋯⋯⋯⋯⋯⋯⋯⋯⋯⋯⋯

迟暮之年 124⋯⋯⋯⋯⋯⋯⋯⋯⋯⋯⋯⋯⋯⋯⋯⋯⋯⋯⋯⋯⋯⋯⋯⋯⋯⋯⋯

迟疑不决 124⋯⋯⋯⋯⋯⋯⋯⋯⋯⋯⋯⋯⋯⋯⋯⋯⋯⋯⋯⋯⋯⋯⋯⋯⋯⋯⋯

持平之论 125⋯⋯⋯⋯⋯⋯⋯⋯⋯⋯⋯⋯⋯⋯⋯⋯⋯⋯⋯⋯⋯⋯⋯⋯⋯⋯⋯

持之以恒 125⋯⋯⋯⋯⋯⋯⋯⋯⋯⋯⋯⋯⋯⋯⋯⋯⋯⋯⋯⋯⋯⋯⋯⋯⋯⋯⋯

持之有故 , 言之成理 125⋯⋯⋯⋯⋯⋯⋯⋯⋯⋯⋯⋯⋯⋯⋯⋯⋯⋯⋯⋯⋯⋯⋯

尺有所短 , 寸有所长 125⋯⋯⋯⋯⋯⋯⋯⋯⋯⋯⋯⋯⋯⋯⋯⋯⋯⋯⋯⋯⋯⋯⋯

尺短寸长 125⋯⋯⋯⋯⋯⋯⋯⋯⋯⋯⋯⋯⋯⋯⋯⋯⋯⋯⋯⋯⋯⋯⋯⋯⋯⋯⋯

叱咤风云 125⋯⋯⋯⋯⋯⋯⋯⋯⋯⋯⋯⋯⋯⋯⋯⋯⋯⋯⋯⋯⋯⋯⋯⋯⋯⋯⋯

赤膊上阵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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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胆忠心 126⋯⋯⋯⋯⋯⋯⋯⋯⋯⋯⋯⋯⋯⋯⋯⋯⋯⋯⋯⋯⋯⋯⋯⋯⋯⋯⋯

赤地千里 126⋯⋯⋯⋯⋯⋯⋯⋯⋯⋯⋯⋯⋯⋯⋯⋯⋯⋯⋯⋯⋯⋯⋯⋯⋯⋯⋯

赤身露体 126⋯⋯⋯⋯⋯⋯⋯⋯⋯⋯⋯⋯⋯⋯⋯⋯⋯⋯⋯⋯⋯⋯⋯⋯⋯⋯⋯

赤手空拳 126⋯⋯⋯⋯⋯⋯⋯⋯⋯⋯⋯⋯⋯⋯⋯⋯⋯⋯⋯⋯⋯⋯⋯⋯⋯⋯⋯

赤子之心 127⋯⋯⋯⋯⋯⋯⋯⋯⋯⋯⋯⋯⋯⋯⋯⋯⋯⋯⋯⋯⋯⋯⋯⋯⋯⋯⋯

chonɡ 127⋯⋯⋯⋯⋯⋯⋯⋯⋯⋯⋯⋯⋯⋯⋯⋯

充耳不闻 127⋯⋯⋯⋯⋯⋯⋯⋯⋯⋯⋯⋯⋯⋯⋯⋯⋯⋯⋯⋯⋯⋯⋯⋯⋯⋯⋯

冲锋陷阵 127⋯⋯⋯⋯⋯⋯⋯⋯⋯⋯⋯⋯⋯⋯⋯⋯⋯⋯⋯⋯⋯⋯⋯⋯⋯⋯⋯

冲口而出 127⋯⋯⋯⋯⋯⋯⋯⋯⋯⋯⋯⋯⋯⋯⋯⋯⋯⋯⋯⋯⋯⋯⋯⋯⋯⋯⋯

重操旧业 127⋯⋯⋯⋯⋯⋯⋯⋯⋯⋯⋯⋯⋯⋯⋯⋯⋯⋯⋯⋯⋯⋯⋯⋯⋯⋯⋯

重蹈覆辙 127⋯⋯⋯⋯⋯⋯⋯⋯⋯⋯⋯⋯⋯⋯⋯⋯⋯⋯⋯⋯⋯⋯⋯⋯⋯⋯⋯

重见天日 128⋯⋯⋯⋯⋯⋯⋯⋯⋯⋯⋯⋯⋯⋯⋯⋯⋯⋯⋯⋯⋯⋯⋯⋯⋯⋯⋯

重峦叠嶂 128⋯⋯⋯⋯⋯⋯⋯⋯⋯⋯⋯⋯⋯⋯⋯⋯⋯⋯⋯⋯⋯⋯⋯⋯⋯⋯⋯

重温旧梦 128⋯⋯⋯⋯⋯⋯⋯⋯⋯⋯⋯⋯⋯⋯⋯⋯⋯⋯⋯⋯⋯⋯⋯⋯⋯⋯⋯

重生父母 128⋯⋯⋯⋯⋯⋯⋯⋯⋯⋯⋯⋯⋯⋯⋯⋯⋯⋯⋯⋯⋯⋯⋯⋯⋯⋯⋯

重整旗鼓 128⋯⋯⋯⋯⋯⋯⋯⋯⋯⋯⋯⋯⋯⋯⋯⋯⋯⋯⋯⋯⋯⋯⋯⋯⋯⋯⋯

重足而立 , 侧目而视 129⋯⋯⋯⋯⋯⋯⋯⋯⋯⋯⋯⋯⋯⋯⋯⋯⋯⋯⋯⋯⋯⋯⋯

崇德报功 129⋯⋯⋯⋯⋯⋯⋯⋯⋯⋯⋯⋯⋯⋯⋯⋯⋯⋯⋯⋯⋯⋯⋯⋯⋯⋯⋯

崇论闳议 129⋯⋯⋯⋯⋯⋯⋯⋯⋯⋯⋯⋯⋯⋯⋯⋯⋯⋯⋯⋯⋯⋯⋯⋯⋯⋯⋯

崇山峻岭 129⋯⋯⋯⋯⋯⋯⋯⋯⋯⋯⋯⋯⋯⋯⋯⋯⋯⋯⋯⋯⋯⋯⋯⋯⋯⋯⋯

崇洋媚外 129⋯⋯⋯⋯⋯⋯⋯⋯⋯⋯⋯⋯⋯⋯⋯⋯⋯⋯⋯⋯⋯⋯⋯⋯⋯⋯⋯

宠辱不惊 129⋯⋯⋯⋯⋯⋯⋯⋯⋯⋯⋯⋯⋯⋯⋯⋯⋯⋯⋯⋯⋯⋯⋯⋯⋯⋯⋯

宠辱若惊 129⋯⋯⋯⋯⋯⋯⋯⋯⋯⋯⋯⋯⋯⋯⋯⋯⋯⋯⋯⋯⋯⋯⋯⋯⋯⋯⋯

宠辱皆忘 130⋯⋯⋯⋯⋯⋯⋯⋯⋯⋯⋯⋯⋯⋯⋯⋯⋯⋯⋯⋯⋯⋯⋯⋯⋯⋯⋯

chou 130⋯⋯⋯⋯⋯⋯⋯⋯⋯⋯⋯⋯⋯⋯⋯⋯⋯

抽薪止沸 130⋯⋯⋯⋯⋯⋯⋯⋯⋯⋯⋯⋯⋯⋯⋯⋯⋯⋯⋯⋯⋯⋯⋯⋯⋯⋯⋯

仇人相见 , 分外眼红 130⋯⋯⋯⋯⋯⋯⋯⋯⋯⋯⋯⋯⋯⋯⋯⋯⋯⋯⋯⋯⋯⋯⋯

仇深似海 130⋯⋯⋯⋯⋯⋯⋯⋯⋯⋯⋯⋯⋯⋯⋯⋯⋯⋯⋯⋯⋯⋯⋯⋯⋯⋯⋯

愁眉不展 130⋯⋯⋯⋯⋯⋯⋯⋯⋯⋯⋯⋯⋯⋯⋯⋯⋯⋯⋯⋯⋯⋯⋯⋯⋯⋯⋯

愁眉苦脸 130⋯⋯⋯⋯⋯⋯⋯⋯⋯⋯⋯⋯⋯⋯⋯⋯⋯⋯⋯⋯⋯⋯⋯⋯⋯⋯⋯

愁云惨雾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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踌躇满志 131⋯⋯⋯⋯⋯⋯⋯⋯⋯⋯⋯⋯⋯⋯⋯⋯⋯⋯⋯⋯⋯⋯⋯⋯⋯⋯⋯

丑态百出 131⋯⋯⋯⋯⋯⋯⋯⋯⋯⋯⋯⋯⋯⋯⋯⋯⋯⋯⋯⋯⋯⋯⋯⋯⋯⋯⋯

臭名远扬 131⋯⋯⋯⋯⋯⋯⋯⋯⋯⋯⋯⋯⋯⋯⋯⋯⋯⋯⋯⋯⋯⋯⋯⋯⋯⋯⋯

臭不可当 131⋯⋯⋯⋯⋯⋯⋯⋯⋯⋯⋯⋯⋯⋯⋯⋯⋯⋯⋯⋯⋯⋯⋯⋯⋯⋯⋯

臭名昭著 131⋯⋯⋯⋯⋯⋯⋯⋯⋯⋯⋯⋯⋯⋯⋯⋯⋯⋯⋯⋯⋯⋯⋯⋯⋯⋯⋯

臭味相投 132⋯⋯⋯⋯⋯⋯⋯⋯⋯⋯⋯⋯⋯⋯⋯⋯⋯⋯⋯⋯⋯⋯⋯⋯⋯⋯⋯

chū 132⋯⋯⋯⋯⋯⋯⋯⋯⋯⋯⋯⋯⋯⋯⋯⋯⋯

出尔反尔 132⋯⋯⋯⋯⋯⋯⋯⋯⋯⋯⋯⋯⋯⋯⋯⋯⋯⋯⋯⋯⋯⋯⋯⋯⋯⋯⋯

出乖露丑 132⋯⋯⋯⋯⋯⋯⋯⋯⋯⋯⋯⋯⋯⋯⋯⋯⋯⋯⋯⋯⋯⋯⋯⋯⋯⋯⋯

出口成章 132⋯⋯⋯⋯⋯⋯⋯⋯⋯⋯⋯⋯⋯⋯⋯⋯⋯⋯⋯⋯⋯⋯⋯⋯⋯⋯⋯

出口伤人 133⋯⋯⋯⋯⋯⋯⋯⋯⋯⋯⋯⋯⋯⋯⋯⋯⋯⋯⋯⋯⋯⋯⋯⋯⋯⋯⋯

出乎意料 133⋯⋯⋯⋯⋯⋯⋯⋯⋯⋯⋯⋯⋯⋯⋯⋯⋯⋯⋯⋯⋯⋯⋯⋯⋯⋯⋯

出类拔萃 133⋯⋯⋯⋯⋯⋯⋯⋯⋯⋯⋯⋯⋯⋯⋯⋯⋯⋯⋯⋯⋯⋯⋯⋯⋯⋯⋯

出没无常 133⋯⋯⋯⋯⋯⋯⋯⋯⋯⋯⋯⋯⋯⋯⋯⋯⋯⋯⋯⋯⋯⋯⋯⋯⋯⋯⋯

出谋划策 133⋯⋯⋯⋯⋯⋯⋯⋯⋯⋯⋯⋯⋯⋯⋯⋯⋯⋯⋯⋯⋯⋯⋯⋯⋯⋯⋯

出其不意 133⋯⋯⋯⋯⋯⋯⋯⋯⋯⋯⋯⋯⋯⋯⋯⋯⋯⋯⋯⋯⋯⋯⋯⋯⋯⋯⋯

出奇制胜 134⋯⋯⋯⋯⋯⋯⋯⋯⋯⋯⋯⋯⋯⋯⋯⋯⋯⋯⋯⋯⋯⋯⋯⋯⋯⋯⋯

出人头地 134⋯⋯⋯⋯⋯⋯⋯⋯⋯⋯⋯⋯⋯⋯⋯⋯⋯⋯⋯⋯⋯⋯⋯⋯⋯⋯⋯

出人意表 134⋯⋯⋯⋯⋯⋯⋯⋯⋯⋯⋯⋯⋯⋯⋯⋯⋯⋯⋯⋯⋯⋯⋯⋯⋯⋯⋯

出神入化 135⋯⋯⋯⋯⋯⋯⋯⋯⋯⋯⋯⋯⋯⋯⋯⋯⋯⋯⋯⋯⋯⋯⋯⋯⋯⋯⋯

出生入死 135⋯⋯⋯⋯⋯⋯⋯⋯⋯⋯⋯⋯⋯⋯⋯⋯⋯⋯⋯⋯⋯⋯⋯⋯⋯⋯⋯

出师不利 135⋯⋯⋯⋯⋯⋯⋯⋯⋯⋯⋯⋯⋯⋯⋯⋯⋯⋯⋯⋯⋯⋯⋯⋯⋯⋯⋯

出水芙蓉 135⋯⋯⋯⋯⋯⋯⋯⋯⋯⋯⋯⋯⋯⋯⋯⋯⋯⋯⋯⋯⋯⋯⋯⋯⋯⋯⋯

出头露面 135⋯⋯⋯⋯⋯⋯⋯⋯⋯⋯⋯⋯⋯⋯⋯⋯⋯⋯⋯⋯⋯⋯⋯⋯⋯⋯⋯

出头之日 135⋯⋯⋯⋯⋯⋯⋯⋯⋯⋯⋯⋯⋯⋯⋯⋯⋯⋯⋯⋯⋯⋯⋯⋯⋯⋯⋯

出污泥而不染 135⋯⋯⋯⋯⋯⋯⋯⋯⋯⋯⋯⋯⋯⋯⋯⋯⋯⋯⋯⋯⋯⋯⋯⋯⋯

出言不逊 136⋯⋯⋯⋯⋯⋯⋯⋯⋯⋯⋯⋯⋯⋯⋯⋯⋯⋯⋯⋯⋯⋯⋯⋯⋯⋯⋯

初出茅庐 136⋯⋯⋯⋯⋯⋯⋯⋯⋯⋯⋯⋯⋯⋯⋯⋯⋯⋯⋯⋯⋯⋯⋯⋯⋯⋯⋯

初露锋芒 136⋯⋯⋯⋯⋯⋯⋯⋯⋯⋯⋯⋯⋯⋯⋯⋯⋯⋯⋯⋯⋯⋯⋯⋯⋯⋯⋯

初生牛犊 136⋯⋯⋯⋯⋯⋯⋯⋯⋯⋯⋯⋯⋯⋯⋯⋯⋯⋯⋯⋯⋯⋯⋯⋯⋯⋯⋯

初生之犊不畏虎 136⋯⋯⋯⋯⋯⋯⋯⋯⋯⋯⋯⋯⋯⋯⋯⋯⋯⋯⋯⋯⋯⋯⋯⋯

除暴安良 137⋯⋯⋯⋯⋯⋯⋯⋯⋯⋯⋯⋯⋯⋯⋯⋯⋯⋯⋯⋯⋯⋯⋯⋯⋯⋯⋯

除残去秽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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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恶务尽 137⋯⋯⋯⋯⋯⋯⋯⋯⋯⋯⋯⋯⋯⋯⋯⋯⋯⋯⋯⋯⋯⋯⋯⋯⋯⋯⋯

除旧布新 137⋯⋯⋯⋯⋯⋯⋯⋯⋯⋯⋯⋯⋯⋯⋯⋯⋯⋯⋯⋯⋯⋯⋯⋯⋯⋯⋯

锄强扶弱 137⋯⋯⋯⋯⋯⋯⋯⋯⋯⋯⋯⋯⋯⋯⋯⋯⋯⋯⋯⋯⋯⋯⋯⋯⋯⋯⋯

处心积虑 137⋯⋯⋯⋯⋯⋯⋯⋯⋯⋯⋯⋯⋯⋯⋯⋯⋯⋯⋯⋯⋯⋯⋯⋯⋯⋯⋯

处之泰然 138⋯⋯⋯⋯⋯⋯⋯⋯⋯⋯⋯⋯⋯⋯⋯⋯⋯⋯⋯⋯⋯⋯⋯⋯⋯⋯⋯

楚材晋用 138⋯⋯⋯⋯⋯⋯⋯⋯⋯⋯⋯⋯⋯⋯⋯⋯⋯⋯⋯⋯⋯⋯⋯⋯⋯⋯⋯

楚楚动人 138⋯⋯⋯⋯⋯⋯⋯⋯⋯⋯⋯⋯⋯⋯⋯⋯⋯⋯⋯⋯⋯⋯⋯⋯⋯⋯⋯

楚楚可怜 138⋯⋯⋯⋯⋯⋯⋯⋯⋯⋯⋯⋯⋯⋯⋯⋯⋯⋯⋯⋯⋯⋯⋯⋯⋯⋯⋯

楚虽三户 , 亡秦必楚 138⋯⋯⋯⋯⋯⋯⋯⋯⋯⋯⋯⋯⋯⋯⋯⋯⋯⋯⋯⋯⋯⋯⋯

楚楚有致 139⋯⋯⋯⋯⋯⋯⋯⋯⋯⋯⋯⋯⋯⋯⋯⋯⋯⋯⋯⋯⋯⋯⋯⋯⋯⋯⋯

触景生情 139⋯⋯⋯⋯⋯⋯⋯⋯⋯⋯⋯⋯⋯⋯⋯⋯⋯⋯⋯⋯⋯⋯⋯⋯⋯⋯⋯

触类旁通 139⋯⋯⋯⋯⋯⋯⋯⋯⋯⋯⋯⋯⋯⋯⋯⋯⋯⋯⋯⋯⋯⋯⋯⋯⋯⋯⋯

触目皆是 139⋯⋯⋯⋯⋯⋯⋯⋯⋯⋯⋯⋯⋯⋯⋯⋯⋯⋯⋯⋯⋯⋯⋯⋯⋯⋯⋯

触目惊心 139⋯⋯⋯⋯⋯⋯⋯⋯⋯⋯⋯⋯⋯⋯⋯⋯⋯⋯⋯⋯⋯⋯⋯⋯⋯⋯⋯

触目伤怀 139⋯⋯⋯⋯⋯⋯⋯⋯⋯⋯⋯⋯⋯⋯⋯⋯⋯⋯⋯⋯⋯⋯⋯⋯⋯⋯⋯

触手可及 140⋯⋯⋯⋯⋯⋯⋯⋯⋯⋯⋯⋯⋯⋯⋯⋯⋯⋯⋯⋯⋯⋯⋯⋯⋯⋯⋯

chuɑn 140⋯⋯⋯⋯⋯⋯⋯⋯⋯⋯⋯⋯⋯⋯⋯⋯

川流不息 140⋯⋯⋯⋯⋯⋯⋯⋯⋯⋯⋯⋯⋯⋯⋯⋯⋯⋯⋯⋯⋯⋯⋯⋯⋯⋯⋯

穿红着绿 140⋯⋯⋯⋯⋯⋯⋯⋯⋯⋯⋯⋯⋯⋯⋯⋯⋯⋯⋯⋯⋯⋯⋯⋯⋯⋯⋯

穿鞋戴帽 140⋯⋯⋯⋯⋯⋯⋯⋯⋯⋯⋯⋯⋯⋯⋯⋯⋯⋯⋯⋯⋯⋯⋯⋯⋯⋯⋯

穿云裂石 140⋯⋯⋯⋯⋯⋯⋯⋯⋯⋯⋯⋯⋯⋯⋯⋯⋯⋯⋯⋯⋯⋯⋯⋯⋯⋯⋯

穿针引线 140⋯⋯⋯⋯⋯⋯⋯⋯⋯⋯⋯⋯⋯⋯⋯⋯⋯⋯⋯⋯⋯⋯⋯⋯⋯⋯⋯

穿凿附会 140⋯⋯⋯⋯⋯⋯⋯⋯⋯⋯⋯⋯⋯⋯⋯⋯⋯⋯⋯⋯⋯⋯⋯⋯⋯⋯⋯

传宗接代 141⋯⋯⋯⋯⋯⋯⋯⋯⋯⋯⋯⋯⋯⋯⋯⋯⋯⋯⋯⋯⋯⋯⋯⋯⋯⋯⋯

传诵一时 141⋯⋯⋯⋯⋯⋯⋯⋯⋯⋯⋯⋯⋯⋯⋯⋯⋯⋯⋯⋯⋯⋯⋯⋯⋯⋯⋯

传为美谈 141⋯⋯⋯⋯⋯⋯⋯⋯⋯⋯⋯⋯⋯⋯⋯⋯⋯⋯⋯⋯⋯⋯⋯⋯⋯⋯⋯

串通一气 141⋯⋯⋯⋯⋯⋯⋯⋯⋯⋯⋯⋯⋯⋯⋯⋯⋯⋯⋯⋯⋯⋯⋯⋯⋯⋯⋯

chuɑnɡ 141⋯⋯⋯⋯⋯⋯⋯⋯⋯⋯⋯⋯⋯⋯⋯⋯

疮痍满目 141⋯⋯⋯⋯⋯⋯⋯⋯⋯⋯⋯⋯⋯⋯⋯⋯⋯⋯⋯⋯⋯⋯⋯⋯⋯⋯⋯

窗明几净 141⋯⋯⋯⋯⋯⋯⋯⋯⋯⋯⋯⋯⋯⋯⋯⋯⋯⋯⋯⋯⋯⋯⋯⋯⋯⋯⋯

创巨痛深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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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i 142⋯⋯⋯⋯⋯⋯⋯⋯⋯⋯⋯⋯⋯⋯⋯⋯⋯

吹灰之力 142⋯⋯⋯⋯⋯⋯⋯⋯⋯⋯⋯⋯⋯⋯⋯⋯⋯⋯⋯⋯⋯⋯⋯⋯⋯⋯⋯

吹毛求疵 142⋯⋯⋯⋯⋯⋯⋯⋯⋯⋯⋯⋯⋯⋯⋯⋯⋯⋯⋯⋯⋯⋯⋯⋯⋯⋯⋯

吹牛拍马 142⋯⋯⋯⋯⋯⋯⋯⋯⋯⋯⋯⋯⋯⋯⋯⋯⋯⋯⋯⋯⋯⋯⋯⋯⋯⋯⋯

垂拱而治 142⋯⋯⋯⋯⋯⋯⋯⋯⋯⋯⋯⋯⋯⋯⋯⋯⋯⋯⋯⋯⋯⋯⋯⋯⋯⋯⋯

垂帘听政 143⋯⋯⋯⋯⋯⋯⋯⋯⋯⋯⋯⋯⋯⋯⋯⋯⋯⋯⋯⋯⋯⋯⋯⋯⋯⋯⋯

垂手可得 143⋯⋯⋯⋯⋯⋯⋯⋯⋯⋯⋯⋯⋯⋯⋯⋯⋯⋯⋯⋯⋯⋯⋯⋯⋯⋯⋯

垂死挣扎 143⋯⋯⋯⋯⋯⋯⋯⋯⋯⋯⋯⋯⋯⋯⋯⋯⋯⋯⋯⋯⋯⋯⋯⋯⋯⋯⋯

垂头丧气 143⋯⋯⋯⋯⋯⋯⋯⋯⋯⋯⋯⋯⋯⋯⋯⋯⋯⋯⋯⋯⋯⋯⋯⋯⋯⋯⋯

垂涎三尺 143⋯⋯⋯⋯⋯⋯⋯⋯⋯⋯⋯⋯⋯⋯⋯⋯⋯⋯⋯⋯⋯⋯⋯⋯⋯⋯⋯

垂涎欲滴 143⋯⋯⋯⋯⋯⋯⋯⋯⋯⋯⋯⋯⋯⋯⋯⋯⋯⋯⋯⋯⋯⋯⋯⋯⋯⋯⋯

捶胸顿足 144⋯⋯⋯⋯⋯⋯⋯⋯⋯⋯⋯⋯⋯⋯⋯⋯⋯⋯⋯⋯⋯⋯⋯⋯⋯⋯⋯

chun 144⋯⋯⋯⋯⋯⋯⋯⋯⋯⋯⋯⋯⋯⋯⋯⋯⋯

春风得意 144⋯⋯⋯⋯⋯⋯⋯⋯⋯⋯⋯⋯⋯⋯⋯⋯⋯⋯⋯⋯⋯⋯⋯⋯⋯⋯⋯

春风风人 144⋯⋯⋯⋯⋯⋯⋯⋯⋯⋯⋯⋯⋯⋯⋯⋯⋯⋯⋯⋯⋯⋯⋯⋯⋯⋯⋯

春风和气 144⋯⋯⋯⋯⋯⋯⋯⋯⋯⋯⋯⋯⋯⋯⋯⋯⋯⋯⋯⋯⋯⋯⋯⋯⋯⋯⋯

春风化雨 144⋯⋯⋯⋯⋯⋯⋯⋯⋯⋯⋯⋯⋯⋯⋯⋯⋯⋯⋯⋯⋯⋯⋯⋯⋯⋯⋯

春风满面 145⋯⋯⋯⋯⋯⋯⋯⋯⋯⋯⋯⋯⋯⋯⋯⋯⋯⋯⋯⋯⋯⋯⋯⋯⋯⋯⋯

春花秋月 145⋯⋯⋯⋯⋯⋯⋯⋯⋯⋯⋯⋯⋯⋯⋯⋯⋯⋯⋯⋯⋯⋯⋯⋯⋯⋯⋯

春宵苦短 145⋯⋯⋯⋯⋯⋯⋯⋯⋯⋯⋯⋯⋯⋯⋯⋯⋯⋯⋯⋯⋯⋯⋯⋯⋯⋯⋯

春梦无痕 145⋯⋯⋯⋯⋯⋯⋯⋯⋯⋯⋯⋯⋯⋯⋯⋯⋯⋯⋯⋯⋯⋯⋯⋯⋯⋯⋯

春光明媚 145⋯⋯⋯⋯⋯⋯⋯⋯⋯⋯⋯⋯⋯⋯⋯⋯⋯⋯⋯⋯⋯⋯⋯⋯⋯⋯⋯

春寒料峭 145⋯⋯⋯⋯⋯⋯⋯⋯⋯⋯⋯⋯⋯⋯⋯⋯⋯⋯⋯⋯⋯⋯⋯⋯⋯⋯⋯

春晖寸草 145⋯⋯⋯⋯⋯⋯⋯⋯⋯⋯⋯⋯⋯⋯⋯⋯⋯⋯⋯⋯⋯⋯⋯⋯⋯⋯⋯

春回大地 146⋯⋯⋯⋯⋯⋯⋯⋯⋯⋯⋯⋯⋯⋯⋯⋯⋯⋯⋯⋯⋯⋯⋯⋯⋯⋯⋯

春华秋实 146⋯⋯⋯⋯⋯⋯⋯⋯⋯⋯⋯⋯⋯⋯⋯⋯⋯⋯⋯⋯⋯⋯⋯⋯⋯⋯⋯

春色撩人 146⋯⋯⋯⋯⋯⋯⋯⋯⋯⋯⋯⋯⋯⋯⋯⋯⋯⋯⋯⋯⋯⋯⋯⋯⋯⋯⋯

春色满园 146⋯⋯⋯⋯⋯⋯⋯⋯⋯⋯⋯⋯⋯⋯⋯⋯⋯⋯⋯⋯⋯⋯⋯⋯⋯⋯⋯

春兰秋菊 146⋯⋯⋯⋯⋯⋯⋯⋯⋯⋯⋯⋯⋯⋯⋯⋯⋯⋯⋯⋯⋯⋯⋯⋯⋯⋯⋯

春满人间 146⋯⋯⋯⋯⋯⋯⋯⋯⋯⋯⋯⋯⋯⋯⋯⋯⋯⋯⋯⋯⋯⋯⋯⋯⋯⋯⋯

春暖花开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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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鼎盛 147⋯⋯⋯⋯⋯⋯⋯⋯⋯⋯⋯⋯⋯⋯⋯⋯⋯⋯⋯⋯⋯⋯⋯⋯⋯⋯⋯

春去秋来 147⋯⋯⋯⋯⋯⋯⋯⋯⋯⋯⋯⋯⋯⋯⋯⋯⋯⋯⋯⋯⋯⋯⋯⋯⋯⋯⋯

春意盎然 147⋯⋯⋯⋯⋯⋯⋯⋯⋯⋯⋯⋯⋯⋯⋯⋯⋯⋯⋯⋯⋯⋯⋯⋯⋯⋯⋯

春雨如油 147⋯⋯⋯⋯⋯⋯⋯⋯⋯⋯⋯⋯⋯⋯⋯⋯⋯⋯⋯⋯⋯⋯⋯⋯⋯⋯⋯

春秋笔法 147⋯⋯⋯⋯⋯⋯⋯⋯⋯⋯⋯⋯⋯⋯⋯⋯⋯⋯⋯⋯⋯⋯⋯⋯⋯⋯⋯

春深似海 147⋯⋯⋯⋯⋯⋯⋯⋯⋯⋯⋯⋯⋯⋯⋯⋯⋯⋯⋯⋯⋯⋯⋯⋯⋯⋯⋯

唇齿相依 147⋯⋯⋯⋯⋯⋯⋯⋯⋯⋯⋯⋯⋯⋯⋯⋯⋯⋯⋯⋯⋯⋯⋯⋯⋯⋯⋯

唇焦口燥 148⋯⋯⋯⋯⋯⋯⋯⋯⋯⋯⋯⋯⋯⋯⋯⋯⋯⋯⋯⋯⋯⋯⋯⋯⋯⋯⋯

唇枪舌剑 148⋯⋯⋯⋯⋯⋯⋯⋯⋯⋯⋯⋯⋯⋯⋯⋯⋯⋯⋯⋯⋯⋯⋯⋯⋯⋯⋯

唇亡齿寒 148⋯⋯⋯⋯⋯⋯⋯⋯⋯⋯⋯⋯⋯⋯⋯⋯⋯⋯⋯⋯⋯⋯⋯⋯⋯⋯⋯

鹑衣百结 148⋯⋯⋯⋯⋯⋯⋯⋯⋯⋯⋯⋯⋯⋯⋯⋯⋯⋯⋯⋯⋯⋯⋯⋯⋯⋯⋯

蠢蠢欲动 148⋯⋯⋯⋯⋯⋯⋯⋯⋯⋯⋯⋯⋯⋯⋯⋯⋯⋯⋯⋯⋯⋯⋯⋯⋯⋯⋯

chuo 149⋯⋯⋯⋯⋯⋯⋯⋯⋯⋯⋯⋯⋯⋯⋯⋯⋯

绰绰有余 149⋯⋯⋯⋯⋯⋯⋯⋯⋯⋯⋯⋯⋯⋯⋯⋯⋯⋯⋯⋯⋯⋯⋯⋯⋯⋯⋯

绰有余力 149⋯⋯⋯⋯⋯⋯⋯⋯⋯⋯⋯⋯⋯⋯⋯⋯⋯⋯⋯⋯⋯⋯⋯⋯⋯⋯⋯

绰约多姿 149⋯⋯⋯⋯⋯⋯⋯⋯⋯⋯⋯⋯⋯⋯⋯⋯⋯⋯⋯⋯⋯⋯⋯⋯⋯⋯⋯

ci 149⋯⋯⋯⋯⋯⋯⋯⋯⋯⋯⋯⋯⋯⋯⋯⋯⋯⋯

词不达意 149⋯⋯⋯⋯⋯⋯⋯⋯⋯⋯⋯⋯⋯⋯⋯⋯⋯⋯⋯⋯⋯⋯⋯⋯⋯⋯⋯

辞严义正 149⋯⋯⋯⋯⋯⋯⋯⋯⋯⋯⋯⋯⋯⋯⋯⋯⋯⋯⋯⋯⋯⋯⋯⋯⋯⋯⋯

此地无银三百两 149⋯⋯⋯⋯⋯⋯⋯⋯⋯⋯⋯⋯⋯⋯⋯⋯⋯⋯⋯⋯⋯⋯⋯⋯

此起彼伏 150⋯⋯⋯⋯⋯⋯⋯⋯⋯⋯⋯⋯⋯⋯⋯⋯⋯⋯⋯⋯⋯⋯⋯⋯⋯⋯⋯

此起彼落 150⋯⋯⋯⋯⋯⋯⋯⋯⋯⋯⋯⋯⋯⋯⋯⋯⋯⋯⋯⋯⋯⋯⋯⋯⋯⋯⋯

conɡ 150⋯⋯⋯⋯⋯⋯⋯⋯⋯⋯⋯⋯⋯⋯⋯⋯⋯

聪明才智 150⋯⋯⋯⋯⋯⋯⋯⋯⋯⋯⋯⋯⋯⋯⋯⋯⋯⋯⋯⋯⋯⋯⋯⋯⋯⋯⋯

聪明伶俐 150⋯⋯⋯⋯⋯⋯⋯⋯⋯⋯⋯⋯⋯⋯⋯⋯⋯⋯⋯⋯⋯⋯⋯⋯⋯⋯⋯

从容不迫 150⋯⋯⋯⋯⋯⋯⋯⋯⋯⋯⋯⋯⋯⋯⋯⋯⋯⋯⋯⋯⋯⋯⋯⋯⋯⋯⋯

从容就义 151⋯⋯⋯⋯⋯⋯⋯⋯⋯⋯⋯⋯⋯⋯⋯⋯⋯⋯⋯⋯⋯⋯⋯⋯⋯⋯⋯

从容自如 151⋯⋯⋯⋯⋯⋯⋯⋯⋯⋯⋯⋯⋯⋯⋯⋯⋯⋯⋯⋯⋯⋯⋯⋯⋯⋯⋯

从轻发落 151⋯⋯⋯⋯⋯⋯⋯⋯⋯⋯⋯⋯⋯⋯⋯⋯⋯⋯⋯⋯⋯⋯⋯⋯⋯⋯⋯

·72·春唇鹑蠢绰词辞此聪从



从宽发落 151⋯⋯⋯⋯⋯⋯⋯⋯⋯⋯⋯⋯⋯⋯⋯⋯⋯⋯⋯⋯⋯⋯⋯⋯⋯⋯⋯

从天而降 151⋯⋯⋯⋯⋯⋯⋯⋯⋯⋯⋯⋯⋯⋯⋯⋯⋯⋯⋯⋯⋯⋯⋯⋯⋯⋯⋯

从长计议 151⋯⋯⋯⋯⋯⋯⋯⋯⋯⋯⋯⋯⋯⋯⋯⋯⋯⋯⋯⋯⋯⋯⋯⋯⋯⋯⋯

从谏如流 151⋯⋯⋯⋯⋯⋯⋯⋯⋯⋯⋯⋯⋯⋯⋯⋯⋯⋯⋯⋯⋯⋯⋯⋯⋯⋯⋯

从善如流 152⋯⋯⋯⋯⋯⋯⋯⋯⋯⋯⋯⋯⋯⋯⋯⋯⋯⋯⋯⋯⋯⋯⋯⋯⋯⋯⋯

从头至尾 152⋯⋯⋯⋯⋯⋯⋯⋯⋯⋯⋯⋯⋯⋯⋯⋯⋯⋯⋯⋯⋯⋯⋯⋯⋯⋯⋯

从井救人 152⋯⋯⋯⋯⋯⋯⋯⋯⋯⋯⋯⋯⋯⋯⋯⋯⋯⋯⋯⋯⋯⋯⋯⋯⋯⋯⋯

从一而终 152⋯⋯⋯⋯⋯⋯⋯⋯⋯⋯⋯⋯⋯⋯⋯⋯⋯⋯⋯⋯⋯⋯⋯⋯⋯⋯⋯

从中渔利 152⋯⋯⋯⋯⋯⋯⋯⋯⋯⋯⋯⋯⋯⋯⋯⋯⋯⋯⋯⋯⋯⋯⋯⋯⋯⋯⋯

从中作梗 152⋯⋯⋯⋯⋯⋯⋯⋯⋯⋯⋯⋯⋯⋯⋯⋯⋯⋯⋯⋯⋯⋯⋯⋯⋯⋯⋯

cu 152⋯⋯⋯⋯⋯⋯⋯⋯⋯⋯⋯⋯⋯⋯⋯⋯⋯⋯

粗茶淡饭 152⋯⋯⋯⋯⋯⋯⋯⋯⋯⋯⋯⋯⋯⋯⋯⋯⋯⋯⋯⋯⋯⋯⋯⋯⋯⋯⋯

粗心大意 153⋯⋯⋯⋯⋯⋯⋯⋯⋯⋯⋯⋯⋯⋯⋯⋯⋯⋯⋯⋯⋯⋯⋯⋯⋯⋯⋯

粗枝大叶 153⋯⋯⋯⋯⋯⋯⋯⋯⋯⋯⋯⋯⋯⋯⋯⋯⋯⋯⋯⋯⋯⋯⋯⋯⋯⋯⋯

粗制滥造 153⋯⋯⋯⋯⋯⋯⋯⋯⋯⋯⋯⋯⋯⋯⋯⋯⋯⋯⋯⋯⋯⋯⋯⋯⋯⋯⋯

粗中有细 153⋯⋯⋯⋯⋯⋯⋯⋯⋯⋯⋯⋯⋯⋯⋯⋯⋯⋯⋯⋯⋯⋯⋯⋯⋯⋯⋯

促膝谈心 153⋯⋯⋯⋯⋯⋯⋯⋯⋯⋯⋯⋯⋯⋯⋯⋯⋯⋯⋯⋯⋯⋯⋯⋯⋯⋯⋯

猝不及防 154⋯⋯⋯⋯⋯⋯⋯⋯⋯⋯⋯⋯⋯⋯⋯⋯⋯⋯⋯⋯⋯⋯⋯⋯⋯⋯⋯

cui 154⋯⋯⋯⋯⋯⋯⋯⋯⋯⋯⋯⋯⋯⋯⋯⋯⋯⋯

催人泪下 154⋯⋯⋯⋯⋯⋯⋯⋯⋯⋯⋯⋯⋯⋯⋯⋯⋯⋯⋯⋯⋯⋯⋯⋯⋯⋯⋯

摧枯拉朽 154⋯⋯⋯⋯⋯⋯⋯⋯⋯⋯⋯⋯⋯⋯⋯⋯⋯⋯⋯⋯⋯⋯⋯⋯⋯⋯⋯

摧眉折腰 154⋯⋯⋯⋯⋯⋯⋯⋯⋯⋯⋯⋯⋯⋯⋯⋯⋯⋯⋯⋯⋯⋯⋯⋯⋯⋯⋯

璀璨夺目 154⋯⋯⋯⋯⋯⋯⋯⋯⋯⋯⋯⋯⋯⋯⋯⋯⋯⋯⋯⋯⋯⋯⋯⋯⋯⋯⋯

翠消红减 154⋯⋯⋯⋯⋯⋯⋯⋯⋯⋯⋯⋯⋯⋯⋯⋯⋯⋯⋯⋯⋯⋯⋯⋯⋯⋯⋯

cun 154⋯⋯⋯⋯⋯⋯⋯⋯⋯⋯⋯⋯⋯⋯⋯⋯⋯

村夫野老 155⋯⋯⋯⋯⋯⋯⋯⋯⋯⋯⋯⋯⋯⋯⋯⋯⋯⋯⋯⋯⋯⋯⋯⋯⋯⋯⋯

存亡绝续 155⋯⋯⋯⋯⋯⋯⋯⋯⋯⋯⋯⋯⋯⋯⋯⋯⋯⋯⋯⋯⋯⋯⋯⋯⋯⋯⋯

存心不良 155⋯⋯⋯⋯⋯⋯⋯⋯⋯⋯⋯⋯⋯⋯⋯⋯⋯⋯⋯⋯⋯⋯⋯⋯⋯⋯⋯

寸步不离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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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步难行 155⋯⋯⋯⋯⋯⋯⋯⋯⋯⋯⋯⋯⋯⋯⋯⋯⋯⋯⋯⋯⋯⋯⋯⋯⋯⋯⋯

寸草不留 155⋯⋯⋯⋯⋯⋯⋯⋯⋯⋯⋯⋯⋯⋯⋯⋯⋯⋯⋯⋯⋯⋯⋯⋯⋯⋯⋯

寸草春晖 155⋯⋯⋯⋯⋯⋯⋯⋯⋯⋯⋯⋯⋯⋯⋯⋯⋯⋯⋯⋯⋯⋯⋯⋯⋯⋯⋯

寸阴尺璧 156⋯⋯⋯⋯⋯⋯⋯⋯⋯⋯⋯⋯⋯⋯⋯⋯⋯⋯⋯⋯⋯⋯⋯⋯⋯⋯⋯

寸土必争 156⋯⋯⋯⋯⋯⋯⋯⋯⋯⋯⋯⋯⋯⋯⋯⋯⋯⋯⋯⋯⋯⋯⋯⋯⋯⋯⋯

寸草不生 156⋯⋯⋯⋯⋯⋯⋯⋯⋯⋯⋯⋯⋯⋯⋯⋯⋯⋯⋯⋯⋯⋯⋯⋯⋯⋯⋯

寸金难买寸光阴 156⋯⋯⋯⋯⋯⋯⋯⋯⋯⋯⋯⋯⋯⋯⋯⋯⋯⋯⋯⋯⋯⋯⋯⋯

寸积铢累 156⋯⋯⋯⋯⋯⋯⋯⋯⋯⋯⋯⋯⋯⋯⋯⋯⋯⋯⋯⋯⋯⋯⋯⋯⋯⋯⋯

寸丝不挂 156⋯⋯⋯⋯⋯⋯⋯⋯⋯⋯⋯⋯⋯⋯⋯⋯⋯⋯⋯⋯⋯⋯⋯⋯⋯⋯⋯

寸阴若岁 157⋯⋯⋯⋯⋯⋯⋯⋯⋯⋯⋯⋯⋯⋯⋯⋯⋯⋯⋯⋯⋯⋯⋯⋯⋯⋯⋯

cuo 157⋯⋯⋯⋯⋯⋯⋯⋯⋯⋯⋯⋯⋯⋯⋯⋯⋯

蹉跎岁月 157⋯⋯⋯⋯⋯⋯⋯⋯⋯⋯⋯⋯⋯⋯⋯⋯⋯⋯⋯⋯⋯⋯⋯⋯⋯⋯⋯

搓手顿脚 157⋯⋯⋯⋯⋯⋯⋯⋯⋯⋯⋯⋯⋯⋯⋯⋯⋯⋯⋯⋯⋯⋯⋯⋯⋯⋯⋯

厝火积薪 157⋯⋯⋯⋯⋯⋯⋯⋯⋯⋯⋯⋯⋯⋯⋯⋯⋯⋯⋯⋯⋯⋯⋯⋯⋯⋯⋯

措手不及 157⋯⋯⋯⋯⋯⋯⋯⋯⋯⋯⋯⋯⋯⋯⋯⋯⋯⋯⋯⋯⋯⋯⋯⋯⋯⋯⋯

措置乖方 157⋯⋯⋯⋯⋯⋯⋯⋯⋯⋯⋯⋯⋯⋯⋯⋯⋯⋯⋯⋯⋯⋯⋯⋯⋯⋯⋯

措置有方 157⋯⋯⋯⋯⋯⋯⋯⋯⋯⋯⋯⋯⋯⋯⋯⋯⋯⋯⋯⋯⋯⋯⋯⋯⋯⋯⋯

措置裕如 158⋯⋯⋯⋯⋯⋯⋯⋯⋯⋯⋯⋯⋯⋯⋯⋯⋯⋯⋯⋯⋯⋯⋯⋯⋯⋯⋯

错落有致 158⋯⋯⋯⋯⋯⋯⋯⋯⋯⋯⋯⋯⋯⋯⋯⋯⋯⋯⋯⋯⋯⋯⋯⋯⋯⋯⋯

错综复杂 158⋯⋯⋯⋯⋯⋯⋯⋯⋯⋯⋯⋯⋯⋯⋯⋯⋯⋯⋯⋯⋯⋯⋯⋯⋯⋯⋯

D 159⋯⋯⋯⋯⋯⋯⋯⋯⋯⋯⋯⋯⋯⋯⋯⋯

dɑ 159⋯⋯⋯⋯⋯⋯⋯⋯⋯⋯⋯⋯⋯⋯⋯⋯⋯⋯

达官贵人 159⋯⋯⋯⋯⋯⋯⋯⋯⋯⋯⋯⋯⋯⋯⋯⋯⋯⋯⋯⋯⋯⋯⋯⋯⋯⋯⋯

达权知变 159⋯⋯⋯⋯⋯⋯⋯⋯⋯⋯⋯⋯⋯⋯⋯⋯⋯⋯⋯⋯⋯⋯⋯⋯⋯⋯⋯

答非所问 159⋯⋯⋯⋯⋯⋯⋯⋯⋯⋯⋯⋯⋯⋯⋯⋯⋯⋯⋯⋯⋯⋯⋯⋯⋯⋯⋯

打抱不平 159⋯⋯⋯⋯⋯⋯⋯⋯⋯⋯⋯⋯⋯⋯⋯⋯⋯⋯⋯⋯⋯⋯⋯⋯⋯⋯⋯

打草惊蛇 159⋯⋯⋯⋯⋯⋯⋯⋯⋯⋯⋯⋯⋯⋯⋯⋯⋯⋯⋯⋯⋯⋯⋯⋯⋯⋯⋯

打成一片 160⋯⋯⋯⋯⋯⋯⋯⋯⋯⋯⋯⋯⋯⋯⋯⋯⋯⋯⋯⋯⋯⋯⋯⋯⋯⋯⋯

·92·寸蹉搓厝措错达答打



打击报复 160⋯⋯⋯⋯⋯⋯⋯⋯⋯⋯⋯⋯⋯⋯⋯⋯⋯⋯⋯⋯⋯⋯⋯⋯⋯⋯⋯

打破常规 160⋯⋯⋯⋯⋯⋯⋯⋯⋯⋯⋯⋯⋯⋯⋯⋯⋯⋯⋯⋯⋯⋯⋯⋯⋯⋯⋯

打富济贫 160⋯⋯⋯⋯⋯⋯⋯⋯⋯⋯⋯⋯⋯⋯⋯⋯⋯⋯⋯⋯⋯⋯⋯⋯⋯⋯⋯

打躬作揖 160⋯⋯⋯⋯⋯⋯⋯⋯⋯⋯⋯⋯⋯⋯⋯⋯⋯⋯⋯⋯⋯⋯⋯⋯⋯⋯⋯

打家劫舍 160⋯⋯⋯⋯⋯⋯⋯⋯⋯⋯⋯⋯⋯⋯⋯⋯⋯⋯⋯⋯⋯⋯⋯⋯⋯⋯⋯

打落水狗 161⋯⋯⋯⋯⋯⋯⋯⋯⋯⋯⋯⋯⋯⋯⋯⋯⋯⋯⋯⋯⋯⋯⋯⋯⋯⋯⋯

打破沙锅璺( 问) 到底 161⋯⋯⋯⋯⋯⋯⋯⋯⋯⋯⋯⋯⋯⋯⋯⋯⋯⋯⋯⋯⋯⋯

打情骂俏 161⋯⋯⋯⋯⋯⋯⋯⋯⋯⋯⋯⋯⋯⋯⋯⋯⋯⋯⋯⋯⋯⋯⋯⋯⋯⋯⋯

打退堂鼓 161⋯⋯⋯⋯⋯⋯⋯⋯⋯⋯⋯⋯⋯⋯⋯⋯⋯⋯⋯⋯⋯⋯⋯⋯⋯⋯⋯

大笔如椽 161⋯⋯⋯⋯⋯⋯⋯⋯⋯⋯⋯⋯⋯⋯⋯⋯⋯⋯⋯⋯⋯⋯⋯⋯⋯⋯⋯

大步流星 161⋯⋯⋯⋯⋯⋯⋯⋯⋯⋯⋯⋯⋯⋯⋯⋯⋯⋯⋯⋯⋯⋯⋯⋯⋯⋯⋯

大材小用 162⋯⋯⋯⋯⋯⋯⋯⋯⋯⋯⋯⋯⋯⋯⋯⋯⋯⋯⋯⋯⋯⋯⋯⋯⋯⋯⋯

大彻大悟 162⋯⋯⋯⋯⋯⋯⋯⋯⋯⋯⋯⋯⋯⋯⋯⋯⋯⋯⋯⋯⋯⋯⋯⋯⋯⋯⋯

大处落墨 162⋯⋯⋯⋯⋯⋯⋯⋯⋯⋯⋯⋯⋯⋯⋯⋯⋯⋯⋯⋯⋯⋯⋯⋯⋯⋯⋯

大吃一惊 162⋯⋯⋯⋯⋯⋯⋯⋯⋯⋯⋯⋯⋯⋯⋯⋯⋯⋯⋯⋯⋯⋯⋯⋯⋯⋯⋯

大吹大擂 162⋯⋯⋯⋯⋯⋯⋯⋯⋯⋯⋯⋯⋯⋯⋯⋯⋯⋯⋯⋯⋯⋯⋯⋯⋯⋯⋯

大慈大悲 163⋯⋯⋯⋯⋯⋯⋯⋯⋯⋯⋯⋯⋯⋯⋯⋯⋯⋯⋯⋯⋯⋯⋯⋯⋯⋯⋯

大错特错 163⋯⋯⋯⋯⋯⋯⋯⋯⋯⋯⋯⋯⋯⋯⋯⋯⋯⋯⋯⋯⋯⋯⋯⋯⋯⋯⋯

大打出手 163⋯⋯⋯⋯⋯⋯⋯⋯⋯⋯⋯⋯⋯⋯⋯⋯⋯⋯⋯⋯⋯⋯⋯⋯⋯⋯⋯

大刀阔斧 163⋯⋯⋯⋯⋯⋯⋯⋯⋯⋯⋯⋯⋯⋯⋯⋯⋯⋯⋯⋯⋯⋯⋯⋯⋯⋯⋯

大地回春 163⋯⋯⋯⋯⋯⋯⋯⋯⋯⋯⋯⋯⋯⋯⋯⋯⋯⋯⋯⋯⋯⋯⋯⋯⋯⋯⋯

大动干戈 163⋯⋯⋯⋯⋯⋯⋯⋯⋯⋯⋯⋯⋯⋯⋯⋯⋯⋯⋯⋯⋯⋯⋯⋯⋯⋯⋯

大度包容 164⋯⋯⋯⋯⋯⋯⋯⋯⋯⋯⋯⋯⋯⋯⋯⋯⋯⋯⋯⋯⋯⋯⋯⋯⋯⋯⋯

大而化之 164⋯⋯⋯⋯⋯⋯⋯⋯⋯⋯⋯⋯⋯⋯⋯⋯⋯⋯⋯⋯⋯⋯⋯⋯⋯⋯⋯

大发雷霆 164⋯⋯⋯⋯⋯⋯⋯⋯⋯⋯⋯⋯⋯⋯⋯⋯⋯⋯⋯⋯⋯⋯⋯⋯⋯⋯⋯

大方之家 164⋯⋯⋯⋯⋯⋯⋯⋯⋯⋯⋯⋯⋯⋯⋯⋯⋯⋯⋯⋯⋯⋯⋯⋯⋯⋯⋯

大放厥词 164⋯⋯⋯⋯⋯⋯⋯⋯⋯⋯⋯⋯⋯⋯⋯⋯⋯⋯⋯⋯⋯⋯⋯⋯⋯⋯⋯

大风大浪 164⋯⋯⋯⋯⋯⋯⋯⋯⋯⋯⋯⋯⋯⋯⋯⋯⋯⋯⋯⋯⋯⋯⋯⋯⋯⋯⋯

大腹便便 165⋯⋯⋯⋯⋯⋯⋯⋯⋯⋯⋯⋯⋯⋯⋯⋯⋯⋯⋯⋯⋯⋯⋯⋯⋯⋯⋯

大公无私 165⋯⋯⋯⋯⋯⋯⋯⋯⋯⋯⋯⋯⋯⋯⋯⋯⋯⋯⋯⋯⋯⋯⋯⋯⋯⋯⋯

大功告成 166⋯⋯⋯⋯⋯⋯⋯⋯⋯⋯⋯⋯⋯⋯⋯⋯⋯⋯⋯⋯⋯⋯⋯⋯⋯⋯⋯

大海捞针 166⋯⋯⋯⋯⋯⋯⋯⋯⋯⋯⋯⋯⋯⋯⋯⋯⋯⋯⋯⋯⋯⋯⋯⋯⋯⋯⋯

大呼小叫 166⋯⋯⋯⋯⋯⋯⋯⋯⋯⋯⋯⋯⋯⋯⋯⋯⋯⋯⋯⋯⋯⋯⋯⋯⋯⋯⋯

大惑不解 166⋯⋯⋯⋯⋯⋯⋯⋯⋯⋯⋯⋯⋯⋯⋯⋯⋯⋯⋯⋯⋯⋯⋯⋯⋯⋯⋯

大家风范 166⋯⋯⋯⋯⋯⋯⋯⋯⋯⋯⋯⋯⋯⋯⋯⋯⋯⋯⋯⋯⋯⋯⋯⋯⋯⋯⋯

·03· 打大



大家闺秀 167⋯⋯⋯⋯⋯⋯⋯⋯⋯⋯⋯⋯⋯⋯⋯⋯⋯⋯⋯⋯⋯⋯⋯⋯⋯⋯⋯

大街小巷 167⋯⋯⋯⋯⋯⋯⋯⋯⋯⋯⋯⋯⋯⋯⋯⋯⋯⋯⋯⋯⋯⋯⋯⋯⋯⋯⋯

大惊失色 167⋯⋯⋯⋯⋯⋯⋯⋯⋯⋯⋯⋯⋯⋯⋯⋯⋯⋯⋯⋯⋯⋯⋯⋯⋯⋯⋯

大惊小怪 167⋯⋯⋯⋯⋯⋯⋯⋯⋯⋯⋯⋯⋯⋯⋯⋯⋯⋯⋯⋯⋯⋯⋯⋯⋯⋯⋯

大开眼界 167⋯⋯⋯⋯⋯⋯⋯⋯⋯⋯⋯⋯⋯⋯⋯⋯⋯⋯⋯⋯⋯⋯⋯⋯⋯⋯⋯

大快人心 167⋯⋯⋯⋯⋯⋯⋯⋯⋯⋯⋯⋯⋯⋯⋯⋯⋯⋯⋯⋯⋯⋯⋯⋯⋯⋯⋯

大梦初醒 168⋯⋯⋯⋯⋯⋯⋯⋯⋯⋯⋯⋯⋯⋯⋯⋯⋯⋯⋯⋯⋯⋯⋯⋯⋯⋯⋯

大名鼎鼎 168⋯⋯⋯⋯⋯⋯⋯⋯⋯⋯⋯⋯⋯⋯⋯⋯⋯⋯⋯⋯⋯⋯⋯⋯⋯⋯⋯

大模大样 168⋯⋯⋯⋯⋯⋯⋯⋯⋯⋯⋯⋯⋯⋯⋯⋯⋯⋯⋯⋯⋯⋯⋯⋯⋯⋯⋯

大难不死 168⋯⋯⋯⋯⋯⋯⋯⋯⋯⋯⋯⋯⋯⋯⋯⋯⋯⋯⋯⋯⋯⋯⋯⋯⋯⋯⋯

大难临头 168⋯⋯⋯⋯⋯⋯⋯⋯⋯⋯⋯⋯⋯⋯⋯⋯⋯⋯⋯⋯⋯⋯⋯⋯⋯⋯⋯

大逆不道 168⋯⋯⋯⋯⋯⋯⋯⋯⋯⋯⋯⋯⋯⋯⋯⋯⋯⋯⋯⋯⋯⋯⋯⋯⋯⋯⋯

大器晚成 169⋯⋯⋯⋯⋯⋯⋯⋯⋯⋯⋯⋯⋯⋯⋯⋯⋯⋯⋯⋯⋯⋯⋯⋯⋯⋯⋯

大千世界 169⋯⋯⋯⋯⋯⋯⋯⋯⋯⋯⋯⋯⋯⋯⋯⋯⋯⋯⋯⋯⋯⋯⋯⋯⋯⋯⋯

大权独揽 169⋯⋯⋯⋯⋯⋯⋯⋯⋯⋯⋯⋯⋯⋯⋯⋯⋯⋯⋯⋯⋯⋯⋯⋯⋯⋯⋯

大权旁落 170⋯⋯⋯⋯⋯⋯⋯⋯⋯⋯⋯⋯⋯⋯⋯⋯⋯⋯⋯⋯⋯⋯⋯⋯⋯⋯⋯

大煞风景 170⋯⋯⋯⋯⋯⋯⋯⋯⋯⋯⋯⋯⋯⋯⋯⋯⋯⋯⋯⋯⋯⋯⋯⋯⋯⋯⋯

大厦将倾 170⋯⋯⋯⋯⋯⋯⋯⋯⋯⋯⋯⋯⋯⋯⋯⋯⋯⋯⋯⋯⋯⋯⋯⋯⋯⋯⋯

大声疾呼 170⋯⋯⋯⋯⋯⋯⋯⋯⋯⋯⋯⋯⋯⋯⋯⋯⋯⋯⋯⋯⋯⋯⋯⋯⋯⋯⋯

大失所望 170⋯⋯⋯⋯⋯⋯⋯⋯⋯⋯⋯⋯⋯⋯⋯⋯⋯⋯⋯⋯⋯⋯⋯⋯⋯⋯⋯

大势所趋 171⋯⋯⋯⋯⋯⋯⋯⋯⋯⋯⋯⋯⋯⋯⋯⋯⋯⋯⋯⋯⋯⋯⋯⋯⋯⋯⋯

大势已去 171⋯⋯⋯⋯⋯⋯⋯⋯⋯⋯⋯⋯⋯⋯⋯⋯⋯⋯⋯⋯⋯⋯⋯⋯⋯⋯⋯

大是大非 171⋯⋯⋯⋯⋯⋯⋯⋯⋯⋯⋯⋯⋯⋯⋯⋯⋯⋯⋯⋯⋯⋯⋯⋯⋯⋯⋯

大手大脚 171⋯⋯⋯⋯⋯⋯⋯⋯⋯⋯⋯⋯⋯⋯⋯⋯⋯⋯⋯⋯⋯⋯⋯⋯⋯⋯⋯

大书特书 171⋯⋯⋯⋯⋯⋯⋯⋯⋯⋯⋯⋯⋯⋯⋯⋯⋯⋯⋯⋯⋯⋯⋯⋯⋯⋯⋯

大庭广众 171⋯⋯⋯⋯⋯⋯⋯⋯⋯⋯⋯⋯⋯⋯⋯⋯⋯⋯⋯⋯⋯⋯⋯⋯⋯⋯⋯

大同小异 172⋯⋯⋯⋯⋯⋯⋯⋯⋯⋯⋯⋯⋯⋯⋯⋯⋯⋯⋯⋯⋯⋯⋯⋯⋯⋯⋯

大喜过望 172⋯⋯⋯⋯⋯⋯⋯⋯⋯⋯⋯⋯⋯⋯⋯⋯⋯⋯⋯⋯⋯⋯⋯⋯⋯⋯⋯

大显身手 172⋯⋯⋯⋯⋯⋯⋯⋯⋯⋯⋯⋯⋯⋯⋯⋯⋯⋯⋯⋯⋯⋯⋯⋯⋯⋯⋯

大显神通 172⋯⋯⋯⋯⋯⋯⋯⋯⋯⋯⋯⋯⋯⋯⋯⋯⋯⋯⋯⋯⋯⋯⋯⋯⋯⋯⋯

大相径庭 172⋯⋯⋯⋯⋯⋯⋯⋯⋯⋯⋯⋯⋯⋯⋯⋯⋯⋯⋯⋯⋯⋯⋯⋯⋯⋯⋯

大兴土木 173⋯⋯⋯⋯⋯⋯⋯⋯⋯⋯⋯⋯⋯⋯⋯⋯⋯⋯⋯⋯⋯⋯⋯⋯⋯⋯⋯

大言不惭 173⋯⋯⋯⋯⋯⋯⋯⋯⋯⋯⋯⋯⋯⋯⋯⋯⋯⋯⋯⋯⋯⋯⋯⋯⋯⋯⋯

大摇大摆 173⋯⋯⋯⋯⋯⋯⋯⋯⋯⋯⋯⋯⋯⋯⋯⋯⋯⋯⋯⋯⋯⋯⋯⋯⋯⋯⋯

大义凛然 173⋯⋯⋯⋯⋯⋯⋯⋯⋯⋯⋯⋯⋯⋯⋯⋯⋯⋯⋯⋯⋯⋯⋯⋯⋯⋯⋯

·13·大



大义灭亲 173⋯⋯⋯⋯⋯⋯⋯⋯⋯⋯⋯⋯⋯⋯⋯⋯⋯⋯⋯⋯⋯⋯⋯⋯⋯⋯⋯

大有可为 174⋯⋯⋯⋯⋯⋯⋯⋯⋯⋯⋯⋯⋯⋯⋯⋯⋯⋯⋯⋯⋯⋯⋯⋯⋯⋯⋯

大有人在 174⋯⋯⋯⋯⋯⋯⋯⋯⋯⋯⋯⋯⋯⋯⋯⋯⋯⋯⋯⋯⋯⋯⋯⋯⋯⋯⋯

大有作为 174⋯⋯⋯⋯⋯⋯⋯⋯⋯⋯⋯⋯⋯⋯⋯⋯⋯⋯⋯⋯⋯⋯⋯⋯⋯⋯⋯

大雨滂沱 175⋯⋯⋯⋯⋯⋯⋯⋯⋯⋯⋯⋯⋯⋯⋯⋯⋯⋯⋯⋯⋯⋯⋯⋯⋯⋯⋯

大雨如注 175⋯⋯⋯⋯⋯⋯⋯⋯⋯⋯⋯⋯⋯⋯⋯⋯⋯⋯⋯⋯⋯⋯⋯⋯⋯⋯⋯

大展宏图 175⋯⋯⋯⋯⋯⋯⋯⋯⋯⋯⋯⋯⋯⋯⋯⋯⋯⋯⋯⋯⋯⋯⋯⋯⋯⋯⋯

大展经纶 175⋯⋯⋯⋯⋯⋯⋯⋯⋯⋯⋯⋯⋯⋯⋯⋯⋯⋯⋯⋯⋯⋯⋯⋯⋯⋯⋯

大张旗鼓 175⋯⋯⋯⋯⋯⋯⋯⋯⋯⋯⋯⋯⋯⋯⋯⋯⋯⋯⋯⋯⋯⋯⋯⋯⋯⋯⋯

大智大勇 175⋯⋯⋯⋯⋯⋯⋯⋯⋯⋯⋯⋯⋯⋯⋯⋯⋯⋯⋯⋯⋯⋯⋯⋯⋯⋯⋯

大智如愚 176⋯⋯⋯⋯⋯⋯⋯⋯⋯⋯⋯⋯⋯⋯⋯⋯⋯⋯⋯⋯⋯⋯⋯⋯⋯⋯⋯

大做文章 176⋯⋯⋯⋯⋯⋯⋯⋯⋯⋯⋯⋯⋯⋯⋯⋯⋯⋯⋯⋯⋯⋯⋯⋯⋯⋯⋯

dɑi 176⋯⋯⋯⋯⋯⋯⋯⋯⋯⋯⋯⋯⋯⋯⋯⋯⋯⋯

呆若木鸡 176⋯⋯⋯⋯⋯⋯⋯⋯⋯⋯⋯⋯⋯⋯⋯⋯⋯⋯⋯⋯⋯⋯⋯⋯⋯⋯⋯

呆头呆脑 176⋯⋯⋯⋯⋯⋯⋯⋯⋯⋯⋯⋯⋯⋯⋯⋯⋯⋯⋯⋯⋯⋯⋯⋯⋯⋯⋯

待价而沽 176⋯⋯⋯⋯⋯⋯⋯⋯⋯⋯⋯⋯⋯⋯⋯⋯⋯⋯⋯⋯⋯⋯⋯⋯⋯⋯⋯

待人接物 176⋯⋯⋯⋯⋯⋯⋯⋯⋯⋯⋯⋯⋯⋯⋯⋯⋯⋯⋯⋯⋯⋯⋯⋯⋯⋯⋯

待时而动 176⋯⋯⋯⋯⋯⋯⋯⋯⋯⋯⋯⋯⋯⋯⋯⋯⋯⋯⋯⋯⋯⋯⋯⋯⋯⋯⋯

戴罪立功 177⋯⋯⋯⋯⋯⋯⋯⋯⋯⋯⋯⋯⋯⋯⋯⋯⋯⋯⋯⋯⋯⋯⋯⋯⋯⋯⋯

dɑn 177⋯⋯⋯⋯⋯⋯⋯⋯⋯⋯⋯⋯⋯⋯⋯⋯⋯

担惊受怕 177⋯⋯⋯⋯⋯⋯⋯⋯⋯⋯⋯⋯⋯⋯⋯⋯⋯⋯⋯⋯⋯⋯⋯⋯⋯⋯⋯

单刀直入 177⋯⋯⋯⋯⋯⋯⋯⋯⋯⋯⋯⋯⋯⋯⋯⋯⋯⋯⋯⋯⋯⋯⋯⋯⋯⋯⋯

单枪匹马 177⋯⋯⋯⋯⋯⋯⋯⋯⋯⋯⋯⋯⋯⋯⋯⋯⋯⋯⋯⋯⋯⋯⋯⋯⋯⋯⋯

殚精竭虑 177⋯⋯⋯⋯⋯⋯⋯⋯⋯⋯⋯⋯⋯⋯⋯⋯⋯⋯⋯⋯⋯⋯⋯⋯⋯⋯⋯

箪食瓢饮 177⋯⋯⋯⋯⋯⋯⋯⋯⋯⋯⋯⋯⋯⋯⋯⋯⋯⋯⋯⋯⋯⋯⋯⋯⋯⋯⋯

胆大包天 178⋯⋯⋯⋯⋯⋯⋯⋯⋯⋯⋯⋯⋯⋯⋯⋯⋯⋯⋯⋯⋯⋯⋯⋯⋯⋯⋯

胆大妄为 178⋯⋯⋯⋯⋯⋯⋯⋯⋯⋯⋯⋯⋯⋯⋯⋯⋯⋯⋯⋯⋯⋯⋯⋯⋯⋯⋯

胆大心细 178⋯⋯⋯⋯⋯⋯⋯⋯⋯⋯⋯⋯⋯⋯⋯⋯⋯⋯⋯⋯⋯⋯⋯⋯⋯⋯⋯

胆小怕事 178⋯⋯⋯⋯⋯⋯⋯⋯⋯⋯⋯⋯⋯⋯⋯⋯⋯⋯⋯⋯⋯⋯⋯⋯⋯⋯⋯

胆小如鼠 178⋯⋯⋯⋯⋯⋯⋯⋯⋯⋯⋯⋯⋯⋯⋯⋯⋯⋯⋯⋯⋯⋯⋯⋯⋯⋯⋯

胆战心惊 179⋯⋯⋯⋯⋯⋯⋯⋯⋯⋯⋯⋯⋯⋯⋯⋯⋯⋯⋯⋯⋯⋯⋯⋯⋯⋯⋯

·23· 大呆待戴担单殚箪胆



淡而无味 179⋯⋯⋯⋯⋯⋯⋯⋯⋯⋯⋯⋯⋯⋯⋯⋯⋯⋯⋯⋯⋯⋯⋯⋯⋯⋯⋯

淡泊明志 179⋯⋯⋯⋯⋯⋯⋯⋯⋯⋯⋯⋯⋯⋯⋯⋯⋯⋯⋯⋯⋯⋯⋯⋯⋯⋯⋯

弹尽粮绝 179⋯⋯⋯⋯⋯⋯⋯⋯⋯⋯⋯⋯⋯⋯⋯⋯⋯⋯⋯⋯⋯⋯⋯⋯⋯⋯⋯

弹丸之地 179⋯⋯⋯⋯⋯⋯⋯⋯⋯⋯⋯⋯⋯⋯⋯⋯⋯⋯⋯⋯⋯⋯⋯⋯⋯⋯⋯

弹无虚发 179⋯⋯⋯⋯⋯⋯⋯⋯⋯⋯⋯⋯⋯⋯⋯⋯⋯⋯⋯⋯⋯⋯⋯⋯⋯⋯⋯

dɑnɡ 179⋯⋯⋯⋯⋯⋯⋯⋯⋯⋯⋯⋯⋯⋯⋯⋯⋯

当断不断 180⋯⋯⋯⋯⋯⋯⋯⋯⋯⋯⋯⋯⋯⋯⋯⋯⋯⋯⋯⋯⋯⋯⋯⋯⋯⋯⋯

当机立断 180⋯⋯⋯⋯⋯⋯⋯⋯⋯⋯⋯⋯⋯⋯⋯⋯⋯⋯⋯⋯⋯⋯⋯⋯⋯⋯⋯

当局者迷 , 旁观者清 180⋯⋯⋯⋯⋯⋯⋯⋯⋯⋯⋯⋯⋯⋯⋯⋯⋯⋯⋯⋯⋯⋯⋯

当仁不让 180⋯⋯⋯⋯⋯⋯⋯⋯⋯⋯⋯⋯⋯⋯⋯⋯⋯⋯⋯⋯⋯⋯⋯⋯⋯⋯⋯

当头棒喝 180⋯⋯⋯⋯⋯⋯⋯⋯⋯⋯⋯⋯⋯⋯⋯⋯⋯⋯⋯⋯⋯⋯⋯⋯⋯⋯⋯

当家作主 181⋯⋯⋯⋯⋯⋯⋯⋯⋯⋯⋯⋯⋯⋯⋯⋯⋯⋯⋯⋯⋯⋯⋯⋯⋯⋯⋯

当务之急 181⋯⋯⋯⋯⋯⋯⋯⋯⋯⋯⋯⋯⋯⋯⋯⋯⋯⋯⋯⋯⋯⋯⋯⋯⋯⋯⋯

当世无双 181⋯⋯⋯⋯⋯⋯⋯⋯⋯⋯⋯⋯⋯⋯⋯⋯⋯⋯⋯⋯⋯⋯⋯⋯⋯⋯⋯

当之有愧 181⋯⋯⋯⋯⋯⋯⋯⋯⋯⋯⋯⋯⋯⋯⋯⋯⋯⋯⋯⋯⋯⋯⋯⋯⋯⋯⋯

当之无愧 181⋯⋯⋯⋯⋯⋯⋯⋯⋯⋯⋯⋯⋯⋯⋯⋯⋯⋯⋯⋯⋯⋯⋯⋯⋯⋯⋯

党同伐异 181⋯⋯⋯⋯⋯⋯⋯⋯⋯⋯⋯⋯⋯⋯⋯⋯⋯⋯⋯⋯⋯⋯⋯⋯⋯⋯⋯

荡然无存 181⋯⋯⋯⋯⋯⋯⋯⋯⋯⋯⋯⋯⋯⋯⋯⋯⋯⋯⋯⋯⋯⋯⋯⋯⋯⋯⋯

dɑo 182⋯⋯⋯⋯⋯⋯⋯⋯⋯⋯⋯⋯⋯⋯⋯⋯⋯

刀耕火种 182⋯⋯⋯⋯⋯⋯⋯⋯⋯⋯⋯⋯⋯⋯⋯⋯⋯⋯⋯⋯⋯⋯⋯⋯⋯⋯⋯

刀光剑影 182⋯⋯⋯⋯⋯⋯⋯⋯⋯⋯⋯⋯⋯⋯⋯⋯⋯⋯⋯⋯⋯⋯⋯⋯⋯⋯⋯

刀枪入库 182⋯⋯⋯⋯⋯⋯⋯⋯⋯⋯⋯⋯⋯⋯⋯⋯⋯⋯⋯⋯⋯⋯⋯⋯⋯⋯⋯

刀山火海 182⋯⋯⋯⋯⋯⋯⋯⋯⋯⋯⋯⋯⋯⋯⋯⋯⋯⋯⋯⋯⋯⋯⋯⋯⋯⋯⋯

倒海翻江 182⋯⋯⋯⋯⋯⋯⋯⋯⋯⋯⋯⋯⋯⋯⋯⋯⋯⋯⋯⋯⋯⋯⋯⋯⋯⋯⋯

倒打一耙 182⋯⋯⋯⋯⋯⋯⋯⋯⋯⋯⋯⋯⋯⋯⋯⋯⋯⋯⋯⋯⋯⋯⋯⋯⋯⋯⋯

倒背如流 183⋯⋯⋯⋯⋯⋯⋯⋯⋯⋯⋯⋯⋯⋯⋯⋯⋯⋯⋯⋯⋯⋯⋯⋯⋯⋯⋯

倒行逆施 183⋯⋯⋯⋯⋯⋯⋯⋯⋯⋯⋯⋯⋯⋯⋯⋯⋯⋯⋯⋯⋯⋯⋯⋯⋯⋯⋯

倒载干戈 183⋯⋯⋯⋯⋯⋯⋯⋯⋯⋯⋯⋯⋯⋯⋯⋯⋯⋯⋯⋯⋯⋯⋯⋯⋯⋯⋯

盗名窃誉 183⋯⋯⋯⋯⋯⋯⋯⋯⋯⋯⋯⋯⋯⋯⋯⋯⋯⋯⋯⋯⋯⋯⋯⋯⋯⋯⋯

道不同不相为谋 183⋯⋯⋯⋯⋯⋯⋯⋯⋯⋯⋯⋯⋯⋯⋯⋯⋯⋯⋯⋯⋯⋯⋯⋯

道不拾遗 183⋯⋯⋯⋯⋯⋯⋯⋯⋯⋯⋯⋯⋯⋯⋯⋯⋯⋯⋯⋯⋯⋯⋯⋯⋯⋯⋯

·33·淡弹当党荡刀倒盗道



道高一尺 , 魔高一丈 183⋯⋯⋯⋯⋯⋯⋯⋯⋯⋯⋯⋯⋯⋯⋯⋯⋯⋯⋯⋯⋯⋯⋯

道路以目 184⋯⋯⋯⋯⋯⋯⋯⋯⋯⋯⋯⋯⋯⋯⋯⋯⋯⋯⋯⋯⋯⋯⋯⋯⋯⋯⋯

道貌岸然 184⋯⋯⋯⋯⋯⋯⋯⋯⋯⋯⋯⋯⋯⋯⋯⋯⋯⋯⋯⋯⋯⋯⋯⋯⋯⋯⋯

道听途说 184⋯⋯⋯⋯⋯⋯⋯⋯⋯⋯⋯⋯⋯⋯⋯⋯⋯⋯⋯⋯⋯⋯⋯⋯⋯⋯⋯

de 184⋯⋯⋯⋯⋯⋯⋯⋯⋯⋯⋯⋯⋯⋯⋯⋯⋯⋯

得不偿失 184⋯⋯⋯⋯⋯⋯⋯⋯⋯⋯⋯⋯⋯⋯⋯⋯⋯⋯⋯⋯⋯⋯⋯⋯⋯⋯⋯

得其所哉 184⋯⋯⋯⋯⋯⋯⋯⋯⋯⋯⋯⋯⋯⋯⋯⋯⋯⋯⋯⋯⋯⋯⋯⋯⋯⋯⋯

得寸进尺 185⋯⋯⋯⋯⋯⋯⋯⋯⋯⋯⋯⋯⋯⋯⋯⋯⋯⋯⋯⋯⋯⋯⋯⋯⋯⋯⋯

得道多助 , 失道寡助 185⋯⋯⋯⋯⋯⋯⋯⋯⋯⋯⋯⋯⋯⋯⋯⋯⋯⋯⋯⋯⋯⋯⋯

得过且过 185⋯⋯⋯⋯⋯⋯⋯⋯⋯⋯⋯⋯⋯⋯⋯⋯⋯⋯⋯⋯⋯⋯⋯⋯⋯⋯⋯

得陇望蜀 185⋯⋯⋯⋯⋯⋯⋯⋯⋯⋯⋯⋯⋯⋯⋯⋯⋯⋯⋯⋯⋯⋯⋯⋯⋯⋯⋯

得天独厚 186⋯⋯⋯⋯⋯⋯⋯⋯⋯⋯⋯⋯⋯⋯⋯⋯⋯⋯⋯⋯⋯⋯⋯⋯⋯⋯⋯

得心应手 186⋯⋯⋯⋯⋯⋯⋯⋯⋯⋯⋯⋯⋯⋯⋯⋯⋯⋯⋯⋯⋯⋯⋯⋯⋯⋯⋯

得意忘形 186⋯⋯⋯⋯⋯⋯⋯⋯⋯⋯⋯⋯⋯⋯⋯⋯⋯⋯⋯⋯⋯⋯⋯⋯⋯⋯⋯

得意门生 186⋯⋯⋯⋯⋯⋯⋯⋯⋯⋯⋯⋯⋯⋯⋯⋯⋯⋯⋯⋯⋯⋯⋯⋯⋯⋯⋯

得意忘言 186⋯⋯⋯⋯⋯⋯⋯⋯⋯⋯⋯⋯⋯⋯⋯⋯⋯⋯⋯⋯⋯⋯⋯⋯⋯⋯⋯

得鱼忘筌 187⋯⋯⋯⋯⋯⋯⋯⋯⋯⋯⋯⋯⋯⋯⋯⋯⋯⋯⋯⋯⋯⋯⋯⋯⋯⋯⋯

得意洋洋 187⋯⋯⋯⋯⋯⋯⋯⋯⋯⋯⋯⋯⋯⋯⋯⋯⋯⋯⋯⋯⋯⋯⋯⋯⋯⋯⋯

德才兼备 187⋯⋯⋯⋯⋯⋯⋯⋯⋯⋯⋯⋯⋯⋯⋯⋯⋯⋯⋯⋯⋯⋯⋯⋯⋯⋯⋯

德高望重 187⋯⋯⋯⋯⋯⋯⋯⋯⋯⋯⋯⋯⋯⋯⋯⋯⋯⋯⋯⋯⋯⋯⋯⋯⋯⋯⋯

德隆望尊 187⋯⋯⋯⋯⋯⋯⋯⋯⋯⋯⋯⋯⋯⋯⋯⋯⋯⋯⋯⋯⋯⋯⋯⋯⋯⋯⋯

denɡ 187⋯⋯⋯⋯⋯⋯⋯⋯⋯⋯⋯⋯⋯⋯⋯⋯⋯

灯红酒绿 187⋯⋯⋯⋯⋯⋯⋯⋯⋯⋯⋯⋯⋯⋯⋯⋯⋯⋯⋯⋯⋯⋯⋯⋯⋯⋯⋯

灯火辉煌 188⋯⋯⋯⋯⋯⋯⋯⋯⋯⋯⋯⋯⋯⋯⋯⋯⋯⋯⋯⋯⋯⋯⋯⋯⋯⋯⋯

登峰造极 188⋯⋯⋯⋯⋯⋯⋯⋯⋯⋯⋯⋯⋯⋯⋯⋯⋯⋯⋯⋯⋯⋯⋯⋯⋯⋯⋯

登堂入室 188⋯⋯⋯⋯⋯⋯⋯⋯⋯⋯⋯⋯⋯⋯⋯⋯⋯⋯⋯⋯⋯⋯⋯⋯⋯⋯⋯

等而下之 188⋯⋯⋯⋯⋯⋯⋯⋯⋯⋯⋯⋯⋯⋯⋯⋯⋯⋯⋯⋯⋯⋯⋯⋯⋯⋯⋯

等量齐观 188⋯⋯⋯⋯⋯⋯⋯⋯⋯⋯⋯⋯⋯⋯⋯⋯⋯⋯⋯⋯⋯⋯⋯⋯⋯⋯⋯

等米下锅 188⋯⋯⋯⋯⋯⋯⋯⋯⋯⋯⋯⋯⋯⋯⋯⋯⋯⋯⋯⋯⋯⋯⋯⋯⋯⋯⋯

等闲视之 189⋯⋯⋯⋯⋯⋯⋯⋯⋯⋯⋯⋯⋯⋯⋯⋯⋯⋯⋯⋯⋯⋯⋯⋯⋯⋯⋯

·43· 道得德灯登等



di 189⋯⋯⋯⋯⋯⋯⋯⋯⋯⋯⋯⋯⋯⋯⋯⋯⋯⋯

低三下四 189⋯⋯⋯⋯⋯⋯⋯⋯⋯⋯⋯⋯⋯⋯⋯⋯⋯⋯⋯⋯⋯⋯⋯⋯⋯⋯⋯

低声下气 189⋯⋯⋯⋯⋯⋯⋯⋯⋯⋯⋯⋯⋯⋯⋯⋯⋯⋯⋯⋯⋯⋯⋯⋯⋯⋯⋯

滴水不漏 189⋯⋯⋯⋯⋯⋯⋯⋯⋯⋯⋯⋯⋯⋯⋯⋯⋯⋯⋯⋯⋯⋯⋯⋯⋯⋯⋯

滴水成冰 189⋯⋯⋯⋯⋯⋯⋯⋯⋯⋯⋯⋯⋯⋯⋯⋯⋯⋯⋯⋯⋯⋯⋯⋯⋯⋯⋯

滴水穿石 190⋯⋯⋯⋯⋯⋯⋯⋯⋯⋯⋯⋯⋯⋯⋯⋯⋯⋯⋯⋯⋯⋯⋯⋯⋯⋯⋯

堤溃蚁穴 190⋯⋯⋯⋯⋯⋯⋯⋯⋯⋯⋯⋯⋯⋯⋯⋯⋯⋯⋯⋯⋯⋯⋯⋯⋯⋯⋯

砥节砺行 190⋯⋯⋯⋯⋯⋯⋯⋯⋯⋯⋯⋯⋯⋯⋯⋯⋯⋯⋯⋯⋯⋯⋯⋯⋯⋯⋯

涤瑕荡秽 190⋯⋯⋯⋯⋯⋯⋯⋯⋯⋯⋯⋯⋯⋯⋯⋯⋯⋯⋯⋯⋯⋯⋯⋯⋯⋯⋯

抵足而眠 190⋯⋯⋯⋯⋯⋯⋯⋯⋯⋯⋯⋯⋯⋯⋯⋯⋯⋯⋯⋯⋯⋯⋯⋯⋯⋯⋯

抵掌而谈 190⋯⋯⋯⋯⋯⋯⋯⋯⋯⋯⋯⋯⋯⋯⋯⋯⋯⋯⋯⋯⋯⋯⋯⋯⋯⋯⋯

地大物博 191⋯⋯⋯⋯⋯⋯⋯⋯⋯⋯⋯⋯⋯⋯⋯⋯⋯⋯⋯⋯⋯⋯⋯⋯⋯⋯⋯

地动山摇 191⋯⋯⋯⋯⋯⋯⋯⋯⋯⋯⋯⋯⋯⋯⋯⋯⋯⋯⋯⋯⋯⋯⋯⋯⋯⋯⋯

地利人和 191⋯⋯⋯⋯⋯⋯⋯⋯⋯⋯⋯⋯⋯⋯⋯⋯⋯⋯⋯⋯⋯⋯⋯⋯⋯⋯⋯

地主之谊 191⋯⋯⋯⋯⋯⋯⋯⋯⋯⋯⋯⋯⋯⋯⋯⋯⋯⋯⋯⋯⋯⋯⋯⋯⋯⋯⋯

diɑn 191⋯⋯⋯⋯⋯⋯⋯⋯⋯⋯⋯⋯⋯⋯⋯⋯⋯

掂斤播两 191⋯⋯⋯⋯⋯⋯⋯⋯⋯⋯⋯⋯⋯⋯⋯⋯⋯⋯⋯⋯⋯⋯⋯⋯⋯⋯⋯

颠倒黑白 191⋯⋯⋯⋯⋯⋯⋯⋯⋯⋯⋯⋯⋯⋯⋯⋯⋯⋯⋯⋯⋯⋯⋯⋯⋯⋯⋯

颠倒是非 191⋯⋯⋯⋯⋯⋯⋯⋯⋯⋯⋯⋯⋯⋯⋯⋯⋯⋯⋯⋯⋯⋯⋯⋯⋯⋯⋯

颠沛流离 192⋯⋯⋯⋯⋯⋯⋯⋯⋯⋯⋯⋯⋯⋯⋯⋯⋯⋯⋯⋯⋯⋯⋯⋯⋯⋯⋯

颠扑不破 192⋯⋯⋯⋯⋯⋯⋯⋯⋯⋯⋯⋯⋯⋯⋯⋯⋯⋯⋯⋯⋯⋯⋯⋯⋯⋯⋯

颠三倒四 192⋯⋯⋯⋯⋯⋯⋯⋯⋯⋯⋯⋯⋯⋯⋯⋯⋯⋯⋯⋯⋯⋯⋯⋯⋯⋯⋯

点头哈腰 192⋯⋯⋯⋯⋯⋯⋯⋯⋯⋯⋯⋯⋯⋯⋯⋯⋯⋯⋯⋯⋯⋯⋯⋯⋯⋯⋯

点铁成金 192⋯⋯⋯⋯⋯⋯⋯⋯⋯⋯⋯⋯⋯⋯⋯⋯⋯⋯⋯⋯⋯⋯⋯⋯⋯⋯⋯

电光石火 192⋯⋯⋯⋯⋯⋯⋯⋯⋯⋯⋯⋯⋯⋯⋯⋯⋯⋯⋯⋯⋯⋯⋯⋯⋯⋯⋯

diɑo 193⋯⋯⋯⋯⋯⋯⋯⋯⋯⋯⋯⋯⋯⋯⋯⋯⋯

刁钻古怪 193⋯⋯⋯⋯⋯⋯⋯⋯⋯⋯⋯⋯⋯⋯⋯⋯⋯⋯⋯⋯⋯⋯⋯⋯⋯⋯⋯

雕虫小技 193⋯⋯⋯⋯⋯⋯⋯⋯⋯⋯⋯⋯⋯⋯⋯⋯⋯⋯⋯⋯⋯⋯⋯⋯⋯⋯⋯

雕栏玉砌 193⋯⋯⋯⋯⋯⋯⋯⋯⋯⋯⋯⋯⋯⋯⋯⋯⋯⋯⋯⋯⋯⋯⋯⋯⋯⋯⋯

·53·低滴堤砥涤抵地掂颠点电刁雕



雕梁画栋 193⋯⋯⋯⋯⋯⋯⋯⋯⋯⋯⋯⋯⋯⋯⋯⋯⋯⋯⋯⋯⋯⋯⋯⋯⋯⋯⋯

雕章琢句 193⋯⋯⋯⋯⋯⋯⋯⋯⋯⋯⋯⋯⋯⋯⋯⋯⋯⋯⋯⋯⋯⋯⋯⋯⋯⋯⋯

吊民伐罪 194⋯⋯⋯⋯⋯⋯⋯⋯⋯⋯⋯⋯⋯⋯⋯⋯⋯⋯⋯⋯⋯⋯⋯⋯⋯⋯⋯

吊死问疾 194⋯⋯⋯⋯⋯⋯⋯⋯⋯⋯⋯⋯⋯⋯⋯⋯⋯⋯⋯⋯⋯⋯⋯⋯⋯⋯⋯

掉以轻心 194⋯⋯⋯⋯⋯⋯⋯⋯⋯⋯⋯⋯⋯⋯⋯⋯⋯⋯⋯⋯⋯⋯⋯⋯⋯⋯⋯

调兵遣将 194⋯⋯⋯⋯⋯⋯⋯⋯⋯⋯⋯⋯⋯⋯⋯⋯⋯⋯⋯⋯⋯⋯⋯⋯⋯⋯⋯

调虎离山 194⋯⋯⋯⋯⋯⋯⋯⋯⋯⋯⋯⋯⋯⋯⋯⋯⋯⋯⋯⋯⋯⋯⋯⋯⋯⋯⋯

die 194⋯⋯⋯⋯⋯⋯⋯⋯⋯⋯⋯⋯⋯⋯⋯⋯⋯⋯

��不休 194⋯⋯⋯⋯⋯⋯⋯⋯⋯⋯⋯⋯⋯⋯⋯⋯⋯⋯⋯⋯⋯⋯⋯⋯⋯⋯⋯

叠床架屋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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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夫俗子 221⋯⋯⋯⋯⋯⋯⋯⋯⋯⋯⋯⋯⋯⋯⋯⋯⋯⋯⋯⋯⋯⋯⋯⋯⋯⋯⋯

繁花似锦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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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愚则诬 231⋯⋯⋯⋯⋯⋯⋯⋯⋯⋯⋯⋯⋯⋯⋯⋯⋯⋯⋯⋯⋯⋯⋯⋯⋯⋯⋯

肥头大耳 231⋯⋯⋯⋯⋯⋯⋯⋯⋯⋯⋯⋯⋯⋯⋯⋯⋯⋯⋯⋯⋯⋯⋯⋯⋯⋯⋯

匪夷所思 232⋯⋯⋯⋯⋯⋯⋯⋯⋯⋯⋯⋯⋯⋯⋯⋯⋯⋯⋯⋯⋯⋯⋯⋯⋯⋯⋯

斐然成章 232⋯⋯⋯⋯⋯⋯⋯⋯⋯⋯⋯⋯⋯⋯⋯⋯⋯⋯⋯⋯⋯⋯⋯⋯⋯⋯⋯

沸沸扬扬 232⋯⋯⋯⋯⋯⋯⋯⋯⋯⋯⋯⋯⋯⋯⋯⋯⋯⋯⋯⋯⋯⋯⋯⋯⋯⋯⋯

肺腑之言 232⋯⋯⋯⋯⋯⋯⋯⋯⋯⋯⋯⋯⋯⋯⋯⋯⋯⋯⋯⋯⋯⋯⋯⋯⋯⋯⋯

废话连篇 232⋯⋯⋯⋯⋯⋯⋯⋯⋯⋯⋯⋯⋯⋯⋯⋯⋯⋯⋯⋯⋯⋯⋯⋯⋯⋯⋯

废寝忘食 233⋯⋯⋯⋯⋯⋯⋯⋯⋯⋯⋯⋯⋯⋯⋯⋯⋯⋯⋯⋯⋯⋯⋯⋯⋯⋯⋯

费尽心机 233⋯⋯⋯⋯⋯⋯⋯⋯⋯⋯⋯⋯⋯⋯⋯⋯⋯⋯⋯⋯⋯⋯⋯⋯⋯⋯⋯

fen 233⋯⋯⋯⋯⋯⋯⋯⋯⋯⋯⋯⋯⋯⋯⋯⋯⋯⋯

分崩离析 233⋯⋯⋯⋯⋯⋯⋯⋯⋯⋯⋯⋯⋯⋯⋯⋯⋯⋯⋯⋯⋯⋯⋯⋯⋯⋯⋯

分道扬镳 233⋯⋯⋯⋯⋯⋯⋯⋯⋯⋯⋯⋯⋯⋯⋯⋯⋯⋯⋯⋯⋯⋯⋯⋯⋯⋯⋯

分甘共苦 234⋯⋯⋯⋯⋯⋯⋯⋯⋯⋯⋯⋯⋯⋯⋯⋯⋯⋯⋯⋯⋯⋯⋯⋯⋯⋯⋯

分花拂柳 234⋯⋯⋯⋯⋯⋯⋯⋯⋯⋯⋯⋯⋯⋯⋯⋯⋯⋯⋯⋯⋯⋯⋯⋯⋯⋯⋯

分所应为 234⋯⋯⋯⋯⋯⋯⋯⋯⋯⋯⋯⋯⋯⋯⋯⋯⋯⋯⋯⋯⋯⋯⋯⋯⋯⋯⋯

·34·飞非肥匪斐沸肺废费分



分门别类 234⋯⋯⋯⋯⋯⋯⋯⋯⋯⋯⋯⋯⋯⋯⋯⋯⋯⋯⋯⋯⋯⋯⋯⋯⋯⋯⋯

分秒必争 235⋯⋯⋯⋯⋯⋯⋯⋯⋯⋯⋯⋯⋯⋯⋯⋯⋯⋯⋯⋯⋯⋯⋯⋯⋯⋯⋯

分庭抗礼 235⋯⋯⋯⋯⋯⋯⋯⋯⋯⋯⋯⋯⋯⋯⋯⋯⋯⋯⋯⋯⋯⋯⋯⋯⋯⋯⋯

分化瓦解 235⋯⋯⋯⋯⋯⋯⋯⋯⋯⋯⋯⋯⋯⋯⋯⋯⋯⋯⋯⋯⋯⋯⋯⋯⋯⋯⋯

分文不取 235⋯⋯⋯⋯⋯⋯⋯⋯⋯⋯⋯⋯⋯⋯⋯⋯⋯⋯⋯⋯⋯⋯⋯⋯⋯⋯⋯

分文不值 235⋯⋯⋯⋯⋯⋯⋯⋯⋯⋯⋯⋯⋯⋯⋯⋯⋯⋯⋯⋯⋯⋯⋯⋯⋯⋯⋯

纷纷攘攘 235⋯⋯⋯⋯⋯⋯⋯⋯⋯⋯⋯⋯⋯⋯⋯⋯⋯⋯⋯⋯⋯⋯⋯⋯⋯⋯⋯

纷纷扬扬 236⋯⋯⋯⋯⋯⋯⋯⋯⋯⋯⋯⋯⋯⋯⋯⋯⋯⋯⋯⋯⋯⋯⋯⋯⋯⋯⋯

纷红骇绿 236⋯⋯⋯⋯⋯⋯⋯⋯⋯⋯⋯⋯⋯⋯⋯⋯⋯⋯⋯⋯⋯⋯⋯⋯⋯⋯⋯

纷至沓来 236⋯⋯⋯⋯⋯⋯⋯⋯⋯⋯⋯⋯⋯⋯⋯⋯⋯⋯⋯⋯⋯⋯⋯⋯⋯⋯⋯

焚膏继晷 236⋯⋯⋯⋯⋯⋯⋯⋯⋯⋯⋯⋯⋯⋯⋯⋯⋯⋯⋯⋯⋯⋯⋯⋯⋯⋯⋯

焚林而猎 236⋯⋯⋯⋯⋯⋯⋯⋯⋯⋯⋯⋯⋯⋯⋯⋯⋯⋯⋯⋯⋯⋯⋯⋯⋯⋯⋯

焚书坑儒 236⋯⋯⋯⋯⋯⋯⋯⋯⋯⋯⋯⋯⋯⋯⋯⋯⋯⋯⋯⋯⋯⋯⋯⋯⋯⋯⋯

粉墨登场 237⋯⋯⋯⋯⋯⋯⋯⋯⋯⋯⋯⋯⋯⋯⋯⋯⋯⋯⋯⋯⋯⋯⋯⋯⋯⋯⋯

粉身碎骨 237⋯⋯⋯⋯⋯⋯⋯⋯⋯⋯⋯⋯⋯⋯⋯⋯⋯⋯⋯⋯⋯⋯⋯⋯⋯⋯⋯

粉饰太平 237⋯⋯⋯⋯⋯⋯⋯⋯⋯⋯⋯⋯⋯⋯⋯⋯⋯⋯⋯⋯⋯⋯⋯⋯⋯⋯⋯

粉妆玉琢 237⋯⋯⋯⋯⋯⋯⋯⋯⋯⋯⋯⋯⋯⋯⋯⋯⋯⋯⋯⋯⋯⋯⋯⋯⋯⋯⋯

奋不顾身 237⋯⋯⋯⋯⋯⋯⋯⋯⋯⋯⋯⋯⋯⋯⋯⋯⋯⋯⋯⋯⋯⋯⋯⋯⋯⋯⋯

奋发图强 237⋯⋯⋯⋯⋯⋯⋯⋯⋯⋯⋯⋯⋯⋯⋯⋯⋯⋯⋯⋯⋯⋯⋯⋯⋯⋯⋯

奋起直追 238⋯⋯⋯⋯⋯⋯⋯⋯⋯⋯⋯⋯⋯⋯⋯⋯⋯⋯⋯⋯⋯⋯⋯⋯⋯⋯⋯

奋勇当先 238⋯⋯⋯⋯⋯⋯⋯⋯⋯⋯⋯⋯⋯⋯⋯⋯⋯⋯⋯⋯⋯⋯⋯⋯⋯⋯⋯

奋发有为 238⋯⋯⋯⋯⋯⋯⋯⋯⋯⋯⋯⋯⋯⋯⋯⋯⋯⋯⋯⋯⋯⋯⋯⋯⋯⋯⋯

愤愤不平 238⋯⋯⋯⋯⋯⋯⋯⋯⋯⋯⋯⋯⋯⋯⋯⋯⋯⋯⋯⋯⋯⋯⋯⋯⋯⋯⋯

愤世嫉俗 238⋯⋯⋯⋯⋯⋯⋯⋯⋯⋯⋯⋯⋯⋯⋯⋯⋯⋯⋯⋯⋯⋯⋯⋯⋯⋯⋯

fenɡ 238⋯⋯⋯⋯⋯⋯⋯⋯⋯⋯⋯⋯⋯⋯⋯⋯⋯

丰富多彩 238⋯⋯⋯⋯⋯⋯⋯⋯⋯⋯⋯⋯⋯⋯⋯⋯⋯⋯⋯⋯⋯⋯⋯⋯⋯⋯⋯

丰功伟绩 239⋯⋯⋯⋯⋯⋯⋯⋯⋯⋯⋯⋯⋯⋯⋯⋯⋯⋯⋯⋯⋯⋯⋯⋯⋯⋯⋯

丰衣足食 239⋯⋯⋯⋯⋯⋯⋯⋯⋯⋯⋯⋯⋯⋯⋯⋯⋯⋯⋯⋯⋯⋯⋯⋯⋯⋯⋯

丰姿绰约 239⋯⋯⋯⋯⋯⋯⋯⋯⋯⋯⋯⋯⋯⋯⋯⋯⋯⋯⋯⋯⋯⋯⋯⋯⋯⋯⋯

风餐露宿 239⋯⋯⋯⋯⋯⋯⋯⋯⋯⋯⋯⋯⋯⋯⋯⋯⋯⋯⋯⋯⋯⋯⋯⋯⋯⋯⋯

风尘仆仆 239⋯⋯⋯⋯⋯⋯⋯⋯⋯⋯⋯⋯⋯⋯⋯⋯⋯⋯⋯⋯⋯⋯⋯⋯⋯⋯⋯

风驰电掣 239⋯⋯⋯⋯⋯⋯⋯⋯⋯⋯⋯⋯⋯⋯⋯⋯⋯⋯⋯⋯⋯⋯⋯⋯⋯⋯⋯

风吹草动 240⋯⋯⋯⋯⋯⋯⋯⋯⋯⋯⋯⋯⋯⋯⋯⋯⋯⋯⋯⋯⋯⋯⋯⋯⋯⋯⋯

·44· 分纷焚粉奋愤丰风



风吹浪打 240⋯⋯⋯⋯⋯⋯⋯⋯⋯⋯⋯⋯⋯⋯⋯⋯⋯⋯⋯⋯⋯⋯⋯⋯⋯⋯⋯

风吹日晒 240⋯⋯⋯⋯⋯⋯⋯⋯⋯⋯⋯⋯⋯⋯⋯⋯⋯⋯⋯⋯⋯⋯⋯⋯⋯⋯⋯

风吹雨打 240⋯⋯⋯⋯⋯⋯⋯⋯⋯⋯⋯⋯⋯⋯⋯⋯⋯⋯⋯⋯⋯⋯⋯⋯⋯⋯⋯

风靡一时 240⋯⋯⋯⋯⋯⋯⋯⋯⋯⋯⋯⋯⋯⋯⋯⋯⋯⋯⋯⋯⋯⋯⋯⋯⋯⋯⋯

风和日丽 240⋯⋯⋯⋯⋯⋯⋯⋯⋯⋯⋯⋯⋯⋯⋯⋯⋯⋯⋯⋯⋯⋯⋯⋯⋯⋯⋯

风花雪月 241⋯⋯⋯⋯⋯⋯⋯⋯⋯⋯⋯⋯⋯⋯⋯⋯⋯⋯⋯⋯⋯⋯⋯⋯⋯⋯⋯

风华正茂 241⋯⋯⋯⋯⋯⋯⋯⋯⋯⋯⋯⋯⋯⋯⋯⋯⋯⋯⋯⋯⋯⋯⋯⋯⋯⋯⋯

风云突变 241⋯⋯⋯⋯⋯⋯⋯⋯⋯⋯⋯⋯⋯⋯⋯⋯⋯⋯⋯⋯⋯⋯⋯⋯⋯⋯⋯

风卷残云 241⋯⋯⋯⋯⋯⋯⋯⋯⋯⋯⋯⋯⋯⋯⋯⋯⋯⋯⋯⋯⋯⋯⋯⋯⋯⋯⋯

风流人物 241⋯⋯⋯⋯⋯⋯⋯⋯⋯⋯⋯⋯⋯⋯⋯⋯⋯⋯⋯⋯⋯⋯⋯⋯⋯⋯⋯

风流倜傥 241⋯⋯⋯⋯⋯⋯⋯⋯⋯⋯⋯⋯⋯⋯⋯⋯⋯⋯⋯⋯⋯⋯⋯⋯⋯⋯⋯

风流云散 241⋯⋯⋯⋯⋯⋯⋯⋯⋯⋯⋯⋯⋯⋯⋯⋯⋯⋯⋯⋯⋯⋯⋯⋯⋯⋯⋯

风马牛不相及 242⋯⋯⋯⋯⋯⋯⋯⋯⋯⋯⋯⋯⋯⋯⋯⋯⋯⋯⋯⋯⋯⋯⋯⋯⋯

风平浪静 242⋯⋯⋯⋯⋯⋯⋯⋯⋯⋯⋯⋯⋯⋯⋯⋯⋯⋯⋯⋯⋯⋯⋯⋯⋯⋯⋯

风起云涌 242⋯⋯⋯⋯⋯⋯⋯⋯⋯⋯⋯⋯⋯⋯⋯⋯⋯⋯⋯⋯⋯⋯⋯⋯⋯⋯⋯

风声鹤� 242⋯⋯⋯⋯⋯⋯⋯⋯⋯⋯⋯⋯⋯⋯⋯⋯⋯⋯⋯⋯⋯⋯⋯⋯⋯⋯⋯

风调雨顺 243⋯⋯⋯⋯⋯⋯⋯⋯⋯⋯⋯⋯⋯⋯⋯⋯⋯⋯⋯⋯⋯⋯⋯⋯⋯⋯⋯

风中残烛 243⋯⋯⋯⋯⋯⋯⋯⋯⋯⋯⋯⋯⋯⋯⋯⋯⋯⋯⋯⋯⋯⋯⋯⋯⋯⋯⋯

风度翩翩 243⋯⋯⋯⋯⋯⋯⋯⋯⋯⋯⋯⋯⋯⋯⋯⋯⋯⋯⋯⋯⋯⋯⋯⋯⋯⋯⋯

风云际会 243⋯⋯⋯⋯⋯⋯⋯⋯⋯⋯⋯⋯⋯⋯⋯⋯⋯⋯⋯⋯⋯⋯⋯⋯⋯⋯⋯

风韵犹存 243⋯⋯⋯⋯⋯⋯⋯⋯⋯⋯⋯⋯⋯⋯⋯⋯⋯⋯⋯⋯⋯⋯⋯⋯⋯⋯⋯

风谲云诡 243⋯⋯⋯⋯⋯⋯⋯⋯⋯⋯⋯⋯⋯⋯⋯⋯⋯⋯⋯⋯⋯⋯⋯⋯⋯⋯⋯

风流蕴藉 243⋯⋯⋯⋯⋯⋯⋯⋯⋯⋯⋯⋯⋯⋯⋯⋯⋯⋯⋯⋯⋯⋯⋯⋯⋯⋯⋯

风流韵事 244⋯⋯⋯⋯⋯⋯⋯⋯⋯⋯⋯⋯⋯⋯⋯⋯⋯⋯⋯⋯⋯⋯⋯⋯⋯⋯⋯

风行草偃 244⋯⋯⋯⋯⋯⋯⋯⋯⋯⋯⋯⋯⋯⋯⋯⋯⋯⋯⋯⋯⋯⋯⋯⋯⋯⋯⋯

风姿绰约 244⋯⋯⋯⋯⋯⋯⋯⋯⋯⋯⋯⋯⋯⋯⋯⋯⋯⋯⋯⋯⋯⋯⋯⋯⋯⋯⋯

风土人情 244⋯⋯⋯⋯⋯⋯⋯⋯⋯⋯⋯⋯⋯⋯⋯⋯⋯⋯⋯⋯⋯⋯⋯⋯⋯⋯⋯

风行一时 244⋯⋯⋯⋯⋯⋯⋯⋯⋯⋯⋯⋯⋯⋯⋯⋯⋯⋯⋯⋯⋯⋯⋯⋯⋯⋯⋯

风言风语 244⋯⋯⋯⋯⋯⋯⋯⋯⋯⋯⋯⋯⋯⋯⋯⋯⋯⋯⋯⋯⋯⋯⋯⋯⋯⋯⋯

风雨交加 245⋯⋯⋯⋯⋯⋯⋯⋯⋯⋯⋯⋯⋯⋯⋯⋯⋯⋯⋯⋯⋯⋯⋯⋯⋯⋯⋯

风雨飘摇 245⋯⋯⋯⋯⋯⋯⋯⋯⋯⋯⋯⋯⋯⋯⋯⋯⋯⋯⋯⋯⋯⋯⋯⋯⋯⋯⋯

风雨如晦 245⋯⋯⋯⋯⋯⋯⋯⋯⋯⋯⋯⋯⋯⋯⋯⋯⋯⋯⋯⋯⋯⋯⋯⋯⋯⋯⋯

风雨同舟 245⋯⋯⋯⋯⋯⋯⋯⋯⋯⋯⋯⋯⋯⋯⋯⋯⋯⋯⋯⋯⋯⋯⋯⋯⋯⋯⋯

风雨无阻 245⋯⋯⋯⋯⋯⋯⋯⋯⋯⋯⋯⋯⋯⋯⋯⋯⋯⋯⋯⋯⋯⋯⋯⋯⋯⋯⋯

风云变幻 246⋯⋯⋯⋯⋯⋯⋯⋯⋯⋯⋯⋯⋯⋯⋯⋯⋯⋯⋯⋯⋯⋯⋯⋯⋯⋯⋯

·54·风



风云人物 246⋯⋯⋯⋯⋯⋯⋯⋯⋯⋯⋯⋯⋯⋯⋯⋯⋯⋯⋯⋯⋯⋯⋯⋯⋯⋯⋯

风烛残年 246⋯⋯⋯⋯⋯⋯⋯⋯⋯⋯⋯⋯⋯⋯⋯⋯⋯⋯⋯⋯⋯⋯⋯⋯⋯⋯⋯

封官许愿 246⋯⋯⋯⋯⋯⋯⋯⋯⋯⋯⋯⋯⋯⋯⋯⋯⋯⋯⋯⋯⋯⋯⋯⋯⋯⋯⋯

封妻荫子 246⋯⋯⋯⋯⋯⋯⋯⋯⋯⋯⋯⋯⋯⋯⋯⋯⋯⋯⋯⋯⋯⋯⋯⋯⋯⋯⋯

锋芒毕露 246⋯⋯⋯⋯⋯⋯⋯⋯⋯⋯⋯⋯⋯⋯⋯⋯⋯⋯⋯⋯⋯⋯⋯⋯⋯⋯⋯

峰回路转 247⋯⋯⋯⋯⋯⋯⋯⋯⋯⋯⋯⋯⋯⋯⋯⋯⋯⋯⋯⋯⋯⋯⋯⋯⋯⋯⋯

蜂拥而上 247⋯⋯⋯⋯⋯⋯⋯⋯⋯⋯⋯⋯⋯⋯⋯⋯⋯⋯⋯⋯⋯⋯⋯⋯⋯⋯⋯

烽火连天 247⋯⋯⋯⋯⋯⋯⋯⋯⋯⋯⋯⋯⋯⋯⋯⋯⋯⋯⋯⋯⋯⋯⋯⋯⋯⋯⋯

逢场作戏 247⋯⋯⋯⋯⋯⋯⋯⋯⋯⋯⋯⋯⋯⋯⋯⋯⋯⋯⋯⋯⋯⋯⋯⋯⋯⋯⋯

逢山开路 , 逢水搭桥 248⋯⋯⋯⋯⋯⋯⋯⋯⋯⋯⋯⋯⋯⋯⋯⋯⋯⋯⋯⋯⋯⋯⋯

逢凶化吉 248⋯⋯⋯⋯⋯⋯⋯⋯⋯⋯⋯⋯⋯⋯⋯⋯⋯⋯⋯⋯⋯⋯⋯⋯⋯⋯⋯

凤冠霞� 248⋯⋯⋯⋯⋯⋯⋯⋯⋯⋯⋯⋯⋯⋯⋯⋯⋯⋯⋯⋯⋯⋯⋯⋯⋯⋯⋯

凤毛麟角 248⋯⋯⋯⋯⋯⋯⋯⋯⋯⋯⋯⋯⋯⋯⋯⋯⋯⋯⋯⋯⋯⋯⋯⋯⋯⋯⋯

凤鸣朝阳 248⋯⋯⋯⋯⋯⋯⋯⋯⋯⋯⋯⋯⋯⋯⋯⋯⋯⋯⋯⋯⋯⋯⋯⋯⋯⋯⋯

奉公守法 248⋯⋯⋯⋯⋯⋯⋯⋯⋯⋯⋯⋯⋯⋯⋯⋯⋯⋯⋯⋯⋯⋯⋯⋯⋯⋯⋯

奉若神明 249⋯⋯⋯⋯⋯⋯⋯⋯⋯⋯⋯⋯⋯⋯⋯⋯⋯⋯⋯⋯⋯⋯⋯⋯⋯⋯⋯

奉为圭臬 249⋯⋯⋯⋯⋯⋯⋯⋯⋯⋯⋯⋯⋯⋯⋯⋯⋯⋯⋯⋯⋯⋯⋯⋯⋯⋯⋯

奉为楷模 249⋯⋯⋯⋯⋯⋯⋯⋯⋯⋯⋯⋯⋯⋯⋯⋯⋯⋯⋯⋯⋯⋯⋯⋯⋯⋯⋯

奉行故事 249⋯⋯⋯⋯⋯⋯⋯⋯⋯⋯⋯⋯⋯⋯⋯⋯⋯⋯⋯⋯⋯⋯⋯⋯⋯⋯⋯

fo 249⋯⋯⋯⋯⋯⋯⋯⋯⋯⋯⋯⋯⋯⋯⋯⋯⋯⋯

佛口蛇心 249⋯⋯⋯⋯⋯⋯⋯⋯⋯⋯⋯⋯⋯⋯⋯⋯⋯⋯⋯⋯⋯⋯⋯⋯⋯⋯⋯

佛头着粪 249⋯⋯⋯⋯⋯⋯⋯⋯⋯⋯⋯⋯⋯⋯⋯⋯⋯⋯⋯⋯⋯⋯⋯⋯⋯⋯⋯

fu 250⋯⋯⋯⋯⋯⋯⋯⋯⋯⋯⋯⋯⋯⋯⋯⋯⋯⋯

夫唱妇随 250⋯⋯⋯⋯⋯⋯⋯⋯⋯⋯⋯⋯⋯⋯⋯⋯⋯⋯⋯⋯⋯⋯⋯⋯⋯⋯⋯

敷衍了事 250⋯⋯⋯⋯⋯⋯⋯⋯⋯⋯⋯⋯⋯⋯⋯⋯⋯⋯⋯⋯⋯⋯⋯⋯⋯⋯⋯

敷衍塞责 250⋯⋯⋯⋯⋯⋯⋯⋯⋯⋯⋯⋯⋯⋯⋯⋯⋯⋯⋯⋯⋯⋯⋯⋯⋯⋯⋯

凫趋雀跃 250⋯⋯⋯⋯⋯⋯⋯⋯⋯⋯⋯⋯⋯⋯⋯⋯⋯⋯⋯⋯⋯⋯⋯⋯⋯⋯⋯

扶老携幼 250⋯⋯⋯⋯⋯⋯⋯⋯⋯⋯⋯⋯⋯⋯⋯⋯⋯⋯⋯⋯⋯⋯⋯⋯⋯⋯⋯

扶危济困 251⋯⋯⋯⋯⋯⋯⋯⋯⋯⋯⋯⋯⋯⋯⋯⋯⋯⋯⋯⋯⋯⋯⋯⋯⋯⋯⋯

扶摇直上 251⋯⋯⋯⋯⋯⋯⋯⋯⋯⋯⋯⋯⋯⋯⋯⋯⋯⋯⋯⋯⋯⋯⋯⋯⋯⋯⋯

扶正祛邪 251⋯⋯⋯⋯⋯⋯⋯⋯⋯⋯⋯⋯⋯⋯⋯⋯⋯⋯⋯⋯⋯⋯⋯⋯⋯⋯⋯

·64· 风封锋峰蜂烽逢凤奉佛夫敷凫扶



拂袖而去 251⋯⋯⋯⋯⋯⋯⋯⋯⋯⋯⋯⋯⋯⋯⋯⋯⋯⋯⋯⋯⋯⋯⋯⋯⋯⋯⋯

浮光掠影 251⋯⋯⋯⋯⋯⋯⋯⋯⋯⋯⋯⋯⋯⋯⋯⋯⋯⋯⋯⋯⋯⋯⋯⋯⋯⋯⋯

浮生若梦 251⋯⋯⋯⋯⋯⋯⋯⋯⋯⋯⋯⋯⋯⋯⋯⋯⋯⋯⋯⋯⋯⋯⋯⋯⋯⋯⋯

浮想联翩 252⋯⋯⋯⋯⋯⋯⋯⋯⋯⋯⋯⋯⋯⋯⋯⋯⋯⋯⋯⋯⋯⋯⋯⋯⋯⋯⋯

浮云蔽日 252⋯⋯⋯⋯⋯⋯⋯⋯⋯⋯⋯⋯⋯⋯⋯⋯⋯⋯⋯⋯⋯⋯⋯⋯⋯⋯⋯

桴鼓相应 252⋯⋯⋯⋯⋯⋯⋯⋯⋯⋯⋯⋯⋯⋯⋯⋯⋯⋯⋯⋯⋯⋯⋯⋯⋯⋯⋯

福如东海 252⋯⋯⋯⋯⋯⋯⋯⋯⋯⋯⋯⋯⋯⋯⋯⋯⋯⋯⋯⋯⋯⋯⋯⋯⋯⋯⋯

福星高照 252⋯⋯⋯⋯⋯⋯⋯⋯⋯⋯⋯⋯⋯⋯⋯⋯⋯⋯⋯⋯⋯⋯⋯⋯⋯⋯⋯

福善祸淫 252⋯⋯⋯⋯⋯⋯⋯⋯⋯⋯⋯⋯⋯⋯⋯⋯⋯⋯⋯⋯⋯⋯⋯⋯⋯⋯⋯

福寿双全 253⋯⋯⋯⋯⋯⋯⋯⋯⋯⋯⋯⋯⋯⋯⋯⋯⋯⋯⋯⋯⋯⋯⋯⋯⋯⋯⋯

福至心灵 253⋯⋯⋯⋯⋯⋯⋯⋯⋯⋯⋯⋯⋯⋯⋯⋯⋯⋯⋯⋯⋯⋯⋯⋯⋯⋯⋯

抚今追昔 253⋯⋯⋯⋯⋯⋯⋯⋯⋯⋯⋯⋯⋯⋯⋯⋯⋯⋯⋯⋯⋯⋯⋯⋯⋯⋯⋯

俯拾即是 253⋯⋯⋯⋯⋯⋯⋯⋯⋯⋯⋯⋯⋯⋯⋯⋯⋯⋯⋯⋯⋯⋯⋯⋯⋯⋯⋯

俯首帖耳 253⋯⋯⋯⋯⋯⋯⋯⋯⋯⋯⋯⋯⋯⋯⋯⋯⋯⋯⋯⋯⋯⋯⋯⋯⋯⋯⋯

俯首听命 253⋯⋯⋯⋯⋯⋯⋯⋯⋯⋯⋯⋯⋯⋯⋯⋯⋯⋯⋯⋯⋯⋯⋯⋯⋯⋯⋯

俯仰由人 254⋯⋯⋯⋯⋯⋯⋯⋯⋯⋯⋯⋯⋯⋯⋯⋯⋯⋯⋯⋯⋯⋯⋯⋯⋯⋯⋯

俯仰无愧 254⋯⋯⋯⋯⋯⋯⋯⋯⋯⋯⋯⋯⋯⋯⋯⋯⋯⋯⋯⋯⋯⋯⋯⋯⋯⋯⋯

俯仰之间 254⋯⋯⋯⋯⋯⋯⋯⋯⋯⋯⋯⋯⋯⋯⋯⋯⋯⋯⋯⋯⋯⋯⋯⋯⋯⋯⋯

釜底抽薪 254⋯⋯⋯⋯⋯⋯⋯⋯⋯⋯⋯⋯⋯⋯⋯⋯⋯⋯⋯⋯⋯⋯⋯⋯⋯⋯⋯

辅车相依 254⋯⋯⋯⋯⋯⋯⋯⋯⋯⋯⋯⋯⋯⋯⋯⋯⋯⋯⋯⋯⋯⋯⋯⋯⋯⋯⋯

付之东流 254⋯⋯⋯⋯⋯⋯⋯⋯⋯⋯⋯⋯⋯⋯⋯⋯⋯⋯⋯⋯⋯⋯⋯⋯⋯⋯⋯

付之一炬 255⋯⋯⋯⋯⋯⋯⋯⋯⋯⋯⋯⋯⋯⋯⋯⋯⋯⋯⋯⋯⋯⋯⋯⋯⋯⋯⋯

付之一笑 255⋯⋯⋯⋯⋯⋯⋯⋯⋯⋯⋯⋯⋯⋯⋯⋯⋯⋯⋯⋯⋯⋯⋯⋯⋯⋯⋯

负荆请罪 255⋯⋯⋯⋯⋯⋯⋯⋯⋯⋯⋯⋯⋯⋯⋯⋯⋯⋯⋯⋯⋯⋯⋯⋯⋯⋯⋯

负屈含冤 256⋯⋯⋯⋯⋯⋯⋯⋯⋯⋯⋯⋯⋯⋯⋯⋯⋯⋯⋯⋯⋯⋯⋯⋯⋯⋯⋯

负隅顽抗 256⋯⋯⋯⋯⋯⋯⋯⋯⋯⋯⋯⋯⋯⋯⋯⋯⋯⋯⋯⋯⋯⋯⋯⋯⋯⋯⋯

负重致远 256⋯⋯⋯⋯⋯⋯⋯⋯⋯⋯⋯⋯⋯⋯⋯⋯⋯⋯⋯⋯⋯⋯⋯⋯⋯⋯⋯

负债累累 256⋯⋯⋯⋯⋯⋯⋯⋯⋯⋯⋯⋯⋯⋯⋯⋯⋯⋯⋯⋯⋯⋯⋯⋯⋯⋯⋯

妇人之仁 256⋯⋯⋯⋯⋯⋯⋯⋯⋯⋯⋯⋯⋯⋯⋯⋯⋯⋯⋯⋯⋯⋯⋯⋯⋯⋯⋯

妇孺皆知 256⋯⋯⋯⋯⋯⋯⋯⋯⋯⋯⋯⋯⋯⋯⋯⋯⋯⋯⋯⋯⋯⋯⋯⋯⋯⋯⋯

附庸风雅 256⋯⋯⋯⋯⋯⋯⋯⋯⋯⋯⋯⋯⋯⋯⋯⋯⋯⋯⋯⋯⋯⋯⋯⋯⋯⋯⋯

赴汤蹈火 257⋯⋯⋯⋯⋯⋯⋯⋯⋯⋯⋯⋯⋯⋯⋯⋯⋯⋯⋯⋯⋯⋯⋯⋯⋯⋯⋯

富贵荣华 257⋯⋯⋯⋯⋯⋯⋯⋯⋯⋯⋯⋯⋯⋯⋯⋯⋯⋯⋯⋯⋯⋯⋯⋯⋯⋯⋯

富贵浮云 257⋯⋯⋯⋯⋯⋯⋯⋯⋯⋯⋯⋯⋯⋯⋯⋯⋯⋯⋯⋯⋯⋯⋯⋯⋯⋯⋯

富贵不能淫 257⋯⋯⋯⋯⋯⋯⋯⋯⋯⋯⋯⋯⋯⋯⋯⋯⋯⋯⋯⋯⋯⋯⋯⋯⋯⋯

·74·拂浮桴福抚俯釜辅付负妇附赴富



富国强兵 257⋯⋯⋯⋯⋯⋯⋯⋯⋯⋯⋯⋯⋯⋯⋯⋯⋯⋯⋯⋯⋯⋯⋯⋯⋯⋯⋯

富可敌国 257⋯⋯⋯⋯⋯⋯⋯⋯⋯⋯⋯⋯⋯⋯⋯⋯⋯⋯⋯⋯⋯⋯⋯⋯⋯⋯⋯

富丽堂皇 258⋯⋯⋯⋯⋯⋯⋯⋯⋯⋯⋯⋯⋯⋯⋯⋯⋯⋯⋯⋯⋯⋯⋯⋯⋯⋯⋯

腹诽心谤 258⋯⋯⋯⋯⋯⋯⋯⋯⋯⋯⋯⋯⋯⋯⋯⋯⋯⋯⋯⋯⋯⋯⋯⋯⋯⋯⋯

腹背受敌 258⋯⋯⋯⋯⋯⋯⋯⋯⋯⋯⋯⋯⋯⋯⋯⋯⋯⋯⋯⋯⋯⋯⋯⋯⋯⋯⋯

覆水难收 258⋯⋯⋯⋯⋯⋯⋯⋯⋯⋯⋯⋯⋯⋯⋯⋯⋯⋯⋯⋯⋯⋯⋯⋯⋯⋯⋯

G

ɡɑi 260⋯⋯⋯⋯⋯⋯⋯⋯⋯⋯⋯⋯⋯⋯⋯⋯⋯⋯

改朝换代 260⋯⋯⋯⋯⋯⋯⋯⋯⋯⋯⋯⋯⋯⋯⋯⋯⋯⋯⋯⋯⋯⋯⋯⋯⋯⋯⋯

改过迁善 260⋯⋯⋯⋯⋯⋯⋯⋯⋯⋯⋯⋯⋯⋯⋯⋯⋯⋯⋯⋯⋯⋯⋯⋯⋯⋯⋯

改过自新 260⋯⋯⋯⋯⋯⋯⋯⋯⋯⋯⋯⋯⋯⋯⋯⋯⋯⋯⋯⋯⋯⋯⋯⋯⋯⋯⋯

改换门庭 260⋯⋯⋯⋯⋯⋯⋯⋯⋯⋯⋯⋯⋯⋯⋯⋯⋯⋯⋯⋯⋯⋯⋯⋯⋯⋯⋯

改名换姓 260⋯⋯⋯⋯⋯⋯⋯⋯⋯⋯⋯⋯⋯⋯⋯⋯⋯⋯⋯⋯⋯⋯⋯⋯⋯⋯⋯

改天换地 261⋯⋯⋯⋯⋯⋯⋯⋯⋯⋯⋯⋯⋯⋯⋯⋯⋯⋯⋯⋯⋯⋯⋯⋯⋯⋯⋯

改头换面 261⋯⋯⋯⋯⋯⋯⋯⋯⋯⋯⋯⋯⋯⋯⋯⋯⋯⋯⋯⋯⋯⋯⋯⋯⋯⋯⋯

改弦更张 261⋯⋯⋯⋯⋯⋯⋯⋯⋯⋯⋯⋯⋯⋯⋯⋯⋯⋯⋯⋯⋯⋯⋯⋯⋯⋯⋯

改恶从善 261⋯⋯⋯⋯⋯⋯⋯⋯⋯⋯⋯⋯⋯⋯⋯⋯⋯⋯⋯⋯⋯⋯⋯⋯⋯⋯⋯

改弦易辙 261⋯⋯⋯⋯⋯⋯⋯⋯⋯⋯⋯⋯⋯⋯⋯⋯⋯⋯⋯⋯⋯⋯⋯⋯⋯⋯⋯

改邪归正 262⋯⋯⋯⋯⋯⋯⋯⋯⋯⋯⋯⋯⋯⋯⋯⋯⋯⋯⋯⋯⋯⋯⋯⋯⋯⋯⋯

盖棺论定 262⋯⋯⋯⋯⋯⋯⋯⋯⋯⋯⋯⋯⋯⋯⋯⋯⋯⋯⋯⋯⋯⋯⋯⋯⋯⋯⋯

盖世英雄 262⋯⋯⋯⋯⋯⋯⋯⋯⋯⋯⋯⋯⋯⋯⋯⋯⋯⋯⋯⋯⋯⋯⋯⋯⋯⋯⋯

盖世无双 262⋯⋯⋯⋯⋯⋯⋯⋯⋯⋯⋯⋯⋯⋯⋯⋯⋯⋯⋯⋯⋯⋯⋯⋯⋯⋯⋯

概莫能外 262⋯⋯⋯⋯⋯⋯⋯⋯⋯⋯⋯⋯⋯⋯⋯⋯⋯⋯⋯⋯⋯⋯⋯⋯⋯⋯⋯

ɡɑn 262⋯⋯⋯⋯⋯⋯⋯⋯⋯⋯⋯⋯⋯⋯⋯⋯⋯

干净利落 262⋯⋯⋯⋯⋯⋯⋯⋯⋯⋯⋯⋯⋯⋯⋯⋯⋯⋯⋯⋯⋯⋯⋯⋯⋯⋯⋯

干云蔽日 263⋯⋯⋯⋯⋯⋯⋯⋯⋯⋯⋯⋯⋯⋯⋯⋯⋯⋯⋯⋯⋯⋯⋯⋯⋯⋯⋯

甘处下流 263⋯⋯⋯⋯⋯⋯⋯⋯⋯⋯⋯⋯⋯⋯⋯⋯⋯⋯⋯⋯⋯⋯⋯⋯⋯⋯⋯

甘瓜苦蒂 263⋯⋯⋯⋯⋯⋯⋯⋯⋯⋯⋯⋯⋯⋯⋯⋯⋯⋯⋯⋯⋯⋯⋯⋯⋯⋯⋯

甘心情愿 263⋯⋯⋯⋯⋯⋯⋯⋯⋯⋯⋯⋯⋯⋯⋯⋯⋯⋯⋯⋯⋯⋯⋯⋯⋯⋯⋯

甘拜下风 263⋯⋯⋯⋯⋯⋯⋯⋯⋯⋯⋯⋯⋯⋯⋯⋯⋯⋯⋯⋯⋯⋯⋯⋯⋯⋯⋯

甘之如饴 263⋯⋯⋯⋯⋯⋯⋯⋯⋯⋯⋯⋯⋯⋯⋯⋯⋯⋯⋯⋯⋯⋯⋯⋯⋯⋯⋯

·84· 富腹覆改盖概干甘



肝胆相照 263⋯⋯⋯⋯⋯⋯⋯⋯⋯⋯⋯⋯⋯⋯⋯⋯⋯⋯⋯⋯⋯⋯⋯⋯⋯⋯⋯

肝脑涂地 264⋯⋯⋯⋯⋯⋯⋯⋯⋯⋯⋯⋯⋯⋯⋯⋯⋯⋯⋯⋯⋯⋯⋯⋯⋯⋯⋯

赶尽杀绝 264⋯⋯⋯⋯⋯⋯⋯⋯⋯⋯⋯⋯⋯⋯⋯⋯⋯⋯⋯⋯⋯⋯⋯⋯⋯⋯⋯

敢怒而不敢言 264⋯⋯⋯⋯⋯⋯⋯⋯⋯⋯⋯⋯⋯⋯⋯⋯⋯⋯⋯⋯⋯⋯⋯⋯⋯

敢作敢当 264⋯⋯⋯⋯⋯⋯⋯⋯⋯⋯⋯⋯⋯⋯⋯⋯⋯⋯⋯⋯⋯⋯⋯⋯⋯⋯⋯

敢作敢为 264⋯⋯⋯⋯⋯⋯⋯⋯⋯⋯⋯⋯⋯⋯⋯⋯⋯⋯⋯⋯⋯⋯⋯⋯⋯⋯⋯

感恩戴德 264⋯⋯⋯⋯⋯⋯⋯⋯⋯⋯⋯⋯⋯⋯⋯⋯⋯⋯⋯⋯⋯⋯⋯⋯⋯⋯⋯

感激涕零 265⋯⋯⋯⋯⋯⋯⋯⋯⋯⋯⋯⋯⋯⋯⋯⋯⋯⋯⋯⋯⋯⋯⋯⋯⋯⋯⋯

感情用事 265⋯⋯⋯⋯⋯⋯⋯⋯⋯⋯⋯⋯⋯⋯⋯⋯⋯⋯⋯⋯⋯⋯⋯⋯⋯⋯⋯

感人肺腑 265⋯⋯⋯⋯⋯⋯⋯⋯⋯⋯⋯⋯⋯⋯⋯⋯⋯⋯⋯⋯⋯⋯⋯⋯⋯⋯⋯

感同身受 265⋯⋯⋯⋯⋯⋯⋯⋯⋯⋯⋯⋯⋯⋯⋯⋯⋯⋯⋯⋯⋯⋯⋯⋯⋯⋯⋯

感天动地 265⋯⋯⋯⋯⋯⋯⋯⋯⋯⋯⋯⋯⋯⋯⋯⋯⋯⋯⋯⋯⋯⋯⋯⋯⋯⋯⋯

ɡɑnɡ 265⋯⋯⋯⋯⋯⋯⋯⋯⋯⋯⋯⋯⋯⋯⋯⋯⋯

刚愎自用 265⋯⋯⋯⋯⋯⋯⋯⋯⋯⋯⋯⋯⋯⋯⋯⋯⋯⋯⋯⋯⋯⋯⋯⋯⋯⋯⋯

刚柔相济 266⋯⋯⋯⋯⋯⋯⋯⋯⋯⋯⋯⋯⋯⋯⋯⋯⋯⋯⋯⋯⋯⋯⋯⋯⋯⋯⋯

刚正不阿 266⋯⋯⋯⋯⋯⋯⋯⋯⋯⋯⋯⋯⋯⋯⋯⋯⋯⋯⋯⋯⋯⋯⋯⋯⋯⋯⋯

纲举目张 266⋯⋯⋯⋯⋯⋯⋯⋯⋯⋯⋯⋯⋯⋯⋯⋯⋯⋯⋯⋯⋯⋯⋯⋯⋯⋯⋯

钢筋铁骨 266⋯⋯⋯⋯⋯⋯⋯⋯⋯⋯⋯⋯⋯⋯⋯⋯⋯⋯⋯⋯⋯⋯⋯⋯⋯⋯⋯

ɡɑo 266⋯⋯⋯⋯⋯⋯⋯⋯⋯⋯⋯⋯⋯⋯⋯⋯⋯

高不成 , 低不就 266⋯⋯⋯⋯⋯⋯⋯⋯⋯⋯⋯⋯⋯⋯⋯⋯⋯⋯⋯⋯⋯⋯⋯⋯⋯

高不可攀 266⋯⋯⋯⋯⋯⋯⋯⋯⋯⋯⋯⋯⋯⋯⋯⋯⋯⋯⋯⋯⋯⋯⋯⋯⋯⋯⋯

高风亮节 266⋯⋯⋯⋯⋯⋯⋯⋯⋯⋯⋯⋯⋯⋯⋯⋯⋯⋯⋯⋯⋯⋯⋯⋯⋯⋯⋯

高高在上 267⋯⋯⋯⋯⋯⋯⋯⋯⋯⋯⋯⋯⋯⋯⋯⋯⋯⋯⋯⋯⋯⋯⋯⋯⋯⋯⋯

高人一等 267⋯⋯⋯⋯⋯⋯⋯⋯⋯⋯⋯⋯⋯⋯⋯⋯⋯⋯⋯⋯⋯⋯⋯⋯⋯⋯⋯

高深莫测 267⋯⋯⋯⋯⋯⋯⋯⋯⋯⋯⋯⋯⋯⋯⋯⋯⋯⋯⋯⋯⋯⋯⋯⋯⋯⋯⋯

高官厚禄 267⋯⋯⋯⋯⋯⋯⋯⋯⋯⋯⋯⋯⋯⋯⋯⋯⋯⋯⋯⋯⋯⋯⋯⋯⋯⋯⋯

高朋满座 267⋯⋯⋯⋯⋯⋯⋯⋯⋯⋯⋯⋯⋯⋯⋯⋯⋯⋯⋯⋯⋯⋯⋯⋯⋯⋯⋯

高山景行 267⋯⋯⋯⋯⋯⋯⋯⋯⋯⋯⋯⋯⋯⋯⋯⋯⋯⋯⋯⋯⋯⋯⋯⋯⋯⋯⋯

高山流水 268⋯⋯⋯⋯⋯⋯⋯⋯⋯⋯⋯⋯⋯⋯⋯⋯⋯⋯⋯⋯⋯⋯⋯⋯⋯⋯⋯

高声大气 268⋯⋯⋯⋯⋯⋯⋯⋯⋯⋯⋯⋯⋯⋯⋯⋯⋯⋯⋯⋯⋯⋯⋯⋯⋯⋯⋯

高枕无忧 268⋯⋯⋯⋯⋯⋯⋯⋯⋯⋯⋯⋯⋯⋯⋯⋯⋯⋯⋯⋯⋯⋯⋯⋯⋯⋯⋯

·94·肝赶敢感刚纲钢高



高才捷足 268⋯⋯⋯⋯⋯⋯⋯⋯⋯⋯⋯⋯⋯⋯⋯⋯⋯⋯⋯⋯⋯⋯⋯⋯⋯⋯⋯

高歌猛进 269⋯⋯⋯⋯⋯⋯⋯⋯⋯⋯⋯⋯⋯⋯⋯⋯⋯⋯⋯⋯⋯⋯⋯⋯⋯⋯⋯

高视阔步 269⋯⋯⋯⋯⋯⋯⋯⋯⋯⋯⋯⋯⋯⋯⋯⋯⋯⋯⋯⋯⋯⋯⋯⋯⋯⋯⋯

高抬贵手 269⋯⋯⋯⋯⋯⋯⋯⋯⋯⋯⋯⋯⋯⋯⋯⋯⋯⋯⋯⋯⋯⋯⋯⋯⋯⋯⋯

高谈阔论 269⋯⋯⋯⋯⋯⋯⋯⋯⋯⋯⋯⋯⋯⋯⋯⋯⋯⋯⋯⋯⋯⋯⋯⋯⋯⋯⋯

高屋建瓴 269⋯⋯⋯⋯⋯⋯⋯⋯⋯⋯⋯⋯⋯⋯⋯⋯⋯⋯⋯⋯⋯⋯⋯⋯⋯⋯⋯

高瞻远瞩 269⋯⋯⋯⋯⋯⋯⋯⋯⋯⋯⋯⋯⋯⋯⋯⋯⋯⋯⋯⋯⋯⋯⋯⋯⋯⋯⋯

高枕而卧 269⋯⋯⋯⋯⋯⋯⋯⋯⋯⋯⋯⋯⋯⋯⋯⋯⋯⋯⋯⋯⋯⋯⋯⋯⋯⋯⋯

高自标置 270⋯⋯⋯⋯⋯⋯⋯⋯⋯⋯⋯⋯⋯⋯⋯⋯⋯⋯⋯⋯⋯⋯⋯⋯⋯⋯⋯

膏肓之疾 270⋯⋯⋯⋯⋯⋯⋯⋯⋯⋯⋯⋯⋯⋯⋯⋯⋯⋯⋯⋯⋯⋯⋯⋯⋯⋯⋯

膏粱子弟 270⋯⋯⋯⋯⋯⋯⋯⋯⋯⋯⋯⋯⋯⋯⋯⋯⋯⋯⋯⋯⋯⋯⋯⋯⋯⋯⋯

膏腴之地 270⋯⋯⋯⋯⋯⋯⋯⋯⋯⋯⋯⋯⋯⋯⋯⋯⋯⋯⋯⋯⋯⋯⋯⋯⋯⋯⋯

槁木死灰 270⋯⋯⋯⋯⋯⋯⋯⋯⋯⋯⋯⋯⋯⋯⋯⋯⋯⋯⋯⋯⋯⋯⋯⋯⋯⋯⋯

告老还乡 271⋯⋯⋯⋯⋯⋯⋯⋯⋯⋯⋯⋯⋯⋯⋯⋯⋯⋯⋯⋯⋯⋯⋯⋯⋯⋯⋯

ɡe 271⋯⋯⋯⋯⋯⋯⋯⋯⋯⋯⋯⋯⋯⋯⋯⋯⋯⋯

歌功颂德 271⋯⋯⋯⋯⋯⋯⋯⋯⋯⋯⋯⋯⋯⋯⋯⋯⋯⋯⋯⋯⋯⋯⋯⋯⋯⋯⋯

歌声绕梁 271⋯⋯⋯⋯⋯⋯⋯⋯⋯⋯⋯⋯⋯⋯⋯⋯⋯⋯⋯⋯⋯⋯⋯⋯⋯⋯⋯

歌舞升平 271⋯⋯⋯⋯⋯⋯⋯⋯⋯⋯⋯⋯⋯⋯⋯⋯⋯⋯⋯⋯⋯⋯⋯⋯⋯⋯⋯

割地求和 271⋯⋯⋯⋯⋯⋯⋯⋯⋯⋯⋯⋯⋯⋯⋯⋯⋯⋯⋯⋯⋯⋯⋯⋯⋯⋯⋯

割席分坐 271⋯⋯⋯⋯⋯⋯⋯⋯⋯⋯⋯⋯⋯⋯⋯⋯⋯⋯⋯⋯⋯⋯⋯⋯⋯⋯⋯

革故鼎新 272⋯⋯⋯⋯⋯⋯⋯⋯⋯⋯⋯⋯⋯⋯⋯⋯⋯⋯⋯⋯⋯⋯⋯⋯⋯⋯⋯

格格不入 272⋯⋯⋯⋯⋯⋯⋯⋯⋯⋯⋯⋯⋯⋯⋯⋯⋯⋯⋯⋯⋯⋯⋯⋯⋯⋯⋯

格杀勿论 272⋯⋯⋯⋯⋯⋯⋯⋯⋯⋯⋯⋯⋯⋯⋯⋯⋯⋯⋯⋯⋯⋯⋯⋯⋯⋯⋯

隔岸观火 272⋯⋯⋯⋯⋯⋯⋯⋯⋯⋯⋯⋯⋯⋯⋯⋯⋯⋯⋯⋯⋯⋯⋯⋯⋯⋯⋯

隔墙有耳 272⋯⋯⋯⋯⋯⋯⋯⋯⋯⋯⋯⋯⋯⋯⋯⋯⋯⋯⋯⋯⋯⋯⋯⋯⋯⋯⋯

隔靴搔痒 272⋯⋯⋯⋯⋯⋯⋯⋯⋯⋯⋯⋯⋯⋯⋯⋯⋯⋯⋯⋯⋯⋯⋯⋯⋯⋯⋯

各奔前程 273⋯⋯⋯⋯⋯⋯⋯⋯⋯⋯⋯⋯⋯⋯⋯⋯⋯⋯⋯⋯⋯⋯⋯⋯⋯⋯⋯

各不相谋 273⋯⋯⋯⋯⋯⋯⋯⋯⋯⋯⋯⋯⋯⋯⋯⋯⋯⋯⋯⋯⋯⋯⋯⋯⋯⋯⋯

各得其所 273⋯⋯⋯⋯⋯⋯⋯⋯⋯⋯⋯⋯⋯⋯⋯⋯⋯⋯⋯⋯⋯⋯⋯⋯⋯⋯⋯

各个击破 273⋯⋯⋯⋯⋯⋯⋯⋯⋯⋯⋯⋯⋯⋯⋯⋯⋯⋯⋯⋯⋯⋯⋯⋯⋯⋯⋯

各尽所能 273⋯⋯⋯⋯⋯⋯⋯⋯⋯⋯⋯⋯⋯⋯⋯⋯⋯⋯⋯⋯⋯⋯⋯⋯⋯⋯⋯

各抒己见 273⋯⋯⋯⋯⋯⋯⋯⋯⋯⋯⋯⋯⋯⋯⋯⋯⋯⋯⋯⋯⋯⋯⋯⋯⋯⋯⋯

各司其职 274⋯⋯⋯⋯⋯⋯⋯⋯⋯⋯⋯⋯⋯⋯⋯⋯⋯⋯⋯⋯⋯⋯⋯⋯⋯⋯⋯

·05· 高膏槁告歌割革格隔各



各显其能 274⋯⋯⋯⋯⋯⋯⋯⋯⋯⋯⋯⋯⋯⋯⋯⋯⋯⋯⋯⋯⋯⋯⋯⋯⋯⋯⋯

各显身手 274⋯⋯⋯⋯⋯⋯⋯⋯⋯⋯⋯⋯⋯⋯⋯⋯⋯⋯⋯⋯⋯⋯⋯⋯⋯⋯⋯

各显神通 274⋯⋯⋯⋯⋯⋯⋯⋯⋯⋯⋯⋯⋯⋯⋯⋯⋯⋯⋯⋯⋯⋯⋯⋯⋯⋯⋯

各行其是 274⋯⋯⋯⋯⋯⋯⋯⋯⋯⋯⋯⋯⋯⋯⋯⋯⋯⋯⋯⋯⋯⋯⋯⋯⋯⋯⋯

各有千秋 274⋯⋯⋯⋯⋯⋯⋯⋯⋯⋯⋯⋯⋯⋯⋯⋯⋯⋯⋯⋯⋯⋯⋯⋯⋯⋯⋯

各执一词 275⋯⋯⋯⋯⋯⋯⋯⋯⋯⋯⋯⋯⋯⋯⋯⋯⋯⋯⋯⋯⋯⋯⋯⋯⋯⋯⋯

各自为政 275⋯⋯⋯⋯⋯⋯⋯⋯⋯⋯⋯⋯⋯⋯⋯⋯⋯⋯⋯⋯⋯⋯⋯⋯⋯⋯⋯

ɡen 275⋯⋯⋯⋯⋯⋯⋯⋯⋯⋯⋯⋯⋯⋯⋯⋯⋯

根深蒂固 275⋯⋯⋯⋯⋯⋯⋯⋯⋯⋯⋯⋯⋯⋯⋯⋯⋯⋯⋯⋯⋯⋯⋯⋯⋯⋯⋯

根深叶茂 276⋯⋯⋯⋯⋯⋯⋯⋯⋯⋯⋯⋯⋯⋯⋯⋯⋯⋯⋯⋯⋯⋯⋯⋯⋯⋯⋯

亘古奇闻 276⋯⋯⋯⋯⋯⋯⋯⋯⋯⋯⋯⋯⋯⋯⋯⋯⋯⋯⋯⋯⋯⋯⋯⋯⋯⋯⋯

ɡenɡ 276⋯⋯⋯⋯⋯⋯⋯⋯⋯⋯⋯⋯⋯⋯⋯⋯⋯

亘古未有 276⋯⋯⋯⋯⋯⋯⋯⋯⋯⋯⋯⋯⋯⋯⋯⋯⋯⋯⋯⋯⋯⋯⋯⋯⋯⋯⋯

更深人静 276⋯⋯⋯⋯⋯⋯⋯⋯⋯⋯⋯⋯⋯⋯⋯⋯⋯⋯⋯⋯⋯⋯⋯⋯⋯⋯⋯

更新换代 276⋯⋯⋯⋯⋯⋯⋯⋯⋯⋯⋯⋯⋯⋯⋯⋯⋯⋯⋯⋯⋯⋯⋯⋯⋯⋯⋯

耿耿于怀 276⋯⋯⋯⋯⋯⋯⋯⋯⋯⋯⋯⋯⋯⋯⋯⋯⋯⋯⋯⋯⋯⋯⋯⋯⋯⋯⋯

耿耿忠心 276⋯⋯⋯⋯⋯⋯⋯⋯⋯⋯⋯⋯⋯⋯⋯⋯⋯⋯⋯⋯⋯⋯⋯⋯⋯⋯⋯

绠短汲深 277⋯⋯⋯⋯⋯⋯⋯⋯⋯⋯⋯⋯⋯⋯⋯⋯⋯⋯⋯⋯⋯⋯⋯⋯⋯⋯⋯

更进一竿 277⋯⋯⋯⋯⋯⋯⋯⋯⋯⋯⋯⋯⋯⋯⋯⋯⋯⋯⋯⋯⋯⋯⋯⋯⋯⋯⋯

更上一层楼 277⋯⋯⋯⋯⋯⋯⋯⋯⋯⋯⋯⋯⋯⋯⋯⋯⋯⋯⋯⋯⋯⋯⋯⋯⋯⋯

ɡonɡ 277⋯⋯⋯⋯⋯⋯⋯⋯⋯⋯⋯⋯⋯⋯⋯⋯⋯

工力悉敌 277⋯⋯⋯⋯⋯⋯⋯⋯⋯⋯⋯⋯⋯⋯⋯⋯⋯⋯⋯⋯⋯⋯⋯⋯⋯⋯⋯

工欲善其事 , 必先利其器 277⋯⋯⋯⋯⋯⋯⋯⋯⋯⋯⋯⋯⋯⋯⋯⋯⋯⋯⋯⋯⋯

公而忘私 277⋯⋯⋯⋯⋯⋯⋯⋯⋯⋯⋯⋯⋯⋯⋯⋯⋯⋯⋯⋯⋯⋯⋯⋯⋯⋯⋯

公事公办 278⋯⋯⋯⋯⋯⋯⋯⋯⋯⋯⋯⋯⋯⋯⋯⋯⋯⋯⋯⋯⋯⋯⋯⋯⋯⋯⋯

公正无私 278⋯⋯⋯⋯⋯⋯⋯⋯⋯⋯⋯⋯⋯⋯⋯⋯⋯⋯⋯⋯⋯⋯⋯⋯⋯⋯⋯

公之于世 278⋯⋯⋯⋯⋯⋯⋯⋯⋯⋯⋯⋯⋯⋯⋯⋯⋯⋯⋯⋯⋯⋯⋯⋯⋯⋯⋯

公诸同好 278⋯⋯⋯⋯⋯⋯⋯⋯⋯⋯⋯⋯⋯⋯⋯⋯⋯⋯⋯⋯⋯⋯⋯⋯⋯⋯⋯

公子王孙 278⋯⋯⋯⋯⋯⋯⋯⋯⋯⋯⋯⋯⋯⋯⋯⋯⋯⋯⋯⋯⋯⋯⋯⋯⋯⋯⋯

·15·各根亘更耿绠更工公



功败垂成 278⋯⋯⋯⋯⋯⋯⋯⋯⋯⋯⋯⋯⋯⋯⋯⋯⋯⋯⋯⋯⋯⋯⋯⋯⋯⋯⋯

功成不居 279⋯⋯⋯⋯⋯⋯⋯⋯⋯⋯⋯⋯⋯⋯⋯⋯⋯⋯⋯⋯⋯⋯⋯⋯⋯⋯⋯

功成名就 280⋯⋯⋯⋯⋯⋯⋯⋯⋯⋯⋯⋯⋯⋯⋯⋯⋯⋯⋯⋯⋯⋯⋯⋯⋯⋯⋯

功成身退 280⋯⋯⋯⋯⋯⋯⋯⋯⋯⋯⋯⋯⋯⋯⋯⋯⋯⋯⋯⋯⋯⋯⋯⋯⋯⋯⋯

功到自然成 280⋯⋯⋯⋯⋯⋯⋯⋯⋯⋯⋯⋯⋯⋯⋯⋯⋯⋯⋯⋯⋯⋯⋯⋯⋯⋯

功德无量 280⋯⋯⋯⋯⋯⋯⋯⋯⋯⋯⋯⋯⋯⋯⋯⋯⋯⋯⋯⋯⋯⋯⋯⋯⋯⋯⋯

功德圆满 280⋯⋯⋯⋯⋯⋯⋯⋯⋯⋯⋯⋯⋯⋯⋯⋯⋯⋯⋯⋯⋯⋯⋯⋯⋯⋯⋯

功力悉敌 280⋯⋯⋯⋯⋯⋯⋯⋯⋯⋯⋯⋯⋯⋯⋯⋯⋯⋯⋯⋯⋯⋯⋯⋯⋯⋯⋯

功亏一篑 281⋯⋯⋯⋯⋯⋯⋯⋯⋯⋯⋯⋯⋯⋯⋯⋯⋯⋯⋯⋯⋯⋯⋯⋯⋯⋯⋯

攻其无备 281⋯⋯⋯⋯⋯⋯⋯⋯⋯⋯⋯⋯⋯⋯⋯⋯⋯⋯⋯⋯⋯⋯⋯⋯⋯⋯⋯

攻守同盟 281⋯⋯⋯⋯⋯⋯⋯⋯⋯⋯⋯⋯⋯⋯⋯⋯⋯⋯⋯⋯⋯⋯⋯⋯⋯⋯⋯

攻无不克 281⋯⋯⋯⋯⋯⋯⋯⋯⋯⋯⋯⋯⋯⋯⋯⋯⋯⋯⋯⋯⋯⋯⋯⋯⋯⋯⋯

供不应求 281⋯⋯⋯⋯⋯⋯⋯⋯⋯⋯⋯⋯⋯⋯⋯⋯⋯⋯⋯⋯⋯⋯⋯⋯⋯⋯⋯

躬逢其盛 281⋯⋯⋯⋯⋯⋯⋯⋯⋯⋯⋯⋯⋯⋯⋯⋯⋯⋯⋯⋯⋯⋯⋯⋯⋯⋯⋯

觥筹交错 282⋯⋯⋯⋯⋯⋯⋯⋯⋯⋯⋯⋯⋯⋯⋯⋯⋯⋯⋯⋯⋯⋯⋯⋯⋯⋯⋯

拱手相让 282⋯⋯⋯⋯⋯⋯⋯⋯⋯⋯⋯⋯⋯⋯⋯⋯⋯⋯⋯⋯⋯⋯⋯⋯⋯⋯⋯

共为唇齿 282⋯⋯⋯⋯⋯⋯⋯⋯⋯⋯⋯⋯⋯⋯⋯⋯⋯⋯⋯⋯⋯⋯⋯⋯⋯⋯⋯

ɡou 282⋯⋯⋯⋯⋯⋯⋯⋯⋯⋯⋯⋯⋯⋯⋯⋯⋯

勾魂摄魄 282⋯⋯⋯⋯⋯⋯⋯⋯⋯⋯⋯⋯⋯⋯⋯⋯⋯⋯⋯⋯⋯⋯⋯⋯⋯⋯⋯

钩心斗角 282⋯⋯⋯⋯⋯⋯⋯⋯⋯⋯⋯⋯⋯⋯⋯⋯⋯⋯⋯⋯⋯⋯⋯⋯⋯⋯⋯

篝火狐鸣 282⋯⋯⋯⋯⋯⋯⋯⋯⋯⋯⋯⋯⋯⋯⋯⋯⋯⋯⋯⋯⋯⋯⋯⋯⋯⋯⋯

苟且偷安 283⋯⋯⋯⋯⋯⋯⋯⋯⋯⋯⋯⋯⋯⋯⋯⋯⋯⋯⋯⋯⋯⋯⋯⋯⋯⋯⋯

苟且偷生 283⋯⋯⋯⋯⋯⋯⋯⋯⋯⋯⋯⋯⋯⋯⋯⋯⋯⋯⋯⋯⋯⋯⋯⋯⋯⋯⋯

苟延残喘 283⋯⋯⋯⋯⋯⋯⋯⋯⋯⋯⋯⋯⋯⋯⋯⋯⋯⋯⋯⋯⋯⋯⋯⋯⋯⋯⋯

狗急跳墙 283⋯⋯⋯⋯⋯⋯⋯⋯⋯⋯⋯⋯⋯⋯⋯⋯⋯⋯⋯⋯⋯⋯⋯⋯⋯⋯⋯

狗皮膏药 283⋯⋯⋯⋯⋯⋯⋯⋯⋯⋯⋯⋯⋯⋯⋯⋯⋯⋯⋯⋯⋯⋯⋯⋯⋯⋯⋯

狗头军师 284⋯⋯⋯⋯⋯⋯⋯⋯⋯⋯⋯⋯⋯⋯⋯⋯⋯⋯⋯⋯⋯⋯⋯⋯⋯⋯⋯

狗尾续貂 284⋯⋯⋯⋯⋯⋯⋯⋯⋯⋯⋯⋯⋯⋯⋯⋯⋯⋯⋯⋯⋯⋯⋯⋯⋯⋯⋯

狗血喷头 284⋯⋯⋯⋯⋯⋯⋯⋯⋯⋯⋯⋯⋯⋯⋯⋯⋯⋯⋯⋯⋯⋯⋯⋯⋯⋯⋯

狗仗人势 284⋯⋯⋯⋯⋯⋯⋯⋯⋯⋯⋯⋯⋯⋯⋯⋯⋯⋯⋯⋯⋯⋯⋯⋯⋯⋯⋯

狗彘不若 284⋯⋯⋯⋯⋯⋯⋯⋯⋯⋯⋯⋯⋯⋯⋯⋯⋯⋯⋯⋯⋯⋯⋯⋯⋯⋯⋯

·25· 功攻供躬觥拱共勾钩篝苟狗



ɡu 284⋯⋯⋯⋯⋯⋯⋯⋯⋯⋯⋯⋯⋯⋯⋯⋯⋯⋯

沽名钓誉 284⋯⋯⋯⋯⋯⋯⋯⋯⋯⋯⋯⋯⋯⋯⋯⋯⋯⋯⋯⋯⋯⋯⋯⋯⋯⋯⋯

姑妄听之 285⋯⋯⋯⋯⋯⋯⋯⋯⋯⋯⋯⋯⋯⋯⋯⋯⋯⋯⋯⋯⋯⋯⋯⋯⋯⋯⋯

姑息养奸 285⋯⋯⋯⋯⋯⋯⋯⋯⋯⋯⋯⋯⋯⋯⋯⋯⋯⋯⋯⋯⋯⋯⋯⋯⋯⋯⋯

孤儿寡妇 285⋯⋯⋯⋯⋯⋯⋯⋯⋯⋯⋯⋯⋯⋯⋯⋯⋯⋯⋯⋯⋯⋯⋯⋯⋯⋯⋯

孤芳自赏 285⋯⋯⋯⋯⋯⋯⋯⋯⋯⋯⋯⋯⋯⋯⋯⋯⋯⋯⋯⋯⋯⋯⋯⋯⋯⋯⋯

孤家寡人 285⋯⋯⋯⋯⋯⋯⋯⋯⋯⋯⋯⋯⋯⋯⋯⋯⋯⋯⋯⋯⋯⋯⋯⋯⋯⋯⋯

孤军奋战 285⋯⋯⋯⋯⋯⋯⋯⋯⋯⋯⋯⋯⋯⋯⋯⋯⋯⋯⋯⋯⋯⋯⋯⋯⋯⋯⋯

孤苦伶仃 286⋯⋯⋯⋯⋯⋯⋯⋯⋯⋯⋯⋯⋯⋯⋯⋯⋯⋯⋯⋯⋯⋯⋯⋯⋯⋯⋯

孤立无援 286⋯⋯⋯⋯⋯⋯⋯⋯⋯⋯⋯⋯⋯⋯⋯⋯⋯⋯⋯⋯⋯⋯⋯⋯⋯⋯⋯

孤陋寡闻 286⋯⋯⋯⋯⋯⋯⋯⋯⋯⋯⋯⋯⋯⋯⋯⋯⋯⋯⋯⋯⋯⋯⋯⋯⋯⋯⋯

孤云野鹤 286⋯⋯⋯⋯⋯⋯⋯⋯⋯⋯⋯⋯⋯⋯⋯⋯⋯⋯⋯⋯⋯⋯⋯⋯⋯⋯⋯

孤掌难鸣 286⋯⋯⋯⋯⋯⋯⋯⋯⋯⋯⋯⋯⋯⋯⋯⋯⋯⋯⋯⋯⋯⋯⋯⋯⋯⋯⋯

孤注一掷 286⋯⋯⋯⋯⋯⋯⋯⋯⋯⋯⋯⋯⋯⋯⋯⋯⋯⋯⋯⋯⋯⋯⋯⋯⋯⋯⋯

辜恩背义 287⋯⋯⋯⋯⋯⋯⋯⋯⋯⋯⋯⋯⋯⋯⋯⋯⋯⋯⋯⋯⋯⋯⋯⋯⋯⋯⋯

古道热肠 288⋯⋯⋯⋯⋯⋯⋯⋯⋯⋯⋯⋯⋯⋯⋯⋯⋯⋯⋯⋯⋯⋯⋯⋯⋯⋯⋯

古今中外 288⋯⋯⋯⋯⋯⋯⋯⋯⋯⋯⋯⋯⋯⋯⋯⋯⋯⋯⋯⋯⋯⋯⋯⋯⋯⋯⋯

古色古香 288⋯⋯⋯⋯⋯⋯⋯⋯⋯⋯⋯⋯⋯⋯⋯⋯⋯⋯⋯⋯⋯⋯⋯⋯⋯⋯⋯

古往今来 288⋯⋯⋯⋯⋯⋯⋯⋯⋯⋯⋯⋯⋯⋯⋯⋯⋯⋯⋯⋯⋯⋯⋯⋯⋯⋯⋯

古为今用 288⋯⋯⋯⋯⋯⋯⋯⋯⋯⋯⋯⋯⋯⋯⋯⋯⋯⋯⋯⋯⋯⋯⋯⋯⋯⋯⋯

古稀之年 288⋯⋯⋯⋯⋯⋯⋯⋯⋯⋯⋯⋯⋯⋯⋯⋯⋯⋯⋯⋯⋯⋯⋯⋯⋯⋯⋯

骨鲠在喉 289⋯⋯⋯⋯⋯⋯⋯⋯⋯⋯⋯⋯⋯⋯⋯⋯⋯⋯⋯⋯⋯⋯⋯⋯⋯⋯⋯

骨肉分离 289⋯⋯⋯⋯⋯⋯⋯⋯⋯⋯⋯⋯⋯⋯⋯⋯⋯⋯⋯⋯⋯⋯⋯⋯⋯⋯⋯

骨肉团圆 289⋯⋯⋯⋯⋯⋯⋯⋯⋯⋯⋯⋯⋯⋯⋯⋯⋯⋯⋯⋯⋯⋯⋯⋯⋯⋯⋯

骨肉相残 289⋯⋯⋯⋯⋯⋯⋯⋯⋯⋯⋯⋯⋯⋯⋯⋯⋯⋯⋯⋯⋯⋯⋯⋯⋯⋯⋯

骨肉相连 289⋯⋯⋯⋯⋯⋯⋯⋯⋯⋯⋯⋯⋯⋯⋯⋯⋯⋯⋯⋯⋯⋯⋯⋯⋯⋯⋯

骨瘦如柴 289⋯⋯⋯⋯⋯⋯⋯⋯⋯⋯⋯⋯⋯⋯⋯⋯⋯⋯⋯⋯⋯⋯⋯⋯⋯⋯⋯

蛊惑人心 289⋯⋯⋯⋯⋯⋯⋯⋯⋯⋯⋯⋯⋯⋯⋯⋯⋯⋯⋯⋯⋯⋯⋯⋯⋯⋯⋯

鼓舞人心 290⋯⋯⋯⋯⋯⋯⋯⋯⋯⋯⋯⋯⋯⋯⋯⋯⋯⋯⋯⋯⋯⋯⋯⋯⋯⋯⋯

鼓乐喧天 290⋯⋯⋯⋯⋯⋯⋯⋯⋯⋯⋯⋯⋯⋯⋯⋯⋯⋯⋯⋯⋯⋯⋯⋯⋯⋯⋯

固若金汤 290⋯⋯⋯⋯⋯⋯⋯⋯⋯⋯⋯⋯⋯⋯⋯⋯⋯⋯⋯⋯⋯⋯⋯⋯⋯⋯⋯

固执己见 290⋯⋯⋯⋯⋯⋯⋯⋯⋯⋯⋯⋯⋯⋯⋯⋯⋯⋯⋯⋯⋯⋯⋯⋯⋯⋯⋯

故步自封 290⋯⋯⋯⋯⋯⋯⋯⋯⋯⋯⋯⋯⋯⋯⋯⋯⋯⋯⋯⋯⋯⋯⋯⋯⋯⋯⋯

·35·沽姑孤辜古骨蛊鼓固故



故弄玄虚 290⋯⋯⋯⋯⋯⋯⋯⋯⋯⋯⋯⋯⋯⋯⋯⋯⋯⋯⋯⋯⋯⋯⋯⋯⋯⋯⋯

故态复萌 291⋯⋯⋯⋯⋯⋯⋯⋯⋯⋯⋯⋯⋯⋯⋯⋯⋯⋯⋯⋯⋯⋯⋯⋯⋯⋯⋯

顾此失彼 291⋯⋯⋯⋯⋯⋯⋯⋯⋯⋯⋯⋯⋯⋯⋯⋯⋯⋯⋯⋯⋯⋯⋯⋯⋯⋯⋯

顾名思义 291⋯⋯⋯⋯⋯⋯⋯⋯⋯⋯⋯⋯⋯⋯⋯⋯⋯⋯⋯⋯⋯⋯⋯⋯⋯⋯⋯

顾盼神飞 291⋯⋯⋯⋯⋯⋯⋯⋯⋯⋯⋯⋯⋯⋯⋯⋯⋯⋯⋯⋯⋯⋯⋯⋯⋯⋯⋯

顾前不顾后 291⋯⋯⋯⋯⋯⋯⋯⋯⋯⋯⋯⋯⋯⋯⋯⋯⋯⋯⋯⋯⋯⋯⋯⋯⋯⋯

顾全大局 291⋯⋯⋯⋯⋯⋯⋯⋯⋯⋯⋯⋯⋯⋯⋯⋯⋯⋯⋯⋯⋯⋯⋯⋯⋯⋯⋯

顾影弄姿 292⋯⋯⋯⋯⋯⋯⋯⋯⋯⋯⋯⋯⋯⋯⋯⋯⋯⋯⋯⋯⋯⋯⋯⋯⋯⋯⋯

顾影自怜 292⋯⋯⋯⋯⋯⋯⋯⋯⋯⋯⋯⋯⋯⋯⋯⋯⋯⋯⋯⋯⋯⋯⋯⋯⋯⋯⋯

ɡuɑ 292⋯⋯⋯⋯⋯⋯⋯⋯⋯⋯⋯⋯⋯⋯⋯⋯⋯

瓜剖豆分 292⋯⋯⋯⋯⋯⋯⋯⋯⋯⋯⋯⋯⋯⋯⋯⋯⋯⋯⋯⋯⋯⋯⋯⋯⋯⋯⋯

瓜熟蒂落 292⋯⋯⋯⋯⋯⋯⋯⋯⋯⋯⋯⋯⋯⋯⋯⋯⋯⋯⋯⋯⋯⋯⋯⋯⋯⋯⋯

瓜田李下 292⋯⋯⋯⋯⋯⋯⋯⋯⋯⋯⋯⋯⋯⋯⋯⋯⋯⋯⋯⋯⋯⋯⋯⋯⋯⋯⋯

刮目相待 293⋯⋯⋯⋯⋯⋯⋯⋯⋯⋯⋯⋯⋯⋯⋯⋯⋯⋯⋯⋯⋯⋯⋯⋯⋯⋯⋯

寡不敌众 293⋯⋯⋯⋯⋯⋯⋯⋯⋯⋯⋯⋯⋯⋯⋯⋯⋯⋯⋯⋯⋯⋯⋯⋯⋯⋯⋯

寡廉鲜耻 293⋯⋯⋯⋯⋯⋯⋯⋯⋯⋯⋯⋯⋯⋯⋯⋯⋯⋯⋯⋯⋯⋯⋯⋯⋯⋯⋯

挂羊头 , 卖狗肉 293⋯⋯⋯⋯⋯⋯⋯⋯⋯⋯⋯⋯⋯⋯⋯⋯⋯⋯⋯⋯⋯⋯⋯⋯⋯

挂一漏万 293⋯⋯⋯⋯⋯⋯⋯⋯⋯⋯⋯⋯⋯⋯⋯⋯⋯⋯⋯⋯⋯⋯⋯⋯⋯⋯⋯

ɡuɑi 293⋯⋯⋯⋯⋯⋯⋯⋯⋯⋯⋯⋯⋯⋯⋯⋯⋯

拐弯抹角 294⋯⋯⋯⋯⋯⋯⋯⋯⋯⋯⋯⋯⋯⋯⋯⋯⋯⋯⋯⋯⋯⋯⋯⋯⋯⋯⋯

怪诞不经 294⋯⋯⋯⋯⋯⋯⋯⋯⋯⋯⋯⋯⋯⋯⋯⋯⋯⋯⋯⋯⋯⋯⋯⋯⋯⋯⋯

怪模怪样 294⋯⋯⋯⋯⋯⋯⋯⋯⋯⋯⋯⋯⋯⋯⋯⋯⋯⋯⋯⋯⋯⋯⋯⋯⋯⋯⋯

ɡuɑn 294⋯⋯⋯⋯⋯⋯⋯⋯⋯⋯⋯⋯⋯⋯⋯⋯⋯

关门大吉 294⋯⋯⋯⋯⋯⋯⋯⋯⋯⋯⋯⋯⋯⋯⋯⋯⋯⋯⋯⋯⋯⋯⋯⋯⋯⋯⋯

关怀备至 294⋯⋯⋯⋯⋯⋯⋯⋯⋯⋯⋯⋯⋯⋯⋯⋯⋯⋯⋯⋯⋯⋯⋯⋯⋯⋯⋯

观者如堵 294⋯⋯⋯⋯⋯⋯⋯⋯⋯⋯⋯⋯⋯⋯⋯⋯⋯⋯⋯⋯⋯⋯⋯⋯⋯⋯⋯

官逼民反 294⋯⋯⋯⋯⋯⋯⋯⋯⋯⋯⋯⋯⋯⋯⋯⋯⋯⋯⋯⋯⋯⋯⋯⋯⋯⋯⋯

官官相卫 295⋯⋯⋯⋯⋯⋯⋯⋯⋯⋯⋯⋯⋯⋯⋯⋯⋯⋯⋯⋯⋯⋯⋯⋯⋯⋯⋯

官样文章 295⋯⋯⋯⋯⋯⋯⋯⋯⋯⋯⋯⋯⋯⋯⋯⋯⋯⋯⋯⋯⋯⋯⋯⋯⋯⋯⋯

·45· 故顾瓜刮寡挂拐怪关观官



官运亨通 295⋯⋯⋯⋯⋯⋯⋯⋯⋯⋯⋯⋯⋯⋯⋯⋯⋯⋯⋯⋯⋯⋯⋯⋯⋯⋯⋯

冠盖相属 295⋯⋯⋯⋯⋯⋯⋯⋯⋯⋯⋯⋯⋯⋯⋯⋯⋯⋯⋯⋯⋯⋯⋯⋯⋯⋯⋯

冠冕堂皇 295⋯⋯⋯⋯⋯⋯⋯⋯⋯⋯⋯⋯⋯⋯⋯⋯⋯⋯⋯⋯⋯⋯⋯⋯⋯⋯⋯

鳏寡孤独 295⋯⋯⋯⋯⋯⋯⋯⋯⋯⋯⋯⋯⋯⋯⋯⋯⋯⋯⋯⋯⋯⋯⋯⋯⋯⋯⋯

管窥蠡测 296⋯⋯⋯⋯⋯⋯⋯⋯⋯⋯⋯⋯⋯⋯⋯⋯⋯⋯⋯⋯⋯⋯⋯⋯⋯⋯⋯

管窥之见 296⋯⋯⋯⋯⋯⋯⋯⋯⋯⋯⋯⋯⋯⋯⋯⋯⋯⋯⋯⋯⋯⋯⋯⋯⋯⋯⋯

管中窥豹 296⋯⋯⋯⋯⋯⋯⋯⋯⋯⋯⋯⋯⋯⋯⋯⋯⋯⋯⋯⋯⋯⋯⋯⋯⋯⋯⋯

ɡuɑnɡ 296⋯⋯⋯⋯⋯⋯⋯⋯⋯⋯⋯⋯⋯⋯⋯⋯

光彩夺目 296⋯⋯⋯⋯⋯⋯⋯⋯⋯⋯⋯⋯⋯⋯⋯⋯⋯⋯⋯⋯⋯⋯⋯⋯⋯⋯⋯

光风霁月 296⋯⋯⋯⋯⋯⋯⋯⋯⋯⋯⋯⋯⋯⋯⋯⋯⋯⋯⋯⋯⋯⋯⋯⋯⋯⋯⋯

光复旧物 297⋯⋯⋯⋯⋯⋯⋯⋯⋯⋯⋯⋯⋯⋯⋯⋯⋯⋯⋯⋯⋯⋯⋯⋯⋯⋯⋯

光怪陆离 297⋯⋯⋯⋯⋯⋯⋯⋯⋯⋯⋯⋯⋯⋯⋯⋯⋯⋯⋯⋯⋯⋯⋯⋯⋯⋯⋯

光辉灿烂 297⋯⋯⋯⋯⋯⋯⋯⋯⋯⋯⋯⋯⋯⋯⋯⋯⋯⋯⋯⋯⋯⋯⋯⋯⋯⋯⋯

光芒万丈 297⋯⋯⋯⋯⋯⋯⋯⋯⋯⋯⋯⋯⋯⋯⋯⋯⋯⋯⋯⋯⋯⋯⋯⋯⋯⋯⋯

光明磊落 297⋯⋯⋯⋯⋯⋯⋯⋯⋯⋯⋯⋯⋯⋯⋯⋯⋯⋯⋯⋯⋯⋯⋯⋯⋯⋯⋯

光明正大 297⋯⋯⋯⋯⋯⋯⋯⋯⋯⋯⋯⋯⋯⋯⋯⋯⋯⋯⋯⋯⋯⋯⋯⋯⋯⋯⋯

光前裕后 297⋯⋯⋯⋯⋯⋯⋯⋯⋯⋯⋯⋯⋯⋯⋯⋯⋯⋯⋯⋯⋯⋯⋯⋯⋯⋯⋯

光天化日 298⋯⋯⋯⋯⋯⋯⋯⋯⋯⋯⋯⋯⋯⋯⋯⋯⋯⋯⋯⋯⋯⋯⋯⋯⋯⋯⋯

光阴荏苒 298⋯⋯⋯⋯⋯⋯⋯⋯⋯⋯⋯⋯⋯⋯⋯⋯⋯⋯⋯⋯⋯⋯⋯⋯⋯⋯⋯

光阴似箭 298⋯⋯⋯⋯⋯⋯⋯⋯⋯⋯⋯⋯⋯⋯⋯⋯⋯⋯⋯⋯⋯⋯⋯⋯⋯⋯⋯

光宗耀祖 298⋯⋯⋯⋯⋯⋯⋯⋯⋯⋯⋯⋯⋯⋯⋯⋯⋯⋯⋯⋯⋯⋯⋯⋯⋯⋯⋯

广开言路 298⋯⋯⋯⋯⋯⋯⋯⋯⋯⋯⋯⋯⋯⋯⋯⋯⋯⋯⋯⋯⋯⋯⋯⋯⋯⋯⋯

广庭大众 298⋯⋯⋯⋯⋯⋯⋯⋯⋯⋯⋯⋯⋯⋯⋯⋯⋯⋯⋯⋯⋯⋯⋯⋯⋯⋯⋯

ɡui 299⋯⋯⋯⋯⋯⋯⋯⋯⋯⋯⋯⋯⋯⋯⋯⋯⋯⋯

归根结蒂 299⋯⋯⋯⋯⋯⋯⋯⋯⋯⋯⋯⋯⋯⋯⋯⋯⋯⋯⋯⋯⋯⋯⋯⋯⋯⋯⋯

归心似箭 299⋯⋯⋯⋯⋯⋯⋯⋯⋯⋯⋯⋯⋯⋯⋯⋯⋯⋯⋯⋯⋯⋯⋯⋯⋯⋯⋯

规行矩步 299⋯⋯⋯⋯⋯⋯⋯⋯⋯⋯⋯⋯⋯⋯⋯⋯⋯⋯⋯⋯⋯⋯⋯⋯⋯⋯⋯

诡计多端 299⋯⋯⋯⋯⋯⋯⋯⋯⋯⋯⋯⋯⋯⋯⋯⋯⋯⋯⋯⋯⋯⋯⋯⋯⋯⋯⋯

鬼斧神工 300⋯⋯⋯⋯⋯⋯⋯⋯⋯⋯⋯⋯⋯⋯⋯⋯⋯⋯⋯⋯⋯⋯⋯⋯⋯⋯⋯

鬼鬼祟祟 300⋯⋯⋯⋯⋯⋯⋯⋯⋯⋯⋯⋯⋯⋯⋯⋯⋯⋯⋯⋯⋯⋯⋯⋯⋯⋯⋯

鬼哭狼嚎 300⋯⋯⋯⋯⋯⋯⋯⋯⋯⋯⋯⋯⋯⋯⋯⋯⋯⋯⋯⋯⋯⋯⋯⋯⋯⋯⋯

·55·官冠鳏管光广归规诡鬼



鬼迷心窍 300⋯⋯⋯⋯⋯⋯⋯⋯⋯⋯⋯⋯⋯⋯⋯⋯⋯⋯⋯⋯⋯⋯⋯⋯⋯⋯⋯

鬼使神差 300⋯⋯⋯⋯⋯⋯⋯⋯⋯⋯⋯⋯⋯⋯⋯⋯⋯⋯⋯⋯⋯⋯⋯⋯⋯⋯⋯

鬼头鬼脑 300⋯⋯⋯⋯⋯⋯⋯⋯⋯⋯⋯⋯⋯⋯⋯⋯⋯⋯⋯⋯⋯⋯⋯⋯⋯⋯⋯

鬼蜮伎俩 301⋯⋯⋯⋯⋯⋯⋯⋯⋯⋯⋯⋯⋯⋯⋯⋯⋯⋯⋯⋯⋯⋯⋯⋯⋯⋯⋯

贵耳贱目 301⋯⋯⋯⋯⋯⋯⋯⋯⋯⋯⋯⋯⋯⋯⋯⋯⋯⋯⋯⋯⋯⋯⋯⋯⋯⋯⋯

贵古贱今 301⋯⋯⋯⋯⋯⋯⋯⋯⋯⋯⋯⋯⋯⋯⋯⋯⋯⋯⋯⋯⋯⋯⋯⋯⋯⋯⋯

贵人多忘事 301⋯⋯⋯⋯⋯⋯⋯⋯⋯⋯⋯⋯⋯⋯⋯⋯⋯⋯⋯⋯⋯⋯⋯⋯⋯⋯

贵远贱近 301⋯⋯⋯⋯⋯⋯⋯⋯⋯⋯⋯⋯⋯⋯⋯⋯⋯⋯⋯⋯⋯⋯⋯⋯⋯⋯⋯

ɡun 301⋯⋯⋯⋯⋯⋯⋯⋯⋯⋯⋯⋯⋯⋯⋯⋯⋯

滚瓜烂熟 301⋯⋯⋯⋯⋯⋯⋯⋯⋯⋯⋯⋯⋯⋯⋯⋯⋯⋯⋯⋯⋯⋯⋯⋯⋯⋯⋯

ɡuo 302⋯⋯⋯⋯⋯⋯⋯⋯⋯⋯⋯⋯⋯⋯⋯⋯⋯

国计民生 302⋯⋯⋯⋯⋯⋯⋯⋯⋯⋯⋯⋯⋯⋯⋯⋯⋯⋯⋯⋯⋯⋯⋯⋯⋯⋯⋯

国色天香 302⋯⋯⋯⋯⋯⋯⋯⋯⋯⋯⋯⋯⋯⋯⋯⋯⋯⋯⋯⋯⋯⋯⋯⋯⋯⋯⋯

国泰民安 302⋯⋯⋯⋯⋯⋯⋯⋯⋯⋯⋯⋯⋯⋯⋯⋯⋯⋯⋯⋯⋯⋯⋯⋯⋯⋯⋯

果不其然 302⋯⋯⋯⋯⋯⋯⋯⋯⋯⋯⋯⋯⋯⋯⋯⋯⋯⋯⋯⋯⋯⋯⋯⋯⋯⋯⋯

裹足不前 303⋯⋯⋯⋯⋯⋯⋯⋯⋯⋯⋯⋯⋯⋯⋯⋯⋯⋯⋯⋯⋯⋯⋯⋯⋯⋯⋯

过河拆桥 303⋯⋯⋯⋯⋯⋯⋯⋯⋯⋯⋯⋯⋯⋯⋯⋯⋯⋯⋯⋯⋯⋯⋯⋯⋯⋯⋯

过路财神 303⋯⋯⋯⋯⋯⋯⋯⋯⋯⋯⋯⋯⋯⋯⋯⋯⋯⋯⋯⋯⋯⋯⋯⋯⋯⋯⋯

过目不忘 303⋯⋯⋯⋯⋯⋯⋯⋯⋯⋯⋯⋯⋯⋯⋯⋯⋯⋯⋯⋯⋯⋯⋯⋯⋯⋯⋯

过甚其词 304⋯⋯⋯⋯⋯⋯⋯⋯⋯⋯⋯⋯⋯⋯⋯⋯⋯⋯⋯⋯⋯⋯⋯⋯⋯⋯⋯

过目成诵 304⋯⋯⋯⋯⋯⋯⋯⋯⋯⋯⋯⋯⋯⋯⋯⋯⋯⋯⋯⋯⋯⋯⋯⋯⋯⋯⋯

过屠门而大嚼 304⋯⋯⋯⋯⋯⋯⋯⋯⋯⋯⋯⋯⋯⋯⋯⋯⋯⋯⋯⋯⋯⋯⋯⋯⋯

过眼云烟 304⋯⋯⋯⋯⋯⋯⋯⋯⋯⋯⋯⋯⋯⋯⋯⋯⋯⋯⋯⋯⋯⋯⋯⋯⋯⋯⋯

过犹不及 304⋯⋯⋯⋯⋯⋯⋯⋯⋯⋯⋯⋯⋯⋯⋯⋯⋯⋯⋯⋯⋯⋯⋯⋯⋯⋯⋯

过从甚密 304⋯⋯⋯⋯⋯⋯⋯⋯⋯⋯⋯⋯⋯⋯⋯⋯⋯⋯⋯⋯⋯⋯⋯⋯⋯⋯⋯

H

hɑi 305⋯⋯⋯⋯⋯⋯⋯⋯⋯⋯⋯⋯⋯⋯⋯⋯⋯⋯

海北天南 305⋯⋯⋯⋯⋯⋯⋯⋯⋯⋯⋯⋯⋯⋯⋯⋯⋯⋯⋯⋯⋯⋯⋯⋯⋯⋯⋯

海底捞月 305⋯⋯⋯⋯⋯⋯⋯⋯⋯⋯⋯⋯⋯⋯⋯⋯⋯⋯⋯⋯⋯⋯⋯⋯⋯⋯⋯

·65· 鬼贵滚国果裹过海



海底捞针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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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呼雀跃 342⋯⋯⋯⋯⋯⋯⋯⋯⋯⋯⋯⋯⋯⋯⋯⋯⋯⋯⋯⋯⋯⋯⋯⋯⋯⋯⋯

欢聚一堂 342⋯⋯⋯⋯⋯⋯⋯⋯⋯⋯⋯⋯⋯⋯⋯⋯⋯⋯⋯⋯⋯⋯⋯⋯⋯⋯⋯

欢声雷动 342⋯⋯⋯⋯⋯⋯⋯⋯⋯⋯⋯⋯⋯⋯⋯⋯⋯⋯⋯⋯⋯⋯⋯⋯⋯⋯⋯

欢天喜地 342⋯⋯⋯⋯⋯⋯⋯⋯⋯⋯⋯⋯⋯⋯⋯⋯⋯⋯⋯⋯⋯⋯⋯⋯⋯⋯⋯

欢欣鼓舞 342⋯⋯⋯⋯⋯⋯⋯⋯⋯⋯⋯⋯⋯⋯⋯⋯⋯⋯⋯⋯⋯⋯⋯⋯⋯⋯⋯

缓兵之计 342⋯⋯⋯⋯⋯⋯⋯⋯⋯⋯⋯⋯⋯⋯⋯⋯⋯⋯⋯⋯⋯⋯⋯⋯⋯⋯⋯

换汤不换药 343⋯⋯⋯⋯⋯⋯⋯⋯⋯⋯⋯⋯⋯⋯⋯⋯⋯⋯⋯⋯⋯⋯⋯⋯⋯⋯

涣然冰释 343⋯⋯⋯⋯⋯⋯⋯⋯⋯⋯⋯⋯⋯⋯⋯⋯⋯⋯⋯⋯⋯⋯⋯⋯⋯⋯⋯

焕然一新 343⋯⋯⋯⋯⋯⋯⋯⋯⋯⋯⋯⋯⋯⋯⋯⋯⋯⋯⋯⋯⋯⋯⋯⋯⋯⋯⋯

患得患失 343⋯⋯⋯⋯⋯⋯⋯⋯⋯⋯⋯⋯⋯⋯⋯⋯⋯⋯⋯⋯⋯⋯⋯⋯⋯⋯⋯

患难与共 343⋯⋯⋯⋯⋯⋯⋯⋯⋯⋯⋯⋯⋯⋯⋯⋯⋯⋯⋯⋯⋯⋯⋯⋯⋯⋯⋯

患难之交 344⋯⋯⋯⋯⋯⋯⋯⋯⋯⋯⋯⋯⋯⋯⋯⋯⋯⋯⋯⋯⋯⋯⋯⋯⋯⋯⋯

huɑnɡ 344⋯⋯⋯⋯⋯⋯⋯⋯⋯⋯⋯⋯⋯⋯⋯⋯

荒诞不经 344⋯⋯⋯⋯⋯⋯⋯⋯⋯⋯⋯⋯⋯⋯⋯⋯⋯⋯⋯⋯⋯⋯⋯⋯⋯⋯⋯

荒诞无稽 344⋯⋯⋯⋯⋯⋯⋯⋯⋯⋯⋯⋯⋯⋯⋯⋯⋯⋯⋯⋯⋯⋯⋯⋯⋯⋯⋯

荒谬绝伦 344⋯⋯⋯⋯⋯⋯⋯⋯⋯⋯⋯⋯⋯⋯⋯⋯⋯⋯⋯⋯⋯⋯⋯⋯⋯⋯⋯

荒无人烟 344⋯⋯⋯⋯⋯⋯⋯⋯⋯⋯⋯⋯⋯⋯⋯⋯⋯⋯⋯⋯⋯⋯⋯⋯⋯⋯⋯

荒淫无耻 344⋯⋯⋯⋯⋯⋯⋯⋯⋯⋯⋯⋯⋯⋯⋯⋯⋯⋯⋯⋯⋯⋯⋯⋯⋯⋯⋯

荒淫无度 344⋯⋯⋯⋯⋯⋯⋯⋯⋯⋯⋯⋯⋯⋯⋯⋯⋯⋯⋯⋯⋯⋯⋯⋯⋯⋯⋯

慌慌张张 345⋯⋯⋯⋯⋯⋯⋯⋯⋯⋯⋯⋯⋯⋯⋯⋯⋯⋯⋯⋯⋯⋯⋯⋯⋯⋯⋯

慌手慌脚 345⋯⋯⋯⋯⋯⋯⋯⋯⋯⋯⋯⋯⋯⋯⋯⋯⋯⋯⋯⋯⋯⋯⋯⋯⋯⋯⋯

黄道吉日 345⋯⋯⋯⋯⋯⋯⋯⋯⋯⋯⋯⋯⋯⋯⋯⋯⋯⋯⋯⋯⋯⋯⋯⋯⋯⋯⋯

黄发垂髫 345⋯⋯⋯⋯⋯⋯⋯⋯⋯⋯⋯⋯⋯⋯⋯⋯⋯⋯⋯⋯⋯⋯⋯⋯⋯⋯⋯

黄花晚节 345⋯⋯⋯⋯⋯⋯⋯⋯⋯⋯⋯⋯⋯⋯⋯⋯⋯⋯⋯⋯⋯⋯⋯⋯⋯⋯⋯

黄金时代 345⋯⋯⋯⋯⋯⋯⋯⋯⋯⋯⋯⋯⋯⋯⋯⋯⋯⋯⋯⋯⋯⋯⋯⋯⋯⋯⋯

黄口小儿 346⋯⋯⋯⋯⋯⋯⋯⋯⋯⋯⋯⋯⋯⋯⋯⋯⋯⋯⋯⋯⋯⋯⋯⋯⋯⋯⋯

黄粱一梦 346⋯⋯⋯⋯⋯⋯⋯⋯⋯⋯⋯⋯⋯⋯⋯⋯⋯⋯⋯⋯⋯⋯⋯⋯⋯⋯⋯

黄袍加身 346⋯⋯⋯⋯⋯⋯⋯⋯⋯⋯⋯⋯⋯⋯⋯⋯⋯⋯⋯⋯⋯⋯⋯⋯⋯⋯⋯

黄钟大吕 346⋯⋯⋯⋯⋯⋯⋯⋯⋯⋯⋯⋯⋯⋯⋯⋯⋯⋯⋯⋯⋯⋯⋯⋯⋯⋯⋯

黄钟毁弃 346⋯⋯⋯⋯⋯⋯⋯⋯⋯⋯⋯⋯⋯⋯⋯⋯⋯⋯⋯⋯⋯⋯⋯⋯⋯⋯⋯

皇亲国戚 346⋯⋯⋯⋯⋯⋯⋯⋯⋯⋯⋯⋯⋯⋯⋯⋯⋯⋯⋯⋯⋯⋯⋯⋯⋯⋯⋯

惶惶不可终日 347⋯⋯⋯⋯⋯⋯⋯⋯⋯⋯⋯⋯⋯⋯⋯⋯⋯⋯⋯⋯⋯⋯⋯⋯⋯

惶恐不安 347⋯⋯⋯⋯⋯⋯⋯⋯⋯⋯⋯⋯⋯⋯⋯⋯⋯⋯⋯⋯⋯⋯⋯⋯⋯⋯⋯

·46· 欢缓换涣焕患荒慌黄皇惶



恍然大悟 347⋯⋯⋯⋯⋯⋯⋯⋯⋯⋯⋯⋯⋯⋯⋯⋯⋯⋯⋯⋯⋯⋯⋯⋯⋯⋯⋯

恍如隔世 347⋯⋯⋯⋯⋯⋯⋯⋯⋯⋯⋯⋯⋯⋯⋯⋯⋯⋯⋯⋯⋯⋯⋯⋯⋯⋯⋯

hui 347⋯⋯⋯⋯⋯⋯⋯⋯⋯⋯⋯⋯⋯⋯⋯⋯⋯⋯

灰飞烟灭 347⋯⋯⋯⋯⋯⋯⋯⋯⋯⋯⋯⋯⋯⋯⋯⋯⋯⋯⋯⋯⋯⋯⋯⋯⋯⋯⋯

灰心丧气 347⋯⋯⋯⋯⋯⋯⋯⋯⋯⋯⋯⋯⋯⋯⋯⋯⋯⋯⋯⋯⋯⋯⋯⋯⋯⋯⋯

挥汗成雨 348⋯⋯⋯⋯⋯⋯⋯⋯⋯⋯⋯⋯⋯⋯⋯⋯⋯⋯⋯⋯⋯⋯⋯⋯⋯⋯⋯

挥霍无度 348⋯⋯⋯⋯⋯⋯⋯⋯⋯⋯⋯⋯⋯⋯⋯⋯⋯⋯⋯⋯⋯⋯⋯⋯⋯⋯⋯

挥金如土 348⋯⋯⋯⋯⋯⋯⋯⋯⋯⋯⋯⋯⋯⋯⋯⋯⋯⋯⋯⋯⋯⋯⋯⋯⋯⋯⋯

挥洒自如 348⋯⋯⋯⋯⋯⋯⋯⋯⋯⋯⋯⋯⋯⋯⋯⋯⋯⋯⋯⋯⋯⋯⋯⋯⋯⋯⋯

恢恢有余 348⋯⋯⋯⋯⋯⋯⋯⋯⋯⋯⋯⋯⋯⋯⋯⋯⋯⋯⋯⋯⋯⋯⋯⋯⋯⋯⋯

回光返照 348⋯⋯⋯⋯⋯⋯⋯⋯⋯⋯⋯⋯⋯⋯⋯⋯⋯⋯⋯⋯⋯⋯⋯⋯⋯⋯⋯

回肠荡气 349⋯⋯⋯⋯⋯⋯⋯⋯⋯⋯⋯⋯⋯⋯⋯⋯⋯⋯⋯⋯⋯⋯⋯⋯⋯⋯⋯

回天乏术 349⋯⋯⋯⋯⋯⋯⋯⋯⋯⋯⋯⋯⋯⋯⋯⋯⋯⋯⋯⋯⋯⋯⋯⋯⋯⋯⋯

回天之力 349⋯⋯⋯⋯⋯⋯⋯⋯⋯⋯⋯⋯⋯⋯⋯⋯⋯⋯⋯⋯⋯⋯⋯⋯⋯⋯⋯

回头是岸 349⋯⋯⋯⋯⋯⋯⋯⋯⋯⋯⋯⋯⋯⋯⋯⋯⋯⋯⋯⋯⋯⋯⋯⋯⋯⋯⋯

回味无穷 349⋯⋯⋯⋯⋯⋯⋯⋯⋯⋯⋯⋯⋯⋯⋯⋯⋯⋯⋯⋯⋯⋯⋯⋯⋯⋯⋯

回心转意 349⋯⋯⋯⋯⋯⋯⋯⋯⋯⋯⋯⋯⋯⋯⋯⋯⋯⋯⋯⋯⋯⋯⋯⋯⋯⋯⋯

悔过自新 350⋯⋯⋯⋯⋯⋯⋯⋯⋯⋯⋯⋯⋯⋯⋯⋯⋯⋯⋯⋯⋯⋯⋯⋯⋯⋯⋯

悔恨交加 350⋯⋯⋯⋯⋯⋯⋯⋯⋯⋯⋯⋯⋯⋯⋯⋯⋯⋯⋯⋯⋯⋯⋯⋯⋯⋯⋯

悔之无及 350⋯⋯⋯⋯⋯⋯⋯⋯⋯⋯⋯⋯⋯⋯⋯⋯⋯⋯⋯⋯⋯⋯⋯⋯⋯⋯⋯

毁家纾难 350⋯⋯⋯⋯⋯⋯⋯⋯⋯⋯⋯⋯⋯⋯⋯⋯⋯⋯⋯⋯⋯⋯⋯⋯⋯⋯⋯

毁于一旦 350⋯⋯⋯⋯⋯⋯⋯⋯⋯⋯⋯⋯⋯⋯⋯⋯⋯⋯⋯⋯⋯⋯⋯⋯⋯⋯⋯

讳疾忌医 350⋯⋯⋯⋯⋯⋯⋯⋯⋯⋯⋯⋯⋯⋯⋯⋯⋯⋯⋯⋯⋯⋯⋯⋯⋯⋯⋯

讳莫如深 351⋯⋯⋯⋯⋯⋯⋯⋯⋯⋯⋯⋯⋯⋯⋯⋯⋯⋯⋯⋯⋯⋯⋯⋯⋯⋯⋯

诲淫诲盗 351⋯⋯⋯⋯⋯⋯⋯⋯⋯⋯⋯⋯⋯⋯⋯⋯⋯⋯⋯⋯⋯⋯⋯⋯⋯⋯⋯

诲人不倦 351⋯⋯⋯⋯⋯⋯⋯⋯⋯⋯⋯⋯⋯⋯⋯⋯⋯⋯⋯⋯⋯⋯⋯⋯⋯⋯⋯

绘声绘色 351⋯⋯⋯⋯⋯⋯⋯⋯⋯⋯⋯⋯⋯⋯⋯⋯⋯⋯⋯⋯⋯⋯⋯⋯⋯⋯⋯

惠而不费 351⋯⋯⋯⋯⋯⋯⋯⋯⋯⋯⋯⋯⋯⋯⋯⋯⋯⋯⋯⋯⋯⋯⋯⋯⋯⋯⋯

hun 351⋯⋯⋯⋯⋯⋯⋯⋯⋯⋯⋯⋯⋯⋯⋯⋯⋯

昏昏沉沉 351⋯⋯⋯⋯⋯⋯⋯⋯⋯⋯⋯⋯⋯⋯⋯⋯⋯⋯⋯⋯⋯⋯⋯⋯⋯⋯⋯

昏昏欲睡 352⋯⋯⋯⋯⋯⋯⋯⋯⋯⋯⋯⋯⋯⋯⋯⋯⋯⋯⋯⋯⋯⋯⋯⋯⋯⋯⋯

·56·恍灰挥恢回悔毁讳诲绘惠昏



昏迷不醒 352⋯⋯⋯⋯⋯⋯⋯⋯⋯⋯⋯⋯⋯⋯⋯⋯⋯⋯⋯⋯⋯⋯⋯⋯⋯⋯⋯

昏天黑地 352⋯⋯⋯⋯⋯⋯⋯⋯⋯⋯⋯⋯⋯⋯⋯⋯⋯⋯⋯⋯⋯⋯⋯⋯⋯⋯⋯

昏头昏脑 352⋯⋯⋯⋯⋯⋯⋯⋯⋯⋯⋯⋯⋯⋯⋯⋯⋯⋯⋯⋯⋯⋯⋯⋯⋯⋯⋯

浑浑噩噩 352⋯⋯⋯⋯⋯⋯⋯⋯⋯⋯⋯⋯⋯⋯⋯⋯⋯⋯⋯⋯⋯⋯⋯⋯⋯⋯⋯

浑然一体 352⋯⋯⋯⋯⋯⋯⋯⋯⋯⋯⋯⋯⋯⋯⋯⋯⋯⋯⋯⋯⋯⋯⋯⋯⋯⋯⋯

浑身是胆 353⋯⋯⋯⋯⋯⋯⋯⋯⋯⋯⋯⋯⋯⋯⋯⋯⋯⋯⋯⋯⋯⋯⋯⋯⋯⋯⋯

浑水摸鱼 353⋯⋯⋯⋯⋯⋯⋯⋯⋯⋯⋯⋯⋯⋯⋯⋯⋯⋯⋯⋯⋯⋯⋯⋯⋯⋯⋯

魂不附体 353⋯⋯⋯⋯⋯⋯⋯⋯⋯⋯⋯⋯⋯⋯⋯⋯⋯⋯⋯⋯⋯⋯⋯⋯⋯⋯⋯

魂不守舍 353⋯⋯⋯⋯⋯⋯⋯⋯⋯⋯⋯⋯⋯⋯⋯⋯⋯⋯⋯⋯⋯⋯⋯⋯⋯⋯⋯

魂飞魄散 353⋯⋯⋯⋯⋯⋯⋯⋯⋯⋯⋯⋯⋯⋯⋯⋯⋯⋯⋯⋯⋯⋯⋯⋯⋯⋯⋯

混世魔王 353⋯⋯⋯⋯⋯⋯⋯⋯⋯⋯⋯⋯⋯⋯⋯⋯⋯⋯⋯⋯⋯⋯⋯⋯⋯⋯⋯

混为一谈 354⋯⋯⋯⋯⋯⋯⋯⋯⋯⋯⋯⋯⋯⋯⋯⋯⋯⋯⋯⋯⋯⋯⋯⋯⋯⋯⋯

混淆黑白 354⋯⋯⋯⋯⋯⋯⋯⋯⋯⋯⋯⋯⋯⋯⋯⋯⋯⋯⋯⋯⋯⋯⋯⋯⋯⋯⋯

混淆是非 354⋯⋯⋯⋯⋯⋯⋯⋯⋯⋯⋯⋯⋯⋯⋯⋯⋯⋯⋯⋯⋯⋯⋯⋯⋯⋯⋯

混淆视听 354⋯⋯⋯⋯⋯⋯⋯⋯⋯⋯⋯⋯⋯⋯⋯⋯⋯⋯⋯⋯⋯⋯⋯⋯⋯⋯⋯

huo 354⋯⋯⋯⋯⋯⋯⋯⋯⋯⋯⋯⋯⋯⋯⋯⋯⋯

活蹦乱跳 354⋯⋯⋯⋯⋯⋯⋯⋯⋯⋯⋯⋯⋯⋯⋯⋯⋯⋯⋯⋯⋯⋯⋯⋯⋯⋯⋯

活龙活现 354⋯⋯⋯⋯⋯⋯⋯⋯⋯⋯⋯⋯⋯⋯⋯⋯⋯⋯⋯⋯⋯⋯⋯⋯⋯⋯⋯

火冒三丈 355⋯⋯⋯⋯⋯⋯⋯⋯⋯⋯⋯⋯⋯⋯⋯⋯⋯⋯⋯⋯⋯⋯⋯⋯⋯⋯⋯

火上加油 355⋯⋯⋯⋯⋯⋯⋯⋯⋯⋯⋯⋯⋯⋯⋯⋯⋯⋯⋯⋯⋯⋯⋯⋯⋯⋯⋯

火烧眉毛 355⋯⋯⋯⋯⋯⋯⋯⋯⋯⋯⋯⋯⋯⋯⋯⋯⋯⋯⋯⋯⋯⋯⋯⋯⋯⋯⋯

火树银花 355⋯⋯⋯⋯⋯⋯⋯⋯⋯⋯⋯⋯⋯⋯⋯⋯⋯⋯⋯⋯⋯⋯⋯⋯⋯⋯⋯

火烧火燎 355⋯⋯⋯⋯⋯⋯⋯⋯⋯⋯⋯⋯⋯⋯⋯⋯⋯⋯⋯⋯⋯⋯⋯⋯⋯⋯⋯

火眼金睛 355⋯⋯⋯⋯⋯⋯⋯⋯⋯⋯⋯⋯⋯⋯⋯⋯⋯⋯⋯⋯⋯⋯⋯⋯⋯⋯⋯

火中取栗 356⋯⋯⋯⋯⋯⋯⋯⋯⋯⋯⋯⋯⋯⋯⋯⋯⋯⋯⋯⋯⋯⋯⋯⋯⋯⋯⋯

货真价实 356⋯⋯⋯⋯⋯⋯⋯⋯⋯⋯⋯⋯⋯⋯⋯⋯⋯⋯⋯⋯⋯⋯⋯⋯⋯⋯⋯

祸从天降 356⋯⋯⋯⋯⋯⋯⋯⋯⋯⋯⋯⋯⋯⋯⋯⋯⋯⋯⋯⋯⋯⋯⋯⋯⋯⋯⋯

祸国殃民 356⋯⋯⋯⋯⋯⋯⋯⋯⋯⋯⋯⋯⋯⋯⋯⋯⋯⋯⋯⋯⋯⋯⋯⋯⋯⋯⋯

祸不单行 356⋯⋯⋯⋯⋯⋯⋯⋯⋯⋯⋯⋯⋯⋯⋯⋯⋯⋯⋯⋯⋯⋯⋯⋯⋯⋯⋯

祸从口出 357⋯⋯⋯⋯⋯⋯⋯⋯⋯⋯⋯⋯⋯⋯⋯⋯⋯⋯⋯⋯⋯⋯⋯⋯⋯⋯⋯

祸起萧墙 357⋯⋯⋯⋯⋯⋯⋯⋯⋯⋯⋯⋯⋯⋯⋯⋯⋯⋯⋯⋯⋯⋯⋯⋯⋯⋯⋯

祸福无门 357⋯⋯⋯⋯⋯⋯⋯⋯⋯⋯⋯⋯⋯⋯⋯⋯⋯⋯⋯⋯⋯⋯⋯⋯⋯⋯⋯

豁然开朗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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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达大度 357⋯⋯⋯⋯⋯⋯⋯⋯⋯⋯⋯⋯⋯⋯⋯⋯⋯⋯⋯⋯⋯⋯⋯⋯⋯⋯⋯

J 358⋯⋯⋯⋯⋯⋯⋯⋯⋯⋯⋯⋯⋯⋯⋯⋯

ji 358⋯⋯⋯⋯⋯⋯⋯⋯⋯⋯⋯⋯⋯⋯⋯⋯⋯⋯⋯

击节称奇 358⋯⋯⋯⋯⋯⋯⋯⋯⋯⋯⋯⋯⋯⋯⋯⋯⋯⋯⋯⋯⋯⋯⋯⋯⋯⋯⋯

击中要害 358⋯⋯⋯⋯⋯⋯⋯⋯⋯⋯⋯⋯⋯⋯⋯⋯⋯⋯⋯⋯⋯⋯⋯⋯⋯⋯⋯

饥不择食 358⋯⋯⋯⋯⋯⋯⋯⋯⋯⋯⋯⋯⋯⋯⋯⋯⋯⋯⋯⋯⋯⋯⋯⋯⋯⋯⋯

饥寒交迫 358⋯⋯⋯⋯⋯⋯⋯⋯⋯⋯⋯⋯⋯⋯⋯⋯⋯⋯⋯⋯⋯⋯⋯⋯⋯⋯⋯

饥餐渴饮 358⋯⋯⋯⋯⋯⋯⋯⋯⋯⋯⋯⋯⋯⋯⋯⋯⋯⋯⋯⋯⋯⋯⋯⋯⋯⋯⋯

饥肠辘辘 359⋯⋯⋯⋯⋯⋯⋯⋯⋯⋯⋯⋯⋯⋯⋯⋯⋯⋯⋯⋯⋯⋯⋯⋯⋯⋯⋯

机不可失 359⋯⋯⋯⋯⋯⋯⋯⋯⋯⋯⋯⋯⋯⋯⋯⋯⋯⋯⋯⋯⋯⋯⋯⋯⋯⋯⋯

机关算尽 359⋯⋯⋯⋯⋯⋯⋯⋯⋯⋯⋯⋯⋯⋯⋯⋯⋯⋯⋯⋯⋯⋯⋯⋯⋯⋯⋯

鸡飞蛋打 359⋯⋯⋯⋯⋯⋯⋯⋯⋯⋯⋯⋯⋯⋯⋯⋯⋯⋯⋯⋯⋯⋯⋯⋯⋯⋯⋯

鸡毛蒜皮 359⋯⋯⋯⋯⋯⋯⋯⋯⋯⋯⋯⋯⋯⋯⋯⋯⋯⋯⋯⋯⋯⋯⋯⋯⋯⋯⋯

鸡鸣狗盗 359⋯⋯⋯⋯⋯⋯⋯⋯⋯⋯⋯⋯⋯⋯⋯⋯⋯⋯⋯⋯⋯⋯⋯⋯⋯⋯⋯

鸡犬不惊 360⋯⋯⋯⋯⋯⋯⋯⋯⋯⋯⋯⋯⋯⋯⋯⋯⋯⋯⋯⋯⋯⋯⋯⋯⋯⋯⋯

鸡犬不留 360⋯⋯⋯⋯⋯⋯⋯⋯⋯⋯⋯⋯⋯⋯⋯⋯⋯⋯⋯⋯⋯⋯⋯⋯⋯⋯⋯

鸡犬不宁 360⋯⋯⋯⋯⋯⋯⋯⋯⋯⋯⋯⋯⋯⋯⋯⋯⋯⋯⋯⋯⋯⋯⋯⋯⋯⋯⋯

鸡犬升天 360⋯⋯⋯⋯⋯⋯⋯⋯⋯⋯⋯⋯⋯⋯⋯⋯⋯⋯⋯⋯⋯⋯⋯⋯⋯⋯⋯

积非成是 360⋯⋯⋯⋯⋯⋯⋯⋯⋯⋯⋯⋯⋯⋯⋯⋯⋯⋯⋯⋯⋯⋯⋯⋯⋯⋯⋯

积谷防饥 361⋯⋯⋯⋯⋯⋯⋯⋯⋯⋯⋯⋯⋯⋯⋯⋯⋯⋯⋯⋯⋯⋯⋯⋯⋯⋯⋯

积毁销骨 361⋯⋯⋯⋯⋯⋯⋯⋯⋯⋯⋯⋯⋯⋯⋯⋯⋯⋯⋯⋯⋯⋯⋯⋯⋯⋯⋯

积劳成疾 361⋯⋯⋯⋯⋯⋯⋯⋯⋯⋯⋯⋯⋯⋯⋯⋯⋯⋯⋯⋯⋯⋯⋯⋯⋯⋯⋯

积少成多 361⋯⋯⋯⋯⋯⋯⋯⋯⋯⋯⋯⋯⋯⋯⋯⋯⋯⋯⋯⋯⋯⋯⋯⋯⋯⋯⋯

积土成山 361⋯⋯⋯⋯⋯⋯⋯⋯⋯⋯⋯⋯⋯⋯⋯⋯⋯⋯⋯⋯⋯⋯⋯⋯⋯⋯⋯

积习难改 361⋯⋯⋯⋯⋯⋯⋯⋯⋯⋯⋯⋯⋯⋯⋯⋯⋯⋯⋯⋯⋯⋯⋯⋯⋯⋯⋯

积习成常 361⋯⋯⋯⋯⋯⋯⋯⋯⋯⋯⋯⋯⋯⋯⋯⋯⋯⋯⋯⋯⋯⋯⋯⋯⋯⋯⋯

积忧成疾 362⋯⋯⋯⋯⋯⋯⋯⋯⋯⋯⋯⋯⋯⋯⋯⋯⋯⋯⋯⋯⋯⋯⋯⋯⋯⋯⋯

积羽沉舟 362⋯⋯⋯⋯⋯⋯⋯⋯⋯⋯⋯⋯⋯⋯⋯⋯⋯⋯⋯⋯⋯⋯⋯⋯⋯⋯⋯

积重难返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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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轻畸重 362⋯⋯⋯⋯⋯⋯⋯⋯⋯⋯⋯⋯⋯⋯⋯⋯⋯⋯⋯⋯⋯⋯⋯⋯⋯⋯⋯

激浊扬清 362⋯⋯⋯⋯⋯⋯⋯⋯⋯⋯⋯⋯⋯⋯⋯⋯⋯⋯⋯⋯⋯⋯⋯⋯⋯⋯⋯

及锋而试 362⋯⋯⋯⋯⋯⋯⋯⋯⋯⋯⋯⋯⋯⋯⋯⋯⋯⋯⋯⋯⋯⋯⋯⋯⋯⋯⋯

及时行乐 363⋯⋯⋯⋯⋯⋯⋯⋯⋯⋯⋯⋯⋯⋯⋯⋯⋯⋯⋯⋯⋯⋯⋯⋯⋯⋯⋯

吉人天相 363⋯⋯⋯⋯⋯⋯⋯⋯⋯⋯⋯⋯⋯⋯⋯⋯⋯⋯⋯⋯⋯⋯⋯⋯⋯⋯⋯

吉日良辰 363⋯⋯⋯⋯⋯⋯⋯⋯⋯⋯⋯⋯⋯⋯⋯⋯⋯⋯⋯⋯⋯⋯⋯⋯⋯⋯⋯

吉星高照 363⋯⋯⋯⋯⋯⋯⋯⋯⋯⋯⋯⋯⋯⋯⋯⋯⋯⋯⋯⋯⋯⋯⋯⋯⋯⋯⋯

吉凶未卜 363⋯⋯⋯⋯⋯⋯⋯⋯⋯⋯⋯⋯⋯⋯⋯⋯⋯⋯⋯⋯⋯⋯⋯⋯⋯⋯⋯

岌岌可危 363⋯⋯⋯⋯⋯⋯⋯⋯⋯⋯⋯⋯⋯⋯⋯⋯⋯⋯⋯⋯⋯⋯⋯⋯⋯⋯⋯

极乐世界 364⋯⋯⋯⋯⋯⋯⋯⋯⋯⋯⋯⋯⋯⋯⋯⋯⋯⋯⋯⋯⋯⋯⋯⋯⋯⋯⋯

即景生情 364⋯⋯⋯⋯⋯⋯⋯⋯⋯⋯⋯⋯⋯⋯⋯⋯⋯⋯⋯⋯⋯⋯⋯⋯⋯⋯⋯

佶屈聱牙 364⋯⋯⋯⋯⋯⋯⋯⋯⋯⋯⋯⋯⋯⋯⋯⋯⋯⋯⋯⋯⋯⋯⋯⋯⋯⋯⋯

急不可待 364⋯⋯⋯⋯⋯⋯⋯⋯⋯⋯⋯⋯⋯⋯⋯⋯⋯⋯⋯⋯⋯⋯⋯⋯⋯⋯⋯

急公好义 364⋯⋯⋯⋯⋯⋯⋯⋯⋯⋯⋯⋯⋯⋯⋯⋯⋯⋯⋯⋯⋯⋯⋯⋯⋯⋯⋯

急功近利 364⋯⋯⋯⋯⋯⋯⋯⋯⋯⋯⋯⋯⋯⋯⋯⋯⋯⋯⋯⋯⋯⋯⋯⋯⋯⋯⋯

急起直追 365⋯⋯⋯⋯⋯⋯⋯⋯⋯⋯⋯⋯⋯⋯⋯⋯⋯⋯⋯⋯⋯⋯⋯⋯⋯⋯⋯

急流勇退 365⋯⋯⋯⋯⋯⋯⋯⋯⋯⋯⋯⋯⋯⋯⋯⋯⋯⋯⋯⋯⋯⋯⋯⋯⋯⋯⋯

急景残年 365⋯⋯⋯⋯⋯⋯⋯⋯⋯⋯⋯⋯⋯⋯⋯⋯⋯⋯⋯⋯⋯⋯⋯⋯⋯⋯⋯

急不择路 365⋯⋯⋯⋯⋯⋯⋯⋯⋯⋯⋯⋯⋯⋯⋯⋯⋯⋯⋯⋯⋯⋯⋯⋯⋯⋯⋯

急不择言 365⋯⋯⋯⋯⋯⋯⋯⋯⋯⋯⋯⋯⋯⋯⋯⋯⋯⋯⋯⋯⋯⋯⋯⋯⋯⋯⋯

急风暴雨 365⋯⋯⋯⋯⋯⋯⋯⋯⋯⋯⋯⋯⋯⋯⋯⋯⋯⋯⋯⋯⋯⋯⋯⋯⋯⋯⋯

急流勇进 365⋯⋯⋯⋯⋯⋯⋯⋯⋯⋯⋯⋯⋯⋯⋯⋯⋯⋯⋯⋯⋯⋯⋯⋯⋯⋯⋯

急人之困 366⋯⋯⋯⋯⋯⋯⋯⋯⋯⋯⋯⋯⋯⋯⋯⋯⋯⋯⋯⋯⋯⋯⋯⋯⋯⋯⋯

急如星火 366⋯⋯⋯⋯⋯⋯⋯⋯⋯⋯⋯⋯⋯⋯⋯⋯⋯⋯⋯⋯⋯⋯⋯⋯⋯⋯⋯

急中生智 366⋯⋯⋯⋯⋯⋯⋯⋯⋯⋯⋯⋯⋯⋯⋯⋯⋯⋯⋯⋯⋯⋯⋯⋯⋯⋯⋯

急于求成 366⋯⋯⋯⋯⋯⋯⋯⋯⋯⋯⋯⋯⋯⋯⋯⋯⋯⋯⋯⋯⋯⋯⋯⋯⋯⋯⋯

急转直下 366⋯⋯⋯⋯⋯⋯⋯⋯⋯⋯⋯⋯⋯⋯⋯⋯⋯⋯⋯⋯⋯⋯⋯⋯⋯⋯⋯

疾恶如仇 366⋯⋯⋯⋯⋯⋯⋯⋯⋯⋯⋯⋯⋯⋯⋯⋯⋯⋯⋯⋯⋯⋯⋯⋯⋯⋯⋯

疾风知劲草 367⋯⋯⋯⋯⋯⋯⋯⋯⋯⋯⋯⋯⋯⋯⋯⋯⋯⋯⋯⋯⋯⋯⋯⋯⋯⋯

疾言厉色 367⋯⋯⋯⋯⋯⋯⋯⋯⋯⋯⋯⋯⋯⋯⋯⋯⋯⋯⋯⋯⋯⋯⋯⋯⋯⋯⋯

疾首蹙额 367⋯⋯⋯⋯⋯⋯⋯⋯⋯⋯⋯⋯⋯⋯⋯⋯⋯⋯⋯⋯⋯⋯⋯⋯⋯⋯⋯

嫉贤妒能 367⋯⋯⋯⋯⋯⋯⋯⋯⋯⋯⋯⋯⋯⋯⋯⋯⋯⋯⋯⋯⋯⋯⋯⋯⋯⋯⋯

集思广益 367⋯⋯⋯⋯⋯⋯⋯⋯⋯⋯⋯⋯⋯⋯⋯⋯⋯⋯⋯⋯⋯⋯⋯⋯⋯⋯⋯

集腋成裘 367⋯⋯⋯⋯⋯⋯⋯⋯⋯⋯⋯⋯⋯⋯⋯⋯⋯⋯⋯⋯⋯⋯⋯⋯⋯⋯⋯

己所不欲 , 勿施于人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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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眉弄眼 368⋯⋯⋯⋯⋯⋯⋯⋯⋯⋯⋯⋯⋯⋯⋯⋯⋯⋯⋯⋯⋯⋯⋯⋯⋯⋯⋯

济济一堂 368⋯⋯⋯⋯⋯⋯⋯⋯⋯⋯⋯⋯⋯⋯⋯⋯⋯⋯⋯⋯⋯⋯⋯⋯⋯⋯⋯

几次三番 368⋯⋯⋯⋯⋯⋯⋯⋯⋯⋯⋯⋯⋯⋯⋯⋯⋯⋯⋯⋯⋯⋯⋯⋯⋯⋯⋯

掎角之势 368⋯⋯⋯⋯⋯⋯⋯⋯⋯⋯⋯⋯⋯⋯⋯⋯⋯⋯⋯⋯⋯⋯⋯⋯⋯⋯⋯

计出万全 368⋯⋯⋯⋯⋯⋯⋯⋯⋯⋯⋯⋯⋯⋯⋯⋯⋯⋯⋯⋯⋯⋯⋯⋯⋯⋯⋯

计穷力竭 369⋯⋯⋯⋯⋯⋯⋯⋯⋯⋯⋯⋯⋯⋯⋯⋯⋯⋯⋯⋯⋯⋯⋯⋯⋯⋯⋯

计日程功 369⋯⋯⋯⋯⋯⋯⋯⋯⋯⋯⋯⋯⋯⋯⋯⋯⋯⋯⋯⋯⋯⋯⋯⋯⋯⋯⋯

计日而待 369⋯⋯⋯⋯⋯⋯⋯⋯⋯⋯⋯⋯⋯⋯⋯⋯⋯⋯⋯⋯⋯⋯⋯⋯⋯⋯⋯

记忆犹新 369⋯⋯⋯⋯⋯⋯⋯⋯⋯⋯⋯⋯⋯⋯⋯⋯⋯⋯⋯⋯⋯⋯⋯⋯⋯⋯⋯

济寒赈贫 369⋯⋯⋯⋯⋯⋯⋯⋯⋯⋯⋯⋯⋯⋯⋯⋯⋯⋯⋯⋯⋯⋯⋯⋯⋯⋯⋯

济世之才 369⋯⋯⋯⋯⋯⋯⋯⋯⋯⋯⋯⋯⋯⋯⋯⋯⋯⋯⋯⋯⋯⋯⋯⋯⋯⋯⋯

既来之 , 则安之 369⋯⋯⋯⋯⋯⋯⋯⋯⋯⋯⋯⋯⋯⋯⋯⋯⋯⋯⋯⋯⋯⋯⋯⋯⋯

既往不咎 370⋯⋯⋯⋯⋯⋯⋯⋯⋯⋯⋯⋯⋯⋯⋯⋯⋯⋯⋯⋯⋯⋯⋯⋯⋯⋯⋯

继往开来 370⋯⋯⋯⋯⋯⋯⋯⋯⋯⋯⋯⋯⋯⋯⋯⋯⋯⋯⋯⋯⋯⋯⋯⋯⋯⋯⋯

寄人篱下 370⋯⋯⋯⋯⋯⋯⋯⋯⋯⋯⋯⋯⋯⋯⋯⋯⋯⋯⋯⋯⋯⋯⋯⋯⋯⋯⋯

jiɑ 370⋯⋯⋯⋯⋯⋯⋯⋯⋯⋯⋯⋯⋯⋯⋯⋯⋯⋯

加官进禄 370⋯⋯⋯⋯⋯⋯⋯⋯⋯⋯⋯⋯⋯⋯⋯⋯⋯⋯⋯⋯⋯⋯⋯⋯⋯⋯⋯

加油添醋 370⋯⋯⋯⋯⋯⋯⋯⋯⋯⋯⋯⋯⋯⋯⋯⋯⋯⋯⋯⋯⋯⋯⋯⋯⋯⋯⋯

家长里短 371⋯⋯⋯⋯⋯⋯⋯⋯⋯⋯⋯⋯⋯⋯⋯⋯⋯⋯⋯⋯⋯⋯⋯⋯⋯⋯⋯

家常便饭 371⋯⋯⋯⋯⋯⋯⋯⋯⋯⋯⋯⋯⋯⋯⋯⋯⋯⋯⋯⋯⋯⋯⋯⋯⋯⋯⋯

家给人足 371⋯⋯⋯⋯⋯⋯⋯⋯⋯⋯⋯⋯⋯⋯⋯⋯⋯⋯⋯⋯⋯⋯⋯⋯⋯⋯⋯

家破人亡 371⋯⋯⋯⋯⋯⋯⋯⋯⋯⋯⋯⋯⋯⋯⋯⋯⋯⋯⋯⋯⋯⋯⋯⋯⋯⋯⋯

家徒四壁 371⋯⋯⋯⋯⋯⋯⋯⋯⋯⋯⋯⋯⋯⋯⋯⋯⋯⋯⋯⋯⋯⋯⋯⋯⋯⋯⋯

家道中落 371⋯⋯⋯⋯⋯⋯⋯⋯⋯⋯⋯⋯⋯⋯⋯⋯⋯⋯⋯⋯⋯⋯⋯⋯⋯⋯⋯

家道小康 372⋯⋯⋯⋯⋯⋯⋯⋯⋯⋯⋯⋯⋯⋯⋯⋯⋯⋯⋯⋯⋯⋯⋯⋯⋯⋯⋯

家贫如洗 372⋯⋯⋯⋯⋯⋯⋯⋯⋯⋯⋯⋯⋯⋯⋯⋯⋯⋯⋯⋯⋯⋯⋯⋯⋯⋯⋯

家弦户诵 372⋯⋯⋯⋯⋯⋯⋯⋯⋯⋯⋯⋯⋯⋯⋯⋯⋯⋯⋯⋯⋯⋯⋯⋯⋯⋯⋯

家学渊源 372⋯⋯⋯⋯⋯⋯⋯⋯⋯⋯⋯⋯⋯⋯⋯⋯⋯⋯⋯⋯⋯⋯⋯⋯⋯⋯⋯

家喻户晓 372⋯⋯⋯⋯⋯⋯⋯⋯⋯⋯⋯⋯⋯⋯⋯⋯⋯⋯⋯⋯⋯⋯⋯⋯⋯⋯⋯

家贼难防 372⋯⋯⋯⋯⋯⋯⋯⋯⋯⋯⋯⋯⋯⋯⋯⋯⋯⋯⋯⋯⋯⋯⋯⋯⋯⋯⋯

嘉言懿行 372⋯⋯⋯⋯⋯⋯⋯⋯⋯⋯⋯⋯⋯⋯⋯⋯⋯⋯⋯⋯⋯⋯⋯⋯⋯⋯⋯

假公营私 373⋯⋯⋯⋯⋯⋯⋯⋯⋯⋯⋯⋯⋯⋯⋯⋯⋯⋯⋯⋯⋯⋯⋯⋯⋯⋯⋯

假仁假义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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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手于人 373⋯⋯⋯⋯⋯⋯⋯⋯⋯⋯⋯⋯⋯⋯⋯⋯⋯⋯⋯⋯⋯⋯⋯⋯⋯⋯⋯

假途灭虢 373⋯⋯⋯⋯⋯⋯⋯⋯⋯⋯⋯⋯⋯⋯⋯⋯⋯⋯⋯⋯⋯⋯⋯⋯⋯⋯⋯

假戏真做 373⋯⋯⋯⋯⋯⋯⋯⋯⋯⋯⋯⋯⋯⋯⋯⋯⋯⋯⋯⋯⋯⋯⋯⋯⋯⋯⋯

假以辞色 373⋯⋯⋯⋯⋯⋯⋯⋯⋯⋯⋯⋯⋯⋯⋯⋯⋯⋯⋯⋯⋯⋯⋯⋯⋯⋯⋯

价廉物美 374⋯⋯⋯⋯⋯⋯⋯⋯⋯⋯⋯⋯⋯⋯⋯⋯⋯⋯⋯⋯⋯⋯⋯⋯⋯⋯⋯

价值连城 374⋯⋯⋯⋯⋯⋯⋯⋯⋯⋯⋯⋯⋯⋯⋯⋯⋯⋯⋯⋯⋯⋯⋯⋯⋯⋯⋯

驾轻就熟 374⋯⋯⋯⋯⋯⋯⋯⋯⋯⋯⋯⋯⋯⋯⋯⋯⋯⋯⋯⋯⋯⋯⋯⋯⋯⋯⋯

嫁狗随狗 374⋯⋯⋯⋯⋯⋯⋯⋯⋯⋯⋯⋯⋯⋯⋯⋯⋯⋯⋯⋯⋯⋯⋯⋯⋯⋯⋯

嫁祸于人 374⋯⋯⋯⋯⋯⋯⋯⋯⋯⋯⋯⋯⋯⋯⋯⋯⋯⋯⋯⋯⋯⋯⋯⋯⋯⋯⋯

jiɑn 374⋯⋯⋯⋯⋯⋯⋯⋯⋯⋯⋯⋯⋯⋯⋯⋯⋯⋯

尖酸刻薄 374⋯⋯⋯⋯⋯⋯⋯⋯⋯⋯⋯⋯⋯⋯⋯⋯⋯⋯⋯⋯⋯⋯⋯⋯⋯⋯⋯

尖嘴猴腮 375⋯⋯⋯⋯⋯⋯⋯⋯⋯⋯⋯⋯⋯⋯⋯⋯⋯⋯⋯⋯⋯⋯⋯⋯⋯⋯⋯

尖嘴薄舌 375⋯⋯⋯⋯⋯⋯⋯⋯⋯⋯⋯⋯⋯⋯⋯⋯⋯⋯⋯⋯⋯⋯⋯⋯⋯⋯⋯

坚壁清野 375⋯⋯⋯⋯⋯⋯⋯⋯⋯⋯⋯⋯⋯⋯⋯⋯⋯⋯⋯⋯⋯⋯⋯⋯⋯⋯⋯

坚不可摧 375⋯⋯⋯⋯⋯⋯⋯⋯⋯⋯⋯⋯⋯⋯⋯⋯⋯⋯⋯⋯⋯⋯⋯⋯⋯⋯⋯

坚持不懈 375⋯⋯⋯⋯⋯⋯⋯⋯⋯⋯⋯⋯⋯⋯⋯⋯⋯⋯⋯⋯⋯⋯⋯⋯⋯⋯⋯

坚定不移 375⋯⋯⋯⋯⋯⋯⋯⋯⋯⋯⋯⋯⋯⋯⋯⋯⋯⋯⋯⋯⋯⋯⋯⋯⋯⋯⋯

坚忍不拔 376⋯⋯⋯⋯⋯⋯⋯⋯⋯⋯⋯⋯⋯⋯⋯⋯⋯⋯⋯⋯⋯⋯⋯⋯⋯⋯⋯

坚强不屈 376⋯⋯⋯⋯⋯⋯⋯⋯⋯⋯⋯⋯⋯⋯⋯⋯⋯⋯⋯⋯⋯⋯⋯⋯⋯⋯⋯

坚定不渝 376⋯⋯⋯⋯⋯⋯⋯⋯⋯⋯⋯⋯⋯⋯⋯⋯⋯⋯⋯⋯⋯⋯⋯⋯⋯⋯⋯

坚甲利兵 376⋯⋯⋯⋯⋯⋯⋯⋯⋯⋯⋯⋯⋯⋯⋯⋯⋯⋯⋯⋯⋯⋯⋯⋯⋯⋯⋯

坚苦卓绝 376⋯⋯⋯⋯⋯⋯⋯⋯⋯⋯⋯⋯⋯⋯⋯⋯⋯⋯⋯⋯⋯⋯⋯⋯⋯⋯⋯

坚如磐石 376⋯⋯⋯⋯⋯⋯⋯⋯⋯⋯⋯⋯⋯⋯⋯⋯⋯⋯⋯⋯⋯⋯⋯⋯⋯⋯⋯

坚贞不屈 376⋯⋯⋯⋯⋯⋯⋯⋯⋯⋯⋯⋯⋯⋯⋯⋯⋯⋯⋯⋯⋯⋯⋯⋯⋯⋯⋯

坚贞不渝 377⋯⋯⋯⋯⋯⋯⋯⋯⋯⋯⋯⋯⋯⋯⋯⋯⋯⋯⋯⋯⋯⋯⋯⋯⋯⋯⋯

坚执不从 377⋯⋯⋯⋯⋯⋯⋯⋯⋯⋯⋯⋯⋯⋯⋯⋯⋯⋯⋯⋯⋯⋯⋯⋯⋯⋯⋯

肩摩毂击 377⋯⋯⋯⋯⋯⋯⋯⋯⋯⋯⋯⋯⋯⋯⋯⋯⋯⋯⋯⋯⋯⋯⋯⋯⋯⋯⋯

间不容发 377⋯⋯⋯⋯⋯⋯⋯⋯⋯⋯⋯⋯⋯⋯⋯⋯⋯⋯⋯⋯⋯⋯⋯⋯⋯⋯⋯

艰苦奋斗 377⋯⋯⋯⋯⋯⋯⋯⋯⋯⋯⋯⋯⋯⋯⋯⋯⋯⋯⋯⋯⋯⋯⋯⋯⋯⋯⋯

艰苦朴素 377⋯⋯⋯⋯⋯⋯⋯⋯⋯⋯⋯⋯⋯⋯⋯⋯⋯⋯⋯⋯⋯⋯⋯⋯⋯⋯⋯

艰苦卓绝 377⋯⋯⋯⋯⋯⋯⋯⋯⋯⋯⋯⋯⋯⋯⋯⋯⋯⋯⋯⋯⋯⋯⋯⋯⋯⋯⋯

艰难险阻 378⋯⋯⋯⋯⋯⋯⋯⋯⋯⋯⋯⋯⋯⋯⋯⋯⋯⋯⋯⋯⋯⋯⋯⋯⋯⋯⋯

兼而有之 378⋯⋯⋯⋯⋯⋯⋯⋯⋯⋯⋯⋯⋯⋯⋯⋯⋯⋯⋯⋯⋯⋯⋯⋯⋯⋯⋯

·07· 假价驾嫁尖坚肩间艰兼



兼收并蓄 378⋯⋯⋯⋯⋯⋯⋯⋯⋯⋯⋯⋯⋯⋯⋯⋯⋯⋯⋯⋯⋯⋯⋯⋯⋯⋯⋯

兼听则明 , 偏信则暗 378⋯⋯⋯⋯⋯⋯⋯⋯⋯⋯⋯⋯⋯⋯⋯⋯⋯⋯⋯⋯⋯⋯⋯

缄口不言 378⋯⋯⋯⋯⋯⋯⋯⋯⋯⋯⋯⋯⋯⋯⋯⋯⋯⋯⋯⋯⋯⋯⋯⋯⋯⋯⋯

简明扼要 379⋯⋯⋯⋯⋯⋯⋯⋯⋯⋯⋯⋯⋯⋯⋯⋯⋯⋯⋯⋯⋯⋯⋯⋯⋯⋯⋯

见财起意 379⋯⋯⋯⋯⋯⋯⋯⋯⋯⋯⋯⋯⋯⋯⋯⋯⋯⋯⋯⋯⋯⋯⋯⋯⋯⋯⋯

见多识广 379⋯⋯⋯⋯⋯⋯⋯⋯⋯⋯⋯⋯⋯⋯⋯⋯⋯⋯⋯⋯⋯⋯⋯⋯⋯⋯⋯

见仁见智 379⋯⋯⋯⋯⋯⋯⋯⋯⋯⋯⋯⋯⋯⋯⋯⋯⋯⋯⋯⋯⋯⋯⋯⋯⋯⋯⋯

见笑大方 379⋯⋯⋯⋯⋯⋯⋯⋯⋯⋯⋯⋯⋯⋯⋯⋯⋯⋯⋯⋯⋯⋯⋯⋯⋯⋯⋯

见怪不怪 379⋯⋯⋯⋯⋯⋯⋯⋯⋯⋯⋯⋯⋯⋯⋯⋯⋯⋯⋯⋯⋯⋯⋯⋯⋯⋯⋯

见利思义 380⋯⋯⋯⋯⋯⋯⋯⋯⋯⋯⋯⋯⋯⋯⋯⋯⋯⋯⋯⋯⋯⋯⋯⋯⋯⋯⋯

见死不救 380⋯⋯⋯⋯⋯⋯⋯⋯⋯⋯⋯⋯⋯⋯⋯⋯⋯⋯⋯⋯⋯⋯⋯⋯⋯⋯⋯

见贤思齐 380⋯⋯⋯⋯⋯⋯⋯⋯⋯⋯⋯⋯⋯⋯⋯⋯⋯⋯⋯⋯⋯⋯⋯⋯⋯⋯⋯

见风使舵 380⋯⋯⋯⋯⋯⋯⋯⋯⋯⋯⋯⋯⋯⋯⋯⋯⋯⋯⋯⋯⋯⋯⋯⋯⋯⋯⋯

见缝插针 380⋯⋯⋯⋯⋯⋯⋯⋯⋯⋯⋯⋯⋯⋯⋯⋯⋯⋯⋯⋯⋯⋯⋯⋯⋯⋯⋯

见机而动 380⋯⋯⋯⋯⋯⋯⋯⋯⋯⋯⋯⋯⋯⋯⋯⋯⋯⋯⋯⋯⋯⋯⋯⋯⋯⋯⋯

见机行事 381⋯⋯⋯⋯⋯⋯⋯⋯⋯⋯⋯⋯⋯⋯⋯⋯⋯⋯⋯⋯⋯⋯⋯⋯⋯⋯⋯

见利忘义 381⋯⋯⋯⋯⋯⋯⋯⋯⋯⋯⋯⋯⋯⋯⋯⋯⋯⋯⋯⋯⋯⋯⋯⋯⋯⋯⋯

见猎心喜 381⋯⋯⋯⋯⋯⋯⋯⋯⋯⋯⋯⋯⋯⋯⋯⋯⋯⋯⋯⋯⋯⋯⋯⋯⋯⋯⋯

见钱眼开 381⋯⋯⋯⋯⋯⋯⋯⋯⋯⋯⋯⋯⋯⋯⋯⋯⋯⋯⋯⋯⋯⋯⋯⋯⋯⋯⋯

见危授命 381⋯⋯⋯⋯⋯⋯⋯⋯⋯⋯⋯⋯⋯⋯⋯⋯⋯⋯⋯⋯⋯⋯⋯⋯⋯⋯⋯

见微知著 382⋯⋯⋯⋯⋯⋯⋯⋯⋯⋯⋯⋯⋯⋯⋯⋯⋯⋯⋯⋯⋯⋯⋯⋯⋯⋯⋯

见所未见 382⋯⋯⋯⋯⋯⋯⋯⋯⋯⋯⋯⋯⋯⋯⋯⋯⋯⋯⋯⋯⋯⋯⋯⋯⋯⋯⋯

见义勇为 382⋯⋯⋯⋯⋯⋯⋯⋯⋯⋯⋯⋯⋯⋯⋯⋯⋯⋯⋯⋯⋯⋯⋯⋯⋯⋯⋯

见异思迁 382⋯⋯⋯⋯⋯⋯⋯⋯⋯⋯⋯⋯⋯⋯⋯⋯⋯⋯⋯⋯⋯⋯⋯⋯⋯⋯⋯

剑拔弩张 382⋯⋯⋯⋯⋯⋯⋯⋯⋯⋯⋯⋯⋯⋯⋯⋯⋯⋯⋯⋯⋯⋯⋯⋯⋯⋯⋯

健步如飞 382⋯⋯⋯⋯⋯⋯⋯⋯⋯⋯⋯⋯⋯⋯⋯⋯⋯⋯⋯⋯⋯⋯⋯⋯⋯⋯⋯

渐入佳境 383⋯⋯⋯⋯⋯⋯⋯⋯⋯⋯⋯⋯⋯⋯⋯⋯⋯⋯⋯⋯⋯⋯⋯⋯⋯⋯⋯

建功立业 383⋯⋯⋯⋯⋯⋯⋯⋯⋯⋯⋯⋯⋯⋯⋯⋯⋯⋯⋯⋯⋯⋯⋯⋯⋯⋯⋯

鉴貌辨色 383⋯⋯⋯⋯⋯⋯⋯⋯⋯⋯⋯⋯⋯⋯⋯⋯⋯⋯⋯⋯⋯⋯⋯⋯⋯⋯⋯

鉴往知来 383⋯⋯⋯⋯⋯⋯⋯⋯⋯⋯⋯⋯⋯⋯⋯⋯⋯⋯⋯⋯⋯⋯⋯⋯⋯⋯⋯

箭不虚发 383⋯⋯⋯⋯⋯⋯⋯⋯⋯⋯⋯⋯⋯⋯⋯⋯⋯⋯⋯⋯⋯⋯⋯⋯⋯⋯⋯

箭在弦上 383⋯⋯⋯⋯⋯⋯⋯⋯⋯⋯⋯⋯⋯⋯⋯⋯⋯⋯⋯⋯⋯⋯⋯⋯⋯⋯⋯

·17·兼缄简见剑健渐建鉴箭



jiɑnɡ 383⋯⋯⋯⋯⋯⋯⋯⋯⋯⋯⋯⋯⋯⋯⋯⋯⋯

江河日下 383⋯⋯⋯⋯⋯⋯⋯⋯⋯⋯⋯⋯⋯⋯⋯⋯⋯⋯⋯⋯⋯⋯⋯⋯⋯⋯⋯

江郎才尽 384⋯⋯⋯⋯⋯⋯⋯⋯⋯⋯⋯⋯⋯⋯⋯⋯⋯⋯⋯⋯⋯⋯⋯⋯⋯⋯⋯

江山如画 384⋯⋯⋯⋯⋯⋯⋯⋯⋯⋯⋯⋯⋯⋯⋯⋯⋯⋯⋯⋯⋯⋯⋯⋯⋯⋯⋯

江山易改 , 本性难移 384⋯⋯⋯⋯⋯⋯⋯⋯⋯⋯⋯⋯⋯⋯⋯⋯⋯⋯⋯⋯⋯⋯⋯

江天一色 384⋯⋯⋯⋯⋯⋯⋯⋯⋯⋯⋯⋯⋯⋯⋯⋯⋯⋯⋯⋯⋯⋯⋯⋯⋯⋯⋯

江心补漏 384⋯⋯⋯⋯⋯⋯⋯⋯⋯⋯⋯⋯⋯⋯⋯⋯⋯⋯⋯⋯⋯⋯⋯⋯⋯⋯⋯

将错就错 384⋯⋯⋯⋯⋯⋯⋯⋯⋯⋯⋯⋯⋯⋯⋯⋯⋯⋯⋯⋯⋯⋯⋯⋯⋯⋯⋯

将计就计 385⋯⋯⋯⋯⋯⋯⋯⋯⋯⋯⋯⋯⋯⋯⋯⋯⋯⋯⋯⋯⋯⋯⋯⋯⋯⋯⋯

将信将疑 385⋯⋯⋯⋯⋯⋯⋯⋯⋯⋯⋯⋯⋯⋯⋯⋯⋯⋯⋯⋯⋯⋯⋯⋯⋯⋯⋯

将功补过 385⋯⋯⋯⋯⋯⋯⋯⋯⋯⋯⋯⋯⋯⋯⋯⋯⋯⋯⋯⋯⋯⋯⋯⋯⋯⋯⋯

将功折罪 385⋯⋯⋯⋯⋯⋯⋯⋯⋯⋯⋯⋯⋯⋯⋯⋯⋯⋯⋯⋯⋯⋯⋯⋯⋯⋯⋯

将心比心 385⋯⋯⋯⋯⋯⋯⋯⋯⋯⋯⋯⋯⋯⋯⋯⋯⋯⋯⋯⋯⋯⋯⋯⋯⋯⋯⋯

降心相从 385⋯⋯⋯⋯⋯⋯⋯⋯⋯⋯⋯⋯⋯⋯⋯⋯⋯⋯⋯⋯⋯⋯⋯⋯⋯⋯⋯

匠心独运 386⋯⋯⋯⋯⋯⋯⋯⋯⋯⋯⋯⋯⋯⋯⋯⋯⋯⋯⋯⋯⋯⋯⋯⋯⋯⋯⋯

jiɑo 386⋯⋯⋯⋯⋯⋯⋯⋯⋯⋯⋯⋯⋯⋯⋯⋯⋯⋯

交口称誉 386⋯⋯⋯⋯⋯⋯⋯⋯⋯⋯⋯⋯⋯⋯⋯⋯⋯⋯⋯⋯⋯⋯⋯⋯⋯⋯⋯

交浅言深 386⋯⋯⋯⋯⋯⋯⋯⋯⋯⋯⋯⋯⋯⋯⋯⋯⋯⋯⋯⋯⋯⋯⋯⋯⋯⋯⋯

交头接耳 386⋯⋯⋯⋯⋯⋯⋯⋯⋯⋯⋯⋯⋯⋯⋯⋯⋯⋯⋯⋯⋯⋯⋯⋯⋯⋯⋯

娇生惯养 386⋯⋯⋯⋯⋯⋯⋯⋯⋯⋯⋯⋯⋯⋯⋯⋯⋯⋯⋯⋯⋯⋯⋯⋯⋯⋯⋯

娇小玲珑 386⋯⋯⋯⋯⋯⋯⋯⋯⋯⋯⋯⋯⋯⋯⋯⋯⋯⋯⋯⋯⋯⋯⋯⋯⋯⋯⋯

骄傲自满 387⋯⋯⋯⋯⋯⋯⋯⋯⋯⋯⋯⋯⋯⋯⋯⋯⋯⋯⋯⋯⋯⋯⋯⋯⋯⋯⋯

骄兵必败 387⋯⋯⋯⋯⋯⋯⋯⋯⋯⋯⋯⋯⋯⋯⋯⋯⋯⋯⋯⋯⋯⋯⋯⋯⋯⋯⋯

骄奢淫逸 387⋯⋯⋯⋯⋯⋯⋯⋯⋯⋯⋯⋯⋯⋯⋯⋯⋯⋯⋯⋯⋯⋯⋯⋯⋯⋯⋯

胶柱鼓瑟 387⋯⋯⋯⋯⋯⋯⋯⋯⋯⋯⋯⋯⋯⋯⋯⋯⋯⋯⋯⋯⋯⋯⋯⋯⋯⋯⋯

焦头烂额 388⋯⋯⋯⋯⋯⋯⋯⋯⋯⋯⋯⋯⋯⋯⋯⋯⋯⋯⋯⋯⋯⋯⋯⋯⋯⋯⋯

狡兔三窟 388⋯⋯⋯⋯⋯⋯⋯⋯⋯⋯⋯⋯⋯⋯⋯⋯⋯⋯⋯⋯⋯⋯⋯⋯⋯⋯⋯

矫揉造作 388⋯⋯⋯⋯⋯⋯⋯⋯⋯⋯⋯⋯⋯⋯⋯⋯⋯⋯⋯⋯⋯⋯⋯⋯⋯⋯⋯

矫枉过正 388⋯⋯⋯⋯⋯⋯⋯⋯⋯⋯⋯⋯⋯⋯⋯⋯⋯⋯⋯⋯⋯⋯⋯⋯⋯⋯⋯

脚踏实地 389⋯⋯⋯⋯⋯⋯⋯⋯⋯⋯⋯⋯⋯⋯⋯⋯⋯⋯⋯⋯⋯⋯⋯⋯⋯⋯⋯

绞尽脑汁 389⋯⋯⋯⋯⋯⋯⋯⋯⋯⋯⋯⋯⋯⋯⋯⋯⋯⋯⋯⋯⋯⋯⋯⋯⋯⋯⋯

·27· 江将降匠交娇骄胶焦狡矫脚绞



叫苦不迭 389⋯⋯⋯⋯⋯⋯⋯⋯⋯⋯⋯⋯⋯⋯⋯⋯⋯⋯⋯⋯⋯⋯⋯⋯⋯⋯⋯

叫苦连天 389⋯⋯⋯⋯⋯⋯⋯⋯⋯⋯⋯⋯⋯⋯⋯⋯⋯⋯⋯⋯⋯⋯⋯⋯⋯⋯⋯

教无常师 389⋯⋯⋯⋯⋯⋯⋯⋯⋯⋯⋯⋯⋯⋯⋯⋯⋯⋯⋯⋯⋯⋯⋯⋯⋯⋯⋯

教学相长 389⋯⋯⋯⋯⋯⋯⋯⋯⋯⋯⋯⋯⋯⋯⋯⋯⋯⋯⋯⋯⋯⋯⋯⋯⋯⋯⋯

jie 390⋯⋯⋯⋯⋯⋯⋯⋯⋯⋯⋯⋯⋯⋯⋯⋯⋯⋯

接二连三 390⋯⋯⋯⋯⋯⋯⋯⋯⋯⋯⋯⋯⋯⋯⋯⋯⋯⋯⋯⋯⋯⋯⋯⋯⋯⋯⋯

接连不断 390⋯⋯⋯⋯⋯⋯⋯⋯⋯⋯⋯⋯⋯⋯⋯⋯⋯⋯⋯⋯⋯⋯⋯⋯⋯⋯⋯

接踵比肩 390⋯⋯⋯⋯⋯⋯⋯⋯⋯⋯⋯⋯⋯⋯⋯⋯⋯⋯⋯⋯⋯⋯⋯⋯⋯⋯⋯

接踵而来 390⋯⋯⋯⋯⋯⋯⋯⋯⋯⋯⋯⋯⋯⋯⋯⋯⋯⋯⋯⋯⋯⋯⋯⋯⋯⋯⋯

皆大欢喜 390⋯⋯⋯⋯⋯⋯⋯⋯⋯⋯⋯⋯⋯⋯⋯⋯⋯⋯⋯⋯⋯⋯⋯⋯⋯⋯⋯

揭竿而起 390⋯⋯⋯⋯⋯⋯⋯⋯⋯⋯⋯⋯⋯⋯⋯⋯⋯⋯⋯⋯⋯⋯⋯⋯⋯⋯⋯

�来之食 391⋯⋯⋯⋯⋯⋯⋯⋯⋯⋯⋯⋯⋯⋯⋯⋯⋯⋯⋯⋯⋯⋯⋯⋯⋯⋯⋯

街头巷尾 391⋯⋯⋯⋯⋯⋯⋯⋯⋯⋯⋯⋯⋯⋯⋯⋯⋯⋯⋯⋯⋯⋯⋯⋯⋯⋯⋯

街谈巷议 391⋯⋯⋯⋯⋯⋯⋯⋯⋯⋯⋯⋯⋯⋯⋯⋯⋯⋯⋯⋯⋯⋯⋯⋯⋯⋯⋯

孑然一身 391⋯⋯⋯⋯⋯⋯⋯⋯⋯⋯⋯⋯⋯⋯⋯⋯⋯⋯⋯⋯⋯⋯⋯⋯⋯⋯⋯

节外生枝 391⋯⋯⋯⋯⋯⋯⋯⋯⋯⋯⋯⋯⋯⋯⋯⋯⋯⋯⋯⋯⋯⋯⋯⋯⋯⋯⋯

节衣缩食 392⋯⋯⋯⋯⋯⋯⋯⋯⋯⋯⋯⋯⋯⋯⋯⋯⋯⋯⋯⋯⋯⋯⋯⋯⋯⋯⋯

节俭躬行 392⋯⋯⋯⋯⋯⋯⋯⋯⋯⋯⋯⋯⋯⋯⋯⋯⋯⋯⋯⋯⋯⋯⋯⋯⋯⋯⋯

节节败退 392⋯⋯⋯⋯⋯⋯⋯⋯⋯⋯⋯⋯⋯⋯⋯⋯⋯⋯⋯⋯⋯⋯⋯⋯⋯⋯⋯

节节胜利 392⋯⋯⋯⋯⋯⋯⋯⋯⋯⋯⋯⋯⋯⋯⋯⋯⋯⋯⋯⋯⋯⋯⋯⋯⋯⋯⋯

结草衔环 392⋯⋯⋯⋯⋯⋯⋯⋯⋯⋯⋯⋯⋯⋯⋯⋯⋯⋯⋯⋯⋯⋯⋯⋯⋯⋯⋯

结党营私 392⋯⋯⋯⋯⋯⋯⋯⋯⋯⋯⋯⋯⋯⋯⋯⋯⋯⋯⋯⋯⋯⋯⋯⋯⋯⋯⋯

洁身自好 393⋯⋯⋯⋯⋯⋯⋯⋯⋯⋯⋯⋯⋯⋯⋯⋯⋯⋯⋯⋯⋯⋯⋯⋯⋯⋯⋯

桀骜不驯 393⋯⋯⋯⋯⋯⋯⋯⋯⋯⋯⋯⋯⋯⋯⋯⋯⋯⋯⋯⋯⋯⋯⋯⋯⋯⋯⋯

桀犬吠尧 393⋯⋯⋯⋯⋯⋯⋯⋯⋯⋯⋯⋯⋯⋯⋯⋯⋯⋯⋯⋯⋯⋯⋯⋯⋯⋯⋯

捷报频传 393⋯⋯⋯⋯⋯⋯⋯⋯⋯⋯⋯⋯⋯⋯⋯⋯⋯⋯⋯⋯⋯⋯⋯⋯⋯⋯⋯

捷足先登 393⋯⋯⋯⋯⋯⋯⋯⋯⋯⋯⋯⋯⋯⋯⋯⋯⋯⋯⋯⋯⋯⋯⋯⋯⋯⋯⋯

截长补短 393⋯⋯⋯⋯⋯⋯⋯⋯⋯⋯⋯⋯⋯⋯⋯⋯⋯⋯⋯⋯⋯⋯⋯⋯⋯⋯⋯

截然不同 394⋯⋯⋯⋯⋯⋯⋯⋯⋯⋯⋯⋯⋯⋯⋯⋯⋯⋯⋯⋯⋯⋯⋯⋯⋯⋯⋯

竭尽全力 394⋯⋯⋯⋯⋯⋯⋯⋯⋯⋯⋯⋯⋯⋯⋯⋯⋯⋯⋯⋯⋯⋯⋯⋯⋯⋯⋯

竭泽而渔 394⋯⋯⋯⋯⋯⋯⋯⋯⋯⋯⋯⋯⋯⋯⋯⋯⋯⋯⋯⋯⋯⋯⋯⋯⋯⋯⋯

竭忠尽智 394⋯⋯⋯⋯⋯⋯⋯⋯⋯⋯⋯⋯⋯⋯⋯⋯⋯⋯⋯⋯⋯⋯⋯⋯⋯⋯⋯

解放思想 394⋯⋯⋯⋯⋯⋯⋯⋯⋯⋯⋯⋯⋯⋯⋯⋯⋯⋯⋯⋯⋯⋯⋯⋯⋯⋯⋯

·37·叫教接皆揭�街孑节结洁桀捷截竭解



解甲归田 395⋯⋯⋯⋯⋯⋯⋯⋯⋯⋯⋯⋯⋯⋯⋯⋯⋯⋯⋯⋯⋯⋯⋯⋯⋯⋯⋯

解铃还须系铃人 395⋯⋯⋯⋯⋯⋯⋯⋯⋯⋯⋯⋯⋯⋯⋯⋯⋯⋯⋯⋯⋯⋯⋯⋯

解衣推食 395⋯⋯⋯⋯⋯⋯⋯⋯⋯⋯⋯⋯⋯⋯⋯⋯⋯⋯⋯⋯⋯⋯⋯⋯⋯⋯⋯

戒骄戒躁 396⋯⋯⋯⋯⋯⋯⋯⋯⋯⋯⋯⋯⋯⋯⋯⋯⋯⋯⋯⋯⋯⋯⋯⋯⋯⋯⋯

戒备森严 396⋯⋯⋯⋯⋯⋯⋯⋯⋯⋯⋯⋯⋯⋯⋯⋯⋯⋯⋯⋯⋯⋯⋯⋯⋯⋯⋯

借刀杀人 396⋯⋯⋯⋯⋯⋯⋯⋯⋯⋯⋯⋯⋯⋯⋯⋯⋯⋯⋯⋯⋯⋯⋯⋯⋯⋯⋯

借风使船 396⋯⋯⋯⋯⋯⋯⋯⋯⋯⋯⋯⋯⋯⋯⋯⋯⋯⋯⋯⋯⋯⋯⋯⋯⋯⋯⋯

借古讽今 396⋯⋯⋯⋯⋯⋯⋯⋯⋯⋯⋯⋯⋯⋯⋯⋯⋯⋯⋯⋯⋯⋯⋯⋯⋯⋯⋯

借花献佛 396⋯⋯⋯⋯⋯⋯⋯⋯⋯⋯⋯⋯⋯⋯⋯⋯⋯⋯⋯⋯⋯⋯⋯⋯⋯⋯⋯

借酒浇愁 396⋯⋯⋯⋯⋯⋯⋯⋯⋯⋯⋯⋯⋯⋯⋯⋯⋯⋯⋯⋯⋯⋯⋯⋯⋯⋯⋯

借尸还魂 396⋯⋯⋯⋯⋯⋯⋯⋯⋯⋯⋯⋯⋯⋯⋯⋯⋯⋯⋯⋯⋯⋯⋯⋯⋯⋯⋯

借题发挥 397⋯⋯⋯⋯⋯⋯⋯⋯⋯⋯⋯⋯⋯⋯⋯⋯⋯⋯⋯⋯⋯⋯⋯⋯⋯⋯⋯

jin 397⋯⋯⋯⋯⋯⋯⋯⋯⋯⋯⋯⋯⋯⋯⋯⋯⋯⋯

巾�英雄 397⋯⋯⋯⋯⋯⋯⋯⋯⋯⋯⋯⋯⋯⋯⋯⋯⋯⋯⋯⋯⋯⋯⋯⋯⋯⋯⋯

斤斤计较 397⋯⋯⋯⋯⋯⋯⋯⋯⋯⋯⋯⋯⋯⋯⋯⋯⋯⋯⋯⋯⋯⋯⋯⋯⋯⋯⋯

今非昔比 397⋯⋯⋯⋯⋯⋯⋯⋯⋯⋯⋯⋯⋯⋯⋯⋯⋯⋯⋯⋯⋯⋯⋯⋯⋯⋯⋯

今是昨非 397⋯⋯⋯⋯⋯⋯⋯⋯⋯⋯⋯⋯⋯⋯⋯⋯⋯⋯⋯⋯⋯⋯⋯⋯⋯⋯⋯

金榜题名 398⋯⋯⋯⋯⋯⋯⋯⋯⋯⋯⋯⋯⋯⋯⋯⋯⋯⋯⋯⋯⋯⋯⋯⋯⋯⋯⋯

金碧辉煌 398⋯⋯⋯⋯⋯⋯⋯⋯⋯⋯⋯⋯⋯⋯⋯⋯⋯⋯⋯⋯⋯⋯⋯⋯⋯⋯⋯

金蝉脱壳 398⋯⋯⋯⋯⋯⋯⋯⋯⋯⋯⋯⋯⋯⋯⋯⋯⋯⋯⋯⋯⋯⋯⋯⋯⋯⋯⋯

金戈铁马 398⋯⋯⋯⋯⋯⋯⋯⋯⋯⋯⋯⋯⋯⋯⋯⋯⋯⋯⋯⋯⋯⋯⋯⋯⋯⋯⋯

金刚怒目 398⋯⋯⋯⋯⋯⋯⋯⋯⋯⋯⋯⋯⋯⋯⋯⋯⋯⋯⋯⋯⋯⋯⋯⋯⋯⋯⋯

金科玉律 398⋯⋯⋯⋯⋯⋯⋯⋯⋯⋯⋯⋯⋯⋯⋯⋯⋯⋯⋯⋯⋯⋯⋯⋯⋯⋯⋯

金口玉言 399⋯⋯⋯⋯⋯⋯⋯⋯⋯⋯⋯⋯⋯⋯⋯⋯⋯⋯⋯⋯⋯⋯⋯⋯⋯⋯⋯

金瓯无缺 399⋯⋯⋯⋯⋯⋯⋯⋯⋯⋯⋯⋯⋯⋯⋯⋯⋯⋯⋯⋯⋯⋯⋯⋯⋯⋯⋯

金石为开 399⋯⋯⋯⋯⋯⋯⋯⋯⋯⋯⋯⋯⋯⋯⋯⋯⋯⋯⋯⋯⋯⋯⋯⋯⋯⋯⋯

金屋藏娇 399⋯⋯⋯⋯⋯⋯⋯⋯⋯⋯⋯⋯⋯⋯⋯⋯⋯⋯⋯⋯⋯⋯⋯⋯⋯⋯⋯

金玉其外 , 败絮其中 400⋯⋯⋯⋯⋯⋯⋯⋯⋯⋯⋯⋯⋯⋯⋯⋯⋯⋯⋯⋯⋯⋯⋯

金声玉振 400⋯⋯⋯⋯⋯⋯⋯⋯⋯⋯⋯⋯⋯⋯⋯⋯⋯⋯⋯⋯⋯⋯⋯⋯⋯⋯⋯

金石之交 400⋯⋯⋯⋯⋯⋯⋯⋯⋯⋯⋯⋯⋯⋯⋯⋯⋯⋯⋯⋯⋯⋯⋯⋯⋯⋯⋯

金童玉女 400⋯⋯⋯⋯⋯⋯⋯⋯⋯⋯⋯⋯⋯⋯⋯⋯⋯⋯⋯⋯⋯⋯⋯⋯⋯⋯⋯

金浆玉醴 401⋯⋯⋯⋯⋯⋯⋯⋯⋯⋯⋯⋯⋯⋯⋯⋯⋯⋯⋯⋯⋯⋯⋯⋯⋯⋯⋯

金鼓齐鸣 401⋯⋯⋯⋯⋯⋯⋯⋯⋯⋯⋯⋯⋯⋯⋯⋯⋯⋯⋯⋯⋯⋯⋯⋯⋯⋯⋯

·47· 解戒借巾斤今金



金迷纸醉 401⋯⋯⋯⋯⋯⋯⋯⋯⋯⋯⋯⋯⋯⋯⋯⋯⋯⋯⋯⋯⋯⋯⋯⋯⋯⋯⋯

金城汤池 401⋯⋯⋯⋯⋯⋯⋯⋯⋯⋯⋯⋯⋯⋯⋯⋯⋯⋯⋯⋯⋯⋯⋯⋯⋯⋯⋯

金鸡独立 402⋯⋯⋯⋯⋯⋯⋯⋯⋯⋯⋯⋯⋯⋯⋯⋯⋯⋯⋯⋯⋯⋯⋯⋯⋯⋯⋯

金口玉牙 402⋯⋯⋯⋯⋯⋯⋯⋯⋯⋯⋯⋯⋯⋯⋯⋯⋯⋯⋯⋯⋯⋯⋯⋯⋯⋯⋯

金兰之契 402⋯⋯⋯⋯⋯⋯⋯⋯⋯⋯⋯⋯⋯⋯⋯⋯⋯⋯⋯⋯⋯⋯⋯⋯⋯⋯⋯

金无足赤 402⋯⋯⋯⋯⋯⋯⋯⋯⋯⋯⋯⋯⋯⋯⋯⋯⋯⋯⋯⋯⋯⋯⋯⋯⋯⋯⋯

金玉良言 402⋯⋯⋯⋯⋯⋯⋯⋯⋯⋯⋯⋯⋯⋯⋯⋯⋯⋯⋯⋯⋯⋯⋯⋯⋯⋯⋯

金玉满堂 402⋯⋯⋯⋯⋯⋯⋯⋯⋯⋯⋯⋯⋯⋯⋯⋯⋯⋯⋯⋯⋯⋯⋯⋯⋯⋯⋯

金针度人 403⋯⋯⋯⋯⋯⋯⋯⋯⋯⋯⋯⋯⋯⋯⋯⋯⋯⋯⋯⋯⋯⋯⋯⋯⋯⋯⋯

金枝玉叶 403⋯⋯⋯⋯⋯⋯⋯⋯⋯⋯⋯⋯⋯⋯⋯⋯⋯⋯⋯⋯⋯⋯⋯⋯⋯⋯⋯

金字招牌 403⋯⋯⋯⋯⋯⋯⋯⋯⋯⋯⋯⋯⋯⋯⋯⋯⋯⋯⋯⋯⋯⋯⋯⋯⋯⋯⋯

津津乐道 403⋯⋯⋯⋯⋯⋯⋯⋯⋯⋯⋯⋯⋯⋯⋯⋯⋯⋯⋯⋯⋯⋯⋯⋯⋯⋯⋯

津津有味 403⋯⋯⋯⋯⋯⋯⋯⋯⋯⋯⋯⋯⋯⋯⋯⋯⋯⋯⋯⋯⋯⋯⋯⋯⋯⋯⋯

筋疲力尽 403⋯⋯⋯⋯⋯⋯⋯⋯⋯⋯⋯⋯⋯⋯⋯⋯⋯⋯⋯⋯⋯⋯⋯⋯⋯⋯⋯

襟怀坦白 403⋯⋯⋯⋯⋯⋯⋯⋯⋯⋯⋯⋯⋯⋯⋯⋯⋯⋯⋯⋯⋯⋯⋯⋯⋯⋯⋯

仅以身免 404⋯⋯⋯⋯⋯⋯⋯⋯⋯⋯⋯⋯⋯⋯⋯⋯⋯⋯⋯⋯⋯⋯⋯⋯⋯⋯⋯

紧锣密鼓 404⋯⋯⋯⋯⋯⋯⋯⋯⋯⋯⋯⋯⋯⋯⋯⋯⋯⋯⋯⋯⋯⋯⋯⋯⋯⋯⋯

锦囊妙计 404⋯⋯⋯⋯⋯⋯⋯⋯⋯⋯⋯⋯⋯⋯⋯⋯⋯⋯⋯⋯⋯⋯⋯⋯⋯⋯⋯

锦上添花 404⋯⋯⋯⋯⋯⋯⋯⋯⋯⋯⋯⋯⋯⋯⋯⋯⋯⋯⋯⋯⋯⋯⋯⋯⋯⋯⋯

锦绣山河 405⋯⋯⋯⋯⋯⋯⋯⋯⋯⋯⋯⋯⋯⋯⋯⋯⋯⋯⋯⋯⋯⋯⋯⋯⋯⋯⋯

锦衣玉食 405⋯⋯⋯⋯⋯⋯⋯⋯⋯⋯⋯⋯⋯⋯⋯⋯⋯⋯⋯⋯⋯⋯⋯⋯⋯⋯⋯

锦心绣口 405⋯⋯⋯⋯⋯⋯⋯⋯⋯⋯⋯⋯⋯⋯⋯⋯⋯⋯⋯⋯⋯⋯⋯⋯⋯⋯⋯

谨小慎微 405⋯⋯⋯⋯⋯⋯⋯⋯⋯⋯⋯⋯⋯⋯⋯⋯⋯⋯⋯⋯⋯⋯⋯⋯⋯⋯⋯

谨言慎行 405⋯⋯⋯⋯⋯⋯⋯⋯⋯⋯⋯⋯⋯⋯⋯⋯⋯⋯⋯⋯⋯⋯⋯⋯⋯⋯⋯

尽欢而散 405⋯⋯⋯⋯⋯⋯⋯⋯⋯⋯⋯⋯⋯⋯⋯⋯⋯⋯⋯⋯⋯⋯⋯⋯⋯⋯⋯

尽力而为 405⋯⋯⋯⋯⋯⋯⋯⋯⋯⋯⋯⋯⋯⋯⋯⋯⋯⋯⋯⋯⋯⋯⋯⋯⋯⋯⋯

尽人皆知 406⋯⋯⋯⋯⋯⋯⋯⋯⋯⋯⋯⋯⋯⋯⋯⋯⋯⋯⋯⋯⋯⋯⋯⋯⋯⋯⋯

尽如人意 406⋯⋯⋯⋯⋯⋯⋯⋯⋯⋯⋯⋯⋯⋯⋯⋯⋯⋯⋯⋯⋯⋯⋯⋯⋯⋯⋯

尽善尽美 406⋯⋯⋯⋯⋯⋯⋯⋯⋯⋯⋯⋯⋯⋯⋯⋯⋯⋯⋯⋯⋯⋯⋯⋯⋯⋯⋯

尽收眼底 406⋯⋯⋯⋯⋯⋯⋯⋯⋯⋯⋯⋯⋯⋯⋯⋯⋯⋯⋯⋯⋯⋯⋯⋯⋯⋯⋯

尽态极妍 406⋯⋯⋯⋯⋯⋯⋯⋯⋯⋯⋯⋯⋯⋯⋯⋯⋯⋯⋯⋯⋯⋯⋯⋯⋯⋯⋯

尽忠报国 406⋯⋯⋯⋯⋯⋯⋯⋯⋯⋯⋯⋯⋯⋯⋯⋯⋯⋯⋯⋯⋯⋯⋯⋯⋯⋯⋯

尽心竭力 407⋯⋯⋯⋯⋯⋯⋯⋯⋯⋯⋯⋯⋯⋯⋯⋯⋯⋯⋯⋯⋯⋯⋯⋯⋯⋯⋯

进退失据 407⋯⋯⋯⋯⋯⋯⋯⋯⋯⋯⋯⋯⋯⋯⋯⋯⋯⋯⋯⋯⋯⋯⋯⋯⋯⋯⋯

进退两难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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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退维谷 407⋯⋯⋯⋯⋯⋯⋯⋯⋯⋯⋯⋯⋯⋯⋯⋯⋯⋯⋯⋯⋯⋯⋯⋯⋯⋯⋯

近水楼台 407⋯⋯⋯⋯⋯⋯⋯⋯⋯⋯⋯⋯⋯⋯⋯⋯⋯⋯⋯⋯⋯⋯⋯⋯⋯⋯⋯

近在咫尺 407⋯⋯⋯⋯⋯⋯⋯⋯⋯⋯⋯⋯⋯⋯⋯⋯⋯⋯⋯⋯⋯⋯⋯⋯⋯⋯⋯

近朱者赤 , 近墨者黑 408⋯⋯⋯⋯⋯⋯⋯⋯⋯⋯⋯⋯⋯⋯⋯⋯⋯⋯⋯⋯⋯⋯⋯

�若寒蝉 408⋯⋯⋯⋯⋯⋯⋯⋯⋯⋯⋯⋯⋯⋯⋯⋯⋯⋯⋯⋯⋯⋯⋯⋯⋯⋯⋯

jinɡ 408⋯⋯⋯⋯⋯⋯⋯⋯⋯⋯⋯⋯⋯⋯⋯⋯⋯⋯

泾渭分明 408⋯⋯⋯⋯⋯⋯⋯⋯⋯⋯⋯⋯⋯⋯⋯⋯⋯⋯⋯⋯⋯⋯⋯⋯⋯⋯⋯

经久不息 408⋯⋯⋯⋯⋯⋯⋯⋯⋯⋯⋯⋯⋯⋯⋯⋯⋯⋯⋯⋯⋯⋯⋯⋯⋯⋯⋯

经年累月 408⋯⋯⋯⋯⋯⋯⋯⋯⋯⋯⋯⋯⋯⋯⋯⋯⋯⋯⋯⋯⋯⋯⋯⋯⋯⋯⋯

经天纬地 409⋯⋯⋯⋯⋯⋯⋯⋯⋯⋯⋯⋯⋯⋯⋯⋯⋯⋯⋯⋯⋯⋯⋯⋯⋯⋯⋯

经世奇才 409⋯⋯⋯⋯⋯⋯⋯⋯⋯⋯⋯⋯⋯⋯⋯⋯⋯⋯⋯⋯⋯⋯⋯⋯⋯⋯⋯

经验之谈 409⋯⋯⋯⋯⋯⋯⋯⋯⋯⋯⋯⋯⋯⋯⋯⋯⋯⋯⋯⋯⋯⋯⋯⋯⋯⋯⋯

兢兢业业 409⋯⋯⋯⋯⋯⋯⋯⋯⋯⋯⋯⋯⋯⋯⋯⋯⋯⋯⋯⋯⋯⋯⋯⋯⋯⋯⋯

荆钗布裙 409⋯⋯⋯⋯⋯⋯⋯⋯⋯⋯⋯⋯⋯⋯⋯⋯⋯⋯⋯⋯⋯⋯⋯⋯⋯⋯⋯

荆棘丛生 409⋯⋯⋯⋯⋯⋯⋯⋯⋯⋯⋯⋯⋯⋯⋯⋯⋯⋯⋯⋯⋯⋯⋯⋯⋯⋯⋯

惊弓之鸟 409⋯⋯⋯⋯⋯⋯⋯⋯⋯⋯⋯⋯⋯⋯⋯⋯⋯⋯⋯⋯⋯⋯⋯⋯⋯⋯⋯

惊惶失措 410⋯⋯⋯⋯⋯⋯⋯⋯⋯⋯⋯⋯⋯⋯⋯⋯⋯⋯⋯⋯⋯⋯⋯⋯⋯⋯⋯

惊魂未定 410⋯⋯⋯⋯⋯⋯⋯⋯⋯⋯⋯⋯⋯⋯⋯⋯⋯⋯⋯⋯⋯⋯⋯⋯⋯⋯⋯

惊恐万状 410⋯⋯⋯⋯⋯⋯⋯⋯⋯⋯⋯⋯⋯⋯⋯⋯⋯⋯⋯⋯⋯⋯⋯⋯⋯⋯⋯

惊世骇俗 410⋯⋯⋯⋯⋯⋯⋯⋯⋯⋯⋯⋯⋯⋯⋯⋯⋯⋯⋯⋯⋯⋯⋯⋯⋯⋯⋯

惊涛骇浪 410⋯⋯⋯⋯⋯⋯⋯⋯⋯⋯⋯⋯⋯⋯⋯⋯⋯⋯⋯⋯⋯⋯⋯⋯⋯⋯⋯

惊喜交集 410⋯⋯⋯⋯⋯⋯⋯⋯⋯⋯⋯⋯⋯⋯⋯⋯⋯⋯⋯⋯⋯⋯⋯⋯⋯⋯⋯

惊喜若狂 411⋯⋯⋯⋯⋯⋯⋯⋯⋯⋯⋯⋯⋯⋯⋯⋯⋯⋯⋯⋯⋯⋯⋯⋯⋯⋯⋯

惊天动地 411⋯⋯⋯⋯⋯⋯⋯⋯⋯⋯⋯⋯⋯⋯⋯⋯⋯⋯⋯⋯⋯⋯⋯⋯⋯⋯⋯

惊心动魄 411⋯⋯⋯⋯⋯⋯⋯⋯⋯⋯⋯⋯⋯⋯⋯⋯⋯⋯⋯⋯⋯⋯⋯⋯⋯⋯⋯

精兵简政 411⋯⋯⋯⋯⋯⋯⋯⋯⋯⋯⋯⋯⋯⋯⋯⋯⋯⋯⋯⋯⋯⋯⋯⋯⋯⋯⋯

精诚团结 411⋯⋯⋯⋯⋯⋯⋯⋯⋯⋯⋯⋯⋯⋯⋯⋯⋯⋯⋯⋯⋯⋯⋯⋯⋯⋯⋯

精打细算 411⋯⋯⋯⋯⋯⋯⋯⋯⋯⋯⋯⋯⋯⋯⋯⋯⋯⋯⋯⋯⋯⋯⋯⋯⋯⋯⋯

精明强干 412⋯⋯⋯⋯⋯⋯⋯⋯⋯⋯⋯⋯⋯⋯⋯⋯⋯⋯⋯⋯⋯⋯⋯⋯⋯⋯⋯

精雕细琢 412⋯⋯⋯⋯⋯⋯⋯⋯⋯⋯⋯⋯⋯⋯⋯⋯⋯⋯⋯⋯⋯⋯⋯⋯⋯⋯⋯

精神抖擞 412⋯⋯⋯⋯⋯⋯⋯⋯⋯⋯⋯⋯⋯⋯⋯⋯⋯⋯⋯⋯⋯⋯⋯⋯⋯⋯⋯

精雕细刻 412⋯⋯⋯⋯⋯⋯⋯⋯⋯⋯⋯⋯⋯⋯⋯⋯⋯⋯⋯⋯⋯⋯⋯⋯⋯⋯⋯

精耕细作 412⋯⋯⋯⋯⋯⋯⋯⋯⋯⋯⋯⋯⋯⋯⋯⋯⋯⋯⋯⋯⋯⋯⋯⋯⋯⋯⋯

·67· 进近�泾经兢荆惊精



精妙绝伦 412⋯⋯⋯⋯⋯⋯⋯⋯⋯⋯⋯⋯⋯⋯⋯⋯⋯⋯⋯⋯⋯⋯⋯⋯⋯⋯⋯

精疲力竭 413⋯⋯⋯⋯⋯⋯⋯⋯⋯⋯⋯⋯⋯⋯⋯⋯⋯⋯⋯⋯⋯⋯⋯⋯⋯⋯⋯

精神恍惚 413⋯⋯⋯⋯⋯⋯⋯⋯⋯⋯⋯⋯⋯⋯⋯⋯⋯⋯⋯⋯⋯⋯⋯⋯⋯⋯⋯

精忠报国 413⋯⋯⋯⋯⋯⋯⋯⋯⋯⋯⋯⋯⋯⋯⋯⋯⋯⋯⋯⋯⋯⋯⋯⋯⋯⋯⋯

精神焕发 413⋯⋯⋯⋯⋯⋯⋯⋯⋯⋯⋯⋯⋯⋯⋯⋯⋯⋯⋯⋯⋯⋯⋯⋯⋯⋯⋯

精卫填海 413⋯⋯⋯⋯⋯⋯⋯⋯⋯⋯⋯⋯⋯⋯⋯⋯⋯⋯⋯⋯⋯⋯⋯⋯⋯⋯⋯

精益求精 413⋯⋯⋯⋯⋯⋯⋯⋯⋯⋯⋯⋯⋯⋯⋯⋯⋯⋯⋯⋯⋯⋯⋯⋯⋯⋯⋯

井底之蛙 413⋯⋯⋯⋯⋯⋯⋯⋯⋯⋯⋯⋯⋯⋯⋯⋯⋯⋯⋯⋯⋯⋯⋯⋯⋯⋯⋯

井井有条 414⋯⋯⋯⋯⋯⋯⋯⋯⋯⋯⋯⋯⋯⋯⋯⋯⋯⋯⋯⋯⋯⋯⋯⋯⋯⋯⋯

井然有序 414⋯⋯⋯⋯⋯⋯⋯⋯⋯⋯⋯⋯⋯⋯⋯⋯⋯⋯⋯⋯⋯⋯⋯⋯⋯⋯⋯

井水不犯河水 414⋯⋯⋯⋯⋯⋯⋯⋯⋯⋯⋯⋯⋯⋯⋯⋯⋯⋯⋯⋯⋯⋯⋯⋯⋯

井蛙之见 414⋯⋯⋯⋯⋯⋯⋯⋯⋯⋯⋯⋯⋯⋯⋯⋯⋯⋯⋯⋯⋯⋯⋯⋯⋯⋯⋯

径情直遂 414⋯⋯⋯⋯⋯⋯⋯⋯⋯⋯⋯⋯⋯⋯⋯⋯⋯⋯⋯⋯⋯⋯⋯⋯⋯⋯⋯

敬而远之 415⋯⋯⋯⋯⋯⋯⋯⋯⋯⋯⋯⋯⋯⋯⋯⋯⋯⋯⋯⋯⋯⋯⋯⋯⋯⋯⋯

敬谢不敏 415⋯⋯⋯⋯⋯⋯⋯⋯⋯⋯⋯⋯⋯⋯⋯⋯⋯⋯⋯⋯⋯⋯⋯⋯⋯⋯⋯

镜花水月 415⋯⋯⋯⋯⋯⋯⋯⋯⋯⋯⋯⋯⋯⋯⋯⋯⋯⋯⋯⋯⋯⋯⋯⋯⋯⋯⋯

jionɡ 415⋯⋯⋯⋯⋯⋯⋯⋯⋯⋯⋯⋯⋯⋯⋯⋯⋯

迥然不同 415⋯⋯⋯⋯⋯⋯⋯⋯⋯⋯⋯⋯⋯⋯⋯⋯⋯⋯⋯⋯⋯⋯⋯⋯⋯⋯⋯

炯炯有神 415⋯⋯⋯⋯⋯⋯⋯⋯⋯⋯⋯⋯⋯⋯⋯⋯⋯⋯⋯⋯⋯⋯⋯⋯⋯⋯⋯

jiu 415⋯⋯⋯⋯⋯⋯⋯⋯⋯⋯⋯⋯⋯⋯⋯⋯⋯⋯

鸠形鹄面 415⋯⋯⋯⋯⋯⋯⋯⋯⋯⋯⋯⋯⋯⋯⋯⋯⋯⋯⋯⋯⋯⋯⋯⋯⋯⋯⋯

赳赳武夫 416⋯⋯⋯⋯⋯⋯⋯⋯⋯⋯⋯⋯⋯⋯⋯⋯⋯⋯⋯⋯⋯⋯⋯⋯⋯⋯⋯

九牛一毛 416⋯⋯⋯⋯⋯⋯⋯⋯⋯⋯⋯⋯⋯⋯⋯⋯⋯⋯⋯⋯⋯⋯⋯⋯⋯⋯⋯

九泉之下 416⋯⋯⋯⋯⋯⋯⋯⋯⋯⋯⋯⋯⋯⋯⋯⋯⋯⋯⋯⋯⋯⋯⋯⋯⋯⋯⋯

九死一生 416⋯⋯⋯⋯⋯⋯⋯⋯⋯⋯⋯⋯⋯⋯⋯⋯⋯⋯⋯⋯⋯⋯⋯⋯⋯⋯⋯

九霄云外 416⋯⋯⋯⋯⋯⋯⋯⋯⋯⋯⋯⋯⋯⋯⋯⋯⋯⋯⋯⋯⋯⋯⋯⋯⋯⋯⋯

久别重逢 417⋯⋯⋯⋯⋯⋯⋯⋯⋯⋯⋯⋯⋯⋯⋯⋯⋯⋯⋯⋯⋯⋯⋯⋯⋯⋯⋯

久病成医 417⋯⋯⋯⋯⋯⋯⋯⋯⋯⋯⋯⋯⋯⋯⋯⋯⋯⋯⋯⋯⋯⋯⋯⋯⋯⋯⋯

久而久之 417⋯⋯⋯⋯⋯⋯⋯⋯⋯⋯⋯⋯⋯⋯⋯⋯⋯⋯⋯⋯⋯⋯⋯⋯⋯⋯⋯

久负盛名 417⋯⋯⋯⋯⋯⋯⋯⋯⋯⋯⋯⋯⋯⋯⋯⋯⋯⋯⋯⋯⋯⋯⋯⋯⋯⋯⋯

久旱逢甘雨 417⋯⋯⋯⋯⋯⋯⋯⋯⋯⋯⋯⋯⋯⋯⋯⋯⋯⋯⋯⋯⋯⋯⋯⋯⋯⋯

·77·精井径敬镜迥炯鸠赳九久



久经沙场 417⋯⋯⋯⋯⋯⋯⋯⋯⋯⋯⋯⋯⋯⋯⋯⋯⋯⋯⋯⋯⋯⋯⋯⋯⋯⋯⋯

久假不归 417⋯⋯⋯⋯⋯⋯⋯⋯⋯⋯⋯⋯⋯⋯⋯⋯⋯⋯⋯⋯⋯⋯⋯⋯⋯⋯⋯

酒池肉林 418⋯⋯⋯⋯⋯⋯⋯⋯⋯⋯⋯⋯⋯⋯⋯⋯⋯⋯⋯⋯⋯⋯⋯⋯⋯⋯⋯

酒肉朋友 418⋯⋯⋯⋯⋯⋯⋯⋯⋯⋯⋯⋯⋯⋯⋯⋯⋯⋯⋯⋯⋯⋯⋯⋯⋯⋯⋯

酒色之徒 418⋯⋯⋯⋯⋯⋯⋯⋯⋯⋯⋯⋯⋯⋯⋯⋯⋯⋯⋯⋯⋯⋯⋯⋯⋯⋯⋯

酒足饭饱 418⋯⋯⋯⋯⋯⋯⋯⋯⋯⋯⋯⋯⋯⋯⋯⋯⋯⋯⋯⋯⋯⋯⋯⋯⋯⋯⋯

酒酣耳热 418⋯⋯⋯⋯⋯⋯⋯⋯⋯⋯⋯⋯⋯⋯⋯⋯⋯⋯⋯⋯⋯⋯⋯⋯⋯⋯⋯

酒囊饭袋 418⋯⋯⋯⋯⋯⋯⋯⋯⋯⋯⋯⋯⋯⋯⋯⋯⋯⋯⋯⋯⋯⋯⋯⋯⋯⋯⋯

酒色财气 419⋯⋯⋯⋯⋯⋯⋯⋯⋯⋯⋯⋯⋯⋯⋯⋯⋯⋯⋯⋯⋯⋯⋯⋯⋯⋯⋯

旧地重游 419⋯⋯⋯⋯⋯⋯⋯⋯⋯⋯⋯⋯⋯⋯⋯⋯⋯⋯⋯⋯⋯⋯⋯⋯⋯⋯⋯

旧调重弹 419⋯⋯⋯⋯⋯⋯⋯⋯⋯⋯⋯⋯⋯⋯⋯⋯⋯⋯⋯⋯⋯⋯⋯⋯⋯⋯⋯

咎由自取 419⋯⋯⋯⋯⋯⋯⋯⋯⋯⋯⋯⋯⋯⋯⋯⋯⋯⋯⋯⋯⋯⋯⋯⋯⋯⋯⋯

救死扶伤 419⋯⋯⋯⋯⋯⋯⋯⋯⋯⋯⋯⋯⋯⋯⋯⋯⋯⋯⋯⋯⋯⋯⋯⋯⋯⋯⋯

救亡图存 419⋯⋯⋯⋯⋯⋯⋯⋯⋯⋯⋯⋯⋯⋯⋯⋯⋯⋯⋯⋯⋯⋯⋯⋯⋯⋯⋯

就地取材 420⋯⋯⋯⋯⋯⋯⋯⋯⋯⋯⋯⋯⋯⋯⋯⋯⋯⋯⋯⋯⋯⋯⋯⋯⋯⋯⋯

就地正法 420⋯⋯⋯⋯⋯⋯⋯⋯⋯⋯⋯⋯⋯⋯⋯⋯⋯⋯⋯⋯⋯⋯⋯⋯⋯⋯⋯

就事论事 420⋯⋯⋯⋯⋯⋯⋯⋯⋯⋯⋯⋯⋯⋯⋯⋯⋯⋯⋯⋯⋯⋯⋯⋯⋯⋯⋯

ju 420⋯⋯⋯⋯⋯⋯⋯⋯⋯⋯⋯⋯⋯⋯⋯⋯⋯⋯

居安思危 420⋯⋯⋯⋯⋯⋯⋯⋯⋯⋯⋯⋯⋯⋯⋯⋯⋯⋯⋯⋯⋯⋯⋯⋯⋯⋯⋯

居高临下 420⋯⋯⋯⋯⋯⋯⋯⋯⋯⋯⋯⋯⋯⋯⋯⋯⋯⋯⋯⋯⋯⋯⋯⋯⋯⋯⋯

居不重席 420⋯⋯⋯⋯⋯⋯⋯⋯⋯⋯⋯⋯⋯⋯⋯⋯⋯⋯⋯⋯⋯⋯⋯⋯⋯⋯⋯

居功自傲 421⋯⋯⋯⋯⋯⋯⋯⋯⋯⋯⋯⋯⋯⋯⋯⋯⋯⋯⋯⋯⋯⋯⋯⋯⋯⋯⋯

居心叵测 421⋯⋯⋯⋯⋯⋯⋯⋯⋯⋯⋯⋯⋯⋯⋯⋯⋯⋯⋯⋯⋯⋯⋯⋯⋯⋯⋯

鞠躬尽瘁 , 死而后已 421⋯⋯⋯⋯⋯⋯⋯⋯⋯⋯⋯⋯⋯⋯⋯⋯⋯⋯⋯⋯⋯⋯⋯

局促不安 421⋯⋯⋯⋯⋯⋯⋯⋯⋯⋯⋯⋯⋯⋯⋯⋯⋯⋯⋯⋯⋯⋯⋯⋯⋯⋯⋯

举案齐眉 421⋯⋯⋯⋯⋯⋯⋯⋯⋯⋯⋯⋯⋯⋯⋯⋯⋯⋯⋯⋯⋯⋯⋯⋯⋯⋯⋯

举不胜举 421⋯⋯⋯⋯⋯⋯⋯⋯⋯⋯⋯⋯⋯⋯⋯⋯⋯⋯⋯⋯⋯⋯⋯⋯⋯⋯⋯

举国若狂 422⋯⋯⋯⋯⋯⋯⋯⋯⋯⋯⋯⋯⋯⋯⋯⋯⋯⋯⋯⋯⋯⋯⋯⋯⋯⋯⋯

举国上下 422⋯⋯⋯⋯⋯⋯⋯⋯⋯⋯⋯⋯⋯⋯⋯⋯⋯⋯⋯⋯⋯⋯⋯⋯⋯⋯⋯

举世无敌 422⋯⋯⋯⋯⋯⋯⋯⋯⋯⋯⋯⋯⋯⋯⋯⋯⋯⋯⋯⋯⋯⋯⋯⋯⋯⋯⋯

举世无双 422⋯⋯⋯⋯⋯⋯⋯⋯⋯⋯⋯⋯⋯⋯⋯⋯⋯⋯⋯⋯⋯⋯⋯⋯⋯⋯⋯

举手之劳 422⋯⋯⋯⋯⋯⋯⋯⋯⋯⋯⋯⋯⋯⋯⋯⋯⋯⋯⋯⋯⋯⋯⋯⋯⋯⋯⋯

举措失当 422⋯⋯⋯⋯⋯⋯⋯⋯⋯⋯⋯⋯⋯⋯⋯⋯⋯⋯⋯⋯⋯⋯⋯⋯⋯⋯⋯

·87· 久酒旧咎救就居鞠局举



举例发凡 423⋯⋯⋯⋯⋯⋯⋯⋯⋯⋯⋯⋯⋯⋯⋯⋯⋯⋯⋯⋯⋯⋯⋯⋯⋯⋯⋯

举目千里 423⋯⋯⋯⋯⋯⋯⋯⋯⋯⋯⋯⋯⋯⋯⋯⋯⋯⋯⋯⋯⋯⋯⋯⋯⋯⋯⋯

举目无亲 423⋯⋯⋯⋯⋯⋯⋯⋯⋯⋯⋯⋯⋯⋯⋯⋯⋯⋯⋯⋯⋯⋯⋯⋯⋯⋯⋯

举棋不定 423⋯⋯⋯⋯⋯⋯⋯⋯⋯⋯⋯⋯⋯⋯⋯⋯⋯⋯⋯⋯⋯⋯⋯⋯⋯⋯⋯

举世闻名 423⋯⋯⋯⋯⋯⋯⋯⋯⋯⋯⋯⋯⋯⋯⋯⋯⋯⋯⋯⋯⋯⋯⋯⋯⋯⋯⋯

举世瞩目 423⋯⋯⋯⋯⋯⋯⋯⋯⋯⋯⋯⋯⋯⋯⋯⋯⋯⋯⋯⋯⋯⋯⋯⋯⋯⋯⋯

举手投足 424⋯⋯⋯⋯⋯⋯⋯⋯⋯⋯⋯⋯⋯⋯⋯⋯⋯⋯⋯⋯⋯⋯⋯⋯⋯⋯⋯

举一反三 424⋯⋯⋯⋯⋯⋯⋯⋯⋯⋯⋯⋯⋯⋯⋯⋯⋯⋯⋯⋯⋯⋯⋯⋯⋯⋯⋯

举直措枉 424⋯⋯⋯⋯⋯⋯⋯⋯⋯⋯⋯⋯⋯⋯⋯⋯⋯⋯⋯⋯⋯⋯⋯⋯⋯⋯⋯

举止大方 424⋯⋯⋯⋯⋯⋯⋯⋯⋯⋯⋯⋯⋯⋯⋯⋯⋯⋯⋯⋯⋯⋯⋯⋯⋯⋯⋯

举止失措 425⋯⋯⋯⋯⋯⋯⋯⋯⋯⋯⋯⋯⋯⋯⋯⋯⋯⋯⋯⋯⋯⋯⋯⋯⋯⋯⋯

举止言谈 425⋯⋯⋯⋯⋯⋯⋯⋯⋯⋯⋯⋯⋯⋯⋯⋯⋯⋯⋯⋯⋯⋯⋯⋯⋯⋯⋯

举重若轻 425⋯⋯⋯⋯⋯⋯⋯⋯⋯⋯⋯⋯⋯⋯⋯⋯⋯⋯⋯⋯⋯⋯⋯⋯⋯⋯⋯

举足轻重 425⋯⋯⋯⋯⋯⋯⋯⋯⋯⋯⋯⋯⋯⋯⋯⋯⋯⋯⋯⋯⋯⋯⋯⋯⋯⋯⋯

踽踽独行 426⋯⋯⋯⋯⋯⋯⋯⋯⋯⋯⋯⋯⋯⋯⋯⋯⋯⋯⋯⋯⋯⋯⋯⋯⋯⋯⋯

拒谏饰非 426⋯⋯⋯⋯⋯⋯⋯⋯⋯⋯⋯⋯⋯⋯⋯⋯⋯⋯⋯⋯⋯⋯⋯⋯⋯⋯⋯

拒人于千里之外 426⋯⋯⋯⋯⋯⋯⋯⋯⋯⋯⋯⋯⋯⋯⋯⋯⋯⋯⋯⋯⋯⋯⋯⋯

据理力争 426⋯⋯⋯⋯⋯⋯⋯⋯⋯⋯⋯⋯⋯⋯⋯⋯⋯⋯⋯⋯⋯⋯⋯⋯⋯⋯⋯

据为己有 426⋯⋯⋯⋯⋯⋯⋯⋯⋯⋯⋯⋯⋯⋯⋯⋯⋯⋯⋯⋯⋯⋯⋯⋯⋯⋯⋯

聚精会神 426⋯⋯⋯⋯⋯⋯⋯⋯⋯⋯⋯⋯⋯⋯⋯⋯⋯⋯⋯⋯⋯⋯⋯⋯⋯⋯⋯

聚讼纷纭 427⋯⋯⋯⋯⋯⋯⋯⋯⋯⋯⋯⋯⋯⋯⋯⋯⋯⋯⋯⋯⋯⋯⋯⋯⋯⋯⋯

聚沙成塔 427⋯⋯⋯⋯⋯⋯⋯⋯⋯⋯⋯⋯⋯⋯⋯⋯⋯⋯⋯⋯⋯⋯⋯⋯⋯⋯⋯

聚蚊成雷 427⋯⋯⋯⋯⋯⋯⋯⋯⋯⋯⋯⋯⋯⋯⋯⋯⋯⋯⋯⋯⋯⋯⋯⋯⋯⋯⋯

juɑn 427⋯⋯⋯⋯⋯⋯⋯⋯⋯⋯⋯⋯⋯⋯⋯⋯⋯

卷土重来 427⋯⋯⋯⋯⋯⋯⋯⋯⋯⋯⋯⋯⋯⋯⋯⋯⋯⋯⋯⋯⋯⋯⋯⋯⋯⋯⋯

jue 427⋯⋯⋯⋯⋯⋯⋯⋯⋯⋯⋯⋯⋯⋯⋯⋯⋯⋯

决一雌雄 427⋯⋯⋯⋯⋯⋯⋯⋯⋯⋯⋯⋯⋯⋯⋯⋯⋯⋯⋯⋯⋯⋯⋯⋯⋯⋯⋯

绝处逢生 427⋯⋯⋯⋯⋯⋯⋯⋯⋯⋯⋯⋯⋯⋯⋯⋯⋯⋯⋯⋯⋯⋯⋯⋯⋯⋯⋯

绝代佳人 428⋯⋯⋯⋯⋯⋯⋯⋯⋯⋯⋯⋯⋯⋯⋯⋯⋯⋯⋯⋯⋯⋯⋯⋯⋯⋯⋯

绝顶聪明 428⋯⋯⋯⋯⋯⋯⋯⋯⋯⋯⋯⋯⋯⋯⋯⋯⋯⋯⋯⋯⋯⋯⋯⋯⋯⋯⋯

绝口不提 428⋯⋯⋯⋯⋯⋯⋯⋯⋯⋯⋯⋯⋯⋯⋯⋯⋯⋯⋯⋯⋯⋯⋯⋯⋯⋯⋯

·97·举踽拒据聚卷决绝



绝无仅有 428⋯⋯⋯⋯⋯⋯⋯⋯⋯⋯⋯⋯⋯⋯⋯⋯⋯⋯⋯⋯⋯⋯⋯⋯⋯⋯⋯

jun 428⋯⋯⋯⋯⋯⋯⋯⋯⋯⋯⋯⋯⋯⋯⋯⋯⋯⋯

军法从事 428⋯⋯⋯⋯⋯⋯⋯⋯⋯⋯⋯⋯⋯⋯⋯⋯⋯⋯⋯⋯⋯⋯⋯⋯⋯⋯⋯

军令如山 428⋯⋯⋯⋯⋯⋯⋯⋯⋯⋯⋯⋯⋯⋯⋯⋯⋯⋯⋯⋯⋯⋯⋯⋯⋯⋯⋯

君子之交淡如水 429⋯⋯⋯⋯⋯⋯⋯⋯⋯⋯⋯⋯⋯⋯⋯⋯⋯⋯⋯⋯⋯⋯⋯⋯

K 430⋯⋯⋯⋯⋯⋯⋯⋯⋯⋯⋯⋯⋯⋯⋯⋯

kɑi 430⋯⋯⋯⋯⋯⋯⋯⋯⋯⋯⋯⋯⋯⋯⋯⋯⋯⋯

开诚布公 430⋯⋯⋯⋯⋯⋯⋯⋯⋯⋯⋯⋯⋯⋯⋯⋯⋯⋯⋯⋯⋯⋯⋯⋯⋯⋯⋯

开诚相见 430⋯⋯⋯⋯⋯⋯⋯⋯⋯⋯⋯⋯⋯⋯⋯⋯⋯⋯⋯⋯⋯⋯⋯⋯⋯⋯⋯

开花结果 430⋯⋯⋯⋯⋯⋯⋯⋯⋯⋯⋯⋯⋯⋯⋯⋯⋯⋯⋯⋯⋯⋯⋯⋯⋯⋯⋯

开卷有益 430⋯⋯⋯⋯⋯⋯⋯⋯⋯⋯⋯⋯⋯⋯⋯⋯⋯⋯⋯⋯⋯⋯⋯⋯⋯⋯⋯

开路先锋 431⋯⋯⋯⋯⋯⋯⋯⋯⋯⋯⋯⋯⋯⋯⋯⋯⋯⋯⋯⋯⋯⋯⋯⋯⋯⋯⋯

开门见山 431⋯⋯⋯⋯⋯⋯⋯⋯⋯⋯⋯⋯⋯⋯⋯⋯⋯⋯⋯⋯⋯⋯⋯⋯⋯⋯⋯

开门揖盗 431⋯⋯⋯⋯⋯⋯⋯⋯⋯⋯⋯⋯⋯⋯⋯⋯⋯⋯⋯⋯⋯⋯⋯⋯⋯⋯⋯

开山祖师 431⋯⋯⋯⋯⋯⋯⋯⋯⋯⋯⋯⋯⋯⋯⋯⋯⋯⋯⋯⋯⋯⋯⋯⋯⋯⋯⋯

开天辟地 431⋯⋯⋯⋯⋯⋯⋯⋯⋯⋯⋯⋯⋯⋯⋯⋯⋯⋯⋯⋯⋯⋯⋯⋯⋯⋯⋯

开源节流 432⋯⋯⋯⋯⋯⋯⋯⋯⋯⋯⋯⋯⋯⋯⋯⋯⋯⋯⋯⋯⋯⋯⋯⋯⋯⋯⋯

开宗明义 432⋯⋯⋯⋯⋯⋯⋯⋯⋯⋯⋯⋯⋯⋯⋯⋯⋯⋯⋯⋯⋯⋯⋯⋯⋯⋯⋯

kɑn 432⋯⋯⋯⋯⋯⋯⋯⋯⋯⋯⋯⋯⋯⋯⋯⋯⋯

看家本领 432⋯⋯⋯⋯⋯⋯⋯⋯⋯⋯⋯⋯⋯⋯⋯⋯⋯⋯⋯⋯⋯⋯⋯⋯⋯⋯⋯

坎坷不平 433⋯⋯⋯⋯⋯⋯⋯⋯⋯⋯⋯⋯⋯⋯⋯⋯⋯⋯⋯⋯⋯⋯⋯⋯⋯⋯⋯

侃侃而谈 433⋯⋯⋯⋯⋯⋯⋯⋯⋯⋯⋯⋯⋯⋯⋯⋯⋯⋯⋯⋯⋯⋯⋯⋯⋯⋯⋯

看菜吃饭 , 量体裁衣 433⋯⋯⋯⋯⋯⋯⋯⋯⋯⋯⋯⋯⋯⋯⋯⋯⋯⋯⋯⋯⋯⋯⋯

看风使舵 433⋯⋯⋯⋯⋯⋯⋯⋯⋯⋯⋯⋯⋯⋯⋯⋯⋯⋯⋯⋯⋯⋯⋯⋯⋯⋯⋯

看破红尘 433⋯⋯⋯⋯⋯⋯⋯⋯⋯⋯⋯⋯⋯⋯⋯⋯⋯⋯⋯⋯⋯⋯⋯⋯⋯⋯⋯

·08· 绝军君开看坎侃看



kɑnɡ 433⋯⋯⋯⋯⋯⋯⋯⋯⋯⋯⋯⋯⋯⋯⋯⋯⋯

康庄大道 433⋯⋯⋯⋯⋯⋯⋯⋯⋯⋯⋯⋯⋯⋯⋯⋯⋯⋯⋯⋯⋯⋯⋯⋯⋯⋯⋯

慷慨悲歌 434⋯⋯⋯⋯⋯⋯⋯⋯⋯⋯⋯⋯⋯⋯⋯⋯⋯⋯⋯⋯⋯⋯⋯⋯⋯⋯⋯

慷慨陈词 434⋯⋯⋯⋯⋯⋯⋯⋯⋯⋯⋯⋯⋯⋯⋯⋯⋯⋯⋯⋯⋯⋯⋯⋯⋯⋯⋯

慷慨激昂 434⋯⋯⋯⋯⋯⋯⋯⋯⋯⋯⋯⋯⋯⋯⋯⋯⋯⋯⋯⋯⋯⋯⋯⋯⋯⋯⋯

慷慨解囊 434⋯⋯⋯⋯⋯⋯⋯⋯⋯⋯⋯⋯⋯⋯⋯⋯⋯⋯⋯⋯⋯⋯⋯⋯⋯⋯⋯

伉俪情深 434⋯⋯⋯⋯⋯⋯⋯⋯⋯⋯⋯⋯⋯⋯⋯⋯⋯⋯⋯⋯⋯⋯⋯⋯⋯⋯⋯

抗颜为师 434⋯⋯⋯⋯⋯⋯⋯⋯⋯⋯⋯⋯⋯⋯⋯⋯⋯⋯⋯⋯⋯⋯⋯⋯⋯⋯⋯

ke 434⋯⋯⋯⋯⋯⋯⋯⋯⋯⋯⋯⋯⋯⋯⋯⋯⋯⋯

苛捐杂税 434⋯⋯⋯⋯⋯⋯⋯⋯⋯⋯⋯⋯⋯⋯⋯⋯⋯⋯⋯⋯⋯⋯⋯⋯⋯⋯⋯

可歌可泣 435⋯⋯⋯⋯⋯⋯⋯⋯⋯⋯⋯⋯⋯⋯⋯⋯⋯⋯⋯⋯⋯⋯⋯⋯⋯⋯⋯

可见一斑 435⋯⋯⋯⋯⋯⋯⋯⋯⋯⋯⋯⋯⋯⋯⋯⋯⋯⋯⋯⋯⋯⋯⋯⋯⋯⋯⋯

可望而不可即 435⋯⋯⋯⋯⋯⋯⋯⋯⋯⋯⋯⋯⋯⋯⋯⋯⋯⋯⋯⋯⋯⋯⋯⋯⋯

可乘之机 435⋯⋯⋯⋯⋯⋯⋯⋯⋯⋯⋯⋯⋯⋯⋯⋯⋯⋯⋯⋯⋯⋯⋯⋯⋯⋯⋯

可想而知 435⋯⋯⋯⋯⋯⋯⋯⋯⋯⋯⋯⋯⋯⋯⋯⋯⋯⋯⋯⋯⋯⋯⋯⋯⋯⋯⋯

克敌制胜 435⋯⋯⋯⋯⋯⋯⋯⋯⋯⋯⋯⋯⋯⋯⋯⋯⋯⋯⋯⋯⋯⋯⋯⋯⋯⋯⋯

克己奉公 436⋯⋯⋯⋯⋯⋯⋯⋯⋯⋯⋯⋯⋯⋯⋯⋯⋯⋯⋯⋯⋯⋯⋯⋯⋯⋯⋯

克勤克俭 436⋯⋯⋯⋯⋯⋯⋯⋯⋯⋯⋯⋯⋯⋯⋯⋯⋯⋯⋯⋯⋯⋯⋯⋯⋯⋯⋯

刻不容缓 436⋯⋯⋯⋯⋯⋯⋯⋯⋯⋯⋯⋯⋯⋯⋯⋯⋯⋯⋯⋯⋯⋯⋯⋯⋯⋯⋯

刻骨仇恨 436⋯⋯⋯⋯⋯⋯⋯⋯⋯⋯⋯⋯⋯⋯⋯⋯⋯⋯⋯⋯⋯⋯⋯⋯⋯⋯⋯

刻骨铭心 436⋯⋯⋯⋯⋯⋯⋯⋯⋯⋯⋯⋯⋯⋯⋯⋯⋯⋯⋯⋯⋯⋯⋯⋯⋯⋯⋯

刻舟求剑 436⋯⋯⋯⋯⋯⋯⋯⋯⋯⋯⋯⋯⋯⋯⋯⋯⋯⋯⋯⋯⋯⋯⋯⋯⋯⋯⋯

恪守不渝 437⋯⋯⋯⋯⋯⋯⋯⋯⋯⋯⋯⋯⋯⋯⋯⋯⋯⋯⋯⋯⋯⋯⋯⋯⋯⋯⋯

客死他乡 437⋯⋯⋯⋯⋯⋯⋯⋯⋯⋯⋯⋯⋯⋯⋯⋯⋯⋯⋯⋯⋯⋯⋯⋯⋯⋯⋯

kenɡ 437⋯⋯⋯⋯⋯⋯⋯⋯⋯⋯⋯⋯⋯⋯⋯⋯⋯

铿锵有力 437⋯⋯⋯⋯⋯⋯⋯⋯⋯⋯⋯⋯⋯⋯⋯⋯⋯⋯⋯⋯⋯⋯⋯⋯⋯⋯⋯

·18·康慷伉抗苛可克刻恪客铿



konɡ 437⋯⋯⋯⋯⋯⋯⋯⋯⋯⋯⋯⋯⋯⋯⋯⋯⋯

空洞无物 437⋯⋯⋯⋯⋯⋯⋯⋯⋯⋯⋯⋯⋯⋯⋯⋯⋯⋯⋯⋯⋯⋯⋯⋯⋯⋯⋯

空谷足音 437⋯⋯⋯⋯⋯⋯⋯⋯⋯⋯⋯⋯⋯⋯⋯⋯⋯⋯⋯⋯⋯⋯⋯⋯⋯⋯⋯

空空如也 438⋯⋯⋯⋯⋯⋯⋯⋯⋯⋯⋯⋯⋯⋯⋯⋯⋯⋯⋯⋯⋯⋯⋯⋯⋯⋯⋯

空口说白话 438⋯⋯⋯⋯⋯⋯⋯⋯⋯⋯⋯⋯⋯⋯⋯⋯⋯⋯⋯⋯⋯⋯⋯⋯⋯⋯

空口无凭 438⋯⋯⋯⋯⋯⋯⋯⋯⋯⋯⋯⋯⋯⋯⋯⋯⋯⋯⋯⋯⋯⋯⋯⋯⋯⋯⋯

空前绝后 438⋯⋯⋯⋯⋯⋯⋯⋯⋯⋯⋯⋯⋯⋯⋯⋯⋯⋯⋯⋯⋯⋯⋯⋯⋯⋯⋯

空头支票 438⋯⋯⋯⋯⋯⋯⋯⋯⋯⋯⋯⋯⋯⋯⋯⋯⋯⋯⋯⋯⋯⋯⋯⋯⋯⋯⋯

空穴来风 438⋯⋯⋯⋯⋯⋯⋯⋯⋯⋯⋯⋯⋯⋯⋯⋯⋯⋯⋯⋯⋯⋯⋯⋯⋯⋯⋯

空中楼阁 439⋯⋯⋯⋯⋯⋯⋯⋯⋯⋯⋯⋯⋯⋯⋯⋯⋯⋯⋯⋯⋯⋯⋯⋯⋯⋯⋯

孔武有力 439⋯⋯⋯⋯⋯⋯⋯⋯⋯⋯⋯⋯⋯⋯⋯⋯⋯⋯⋯⋯⋯⋯⋯⋯⋯⋯⋯

kou 439⋯⋯⋯⋯⋯⋯⋯⋯⋯⋯⋯⋯⋯⋯⋯⋯⋯

口不应心 439⋯⋯⋯⋯⋯⋯⋯⋯⋯⋯⋯⋯⋯⋯⋯⋯⋯⋯⋯⋯⋯⋯⋯⋯⋯⋯⋯

口出不逊 439⋯⋯⋯⋯⋯⋯⋯⋯⋯⋯⋯⋯⋯⋯⋯⋯⋯⋯⋯⋯⋯⋯⋯⋯⋯⋯⋯

口惠而实不至 439⋯⋯⋯⋯⋯⋯⋯⋯⋯⋯⋯⋯⋯⋯⋯⋯⋯⋯⋯⋯⋯⋯⋯⋯⋯

口口声声 440⋯⋯⋯⋯⋯⋯⋯⋯⋯⋯⋯⋯⋯⋯⋯⋯⋯⋯⋯⋯⋯⋯⋯⋯⋯⋯⋯

口蜜腹剑 440⋯⋯⋯⋯⋯⋯⋯⋯⋯⋯⋯⋯⋯⋯⋯⋯⋯⋯⋯⋯⋯⋯⋯⋯⋯⋯⋯

口若悬河 440⋯⋯⋯⋯⋯⋯⋯⋯⋯⋯⋯⋯⋯⋯⋯⋯⋯⋯⋯⋯⋯⋯⋯⋯⋯⋯⋯

口是心非 440⋯⋯⋯⋯⋯⋯⋯⋯⋯⋯⋯⋯⋯⋯⋯⋯⋯⋯⋯⋯⋯⋯⋯⋯⋯⋯⋯

口福不浅 440⋯⋯⋯⋯⋯⋯⋯⋯⋯⋯⋯⋯⋯⋯⋯⋯⋯⋯⋯⋯⋯⋯⋯⋯⋯⋯⋯

口说无凭 440⋯⋯⋯⋯⋯⋯⋯⋯⋯⋯⋯⋯⋯⋯⋯⋯⋯⋯⋯⋯⋯⋯⋯⋯⋯⋯⋯

口干舌燥 441⋯⋯⋯⋯⋯⋯⋯⋯⋯⋯⋯⋯⋯⋯⋯⋯⋯⋯⋯⋯⋯⋯⋯⋯⋯⋯⋯

口传心授 441⋯⋯⋯⋯⋯⋯⋯⋯⋯⋯⋯⋯⋯⋯⋯⋯⋯⋯⋯⋯⋯⋯⋯⋯⋯⋯⋯

口快心直 441⋯⋯⋯⋯⋯⋯⋯⋯⋯⋯⋯⋯⋯⋯⋯⋯⋯⋯⋯⋯⋯⋯⋯⋯⋯⋯⋯

口血未干 441⋯⋯⋯⋯⋯⋯⋯⋯⋯⋯⋯⋯⋯⋯⋯⋯⋯⋯⋯⋯⋯⋯⋯⋯⋯⋯⋯

口碑载道 441⋯⋯⋯⋯⋯⋯⋯⋯⋯⋯⋯⋯⋯⋯⋯⋯⋯⋯⋯⋯⋯⋯⋯⋯⋯⋯⋯

口口声声 441⋯⋯⋯⋯⋯⋯⋯⋯⋯⋯⋯⋯⋯⋯⋯⋯⋯⋯⋯⋯⋯⋯⋯⋯⋯⋯⋯

口诛笔伐 441⋯⋯⋯⋯⋯⋯⋯⋯⋯⋯⋯⋯⋯⋯⋯⋯⋯⋯⋯⋯⋯⋯⋯⋯⋯⋯⋯

扣人心弦 442⋯⋯⋯⋯⋯⋯⋯⋯⋯⋯⋯⋯⋯⋯⋯⋯⋯⋯⋯⋯⋯⋯⋯⋯⋯⋯⋯

·28· 空孔口扣



ku 442⋯⋯⋯⋯⋯⋯⋯⋯⋯⋯⋯⋯⋯⋯⋯⋯⋯⋯

枯木逢春 442⋯⋯⋯⋯⋯⋯⋯⋯⋯⋯⋯⋯⋯⋯⋯⋯⋯⋯⋯⋯⋯⋯⋯⋯⋯⋯⋯

枯燥无味 442⋯⋯⋯⋯⋯⋯⋯⋯⋯⋯⋯⋯⋯⋯⋯⋯⋯⋯⋯⋯⋯⋯⋯⋯⋯⋯⋯

枯枝败叶 442⋯⋯⋯⋯⋯⋯⋯⋯⋯⋯⋯⋯⋯⋯⋯⋯⋯⋯⋯⋯⋯⋯⋯⋯⋯⋯⋯

哭笑不得 442⋯⋯⋯⋯⋯⋯⋯⋯⋯⋯⋯⋯⋯⋯⋯⋯⋯⋯⋯⋯⋯⋯⋯⋯⋯⋯⋯

苦口婆心 442⋯⋯⋯⋯⋯⋯⋯⋯⋯⋯⋯⋯⋯⋯⋯⋯⋯⋯⋯⋯⋯⋯⋯⋯⋯⋯⋯

苦海无边 443⋯⋯⋯⋯⋯⋯⋯⋯⋯⋯⋯⋯⋯⋯⋯⋯⋯⋯⋯⋯⋯⋯⋯⋯⋯⋯⋯

苦不堪言 443⋯⋯⋯⋯⋯⋯⋯⋯⋯⋯⋯⋯⋯⋯⋯⋯⋯⋯⋯⋯⋯⋯⋯⋯⋯⋯⋯

苦大仇深 443⋯⋯⋯⋯⋯⋯⋯⋯⋯⋯⋯⋯⋯⋯⋯⋯⋯⋯⋯⋯⋯⋯⋯⋯⋯⋯⋯

苦心经营 443⋯⋯⋯⋯⋯⋯⋯⋯⋯⋯⋯⋯⋯⋯⋯⋯⋯⋯⋯⋯⋯⋯⋯⋯⋯⋯⋯

苦中作乐 443⋯⋯⋯⋯⋯⋯⋯⋯⋯⋯⋯⋯⋯⋯⋯⋯⋯⋯⋯⋯⋯⋯⋯⋯⋯⋯⋯

苦心孤诣 443⋯⋯⋯⋯⋯⋯⋯⋯⋯⋯⋯⋯⋯⋯⋯⋯⋯⋯⋯⋯⋯⋯⋯⋯⋯⋯⋯

苦尽甘来 444⋯⋯⋯⋯⋯⋯⋯⋯⋯⋯⋯⋯⋯⋯⋯⋯⋯⋯⋯⋯⋯⋯⋯⋯⋯⋯⋯

kuɑ 444⋯⋯⋯⋯⋯⋯⋯⋯⋯⋯⋯⋯⋯⋯⋯⋯⋯

夸大其词 444⋯⋯⋯⋯⋯⋯⋯⋯⋯⋯⋯⋯⋯⋯⋯⋯⋯⋯⋯⋯⋯⋯⋯⋯⋯⋯⋯

夸父追日 444⋯⋯⋯⋯⋯⋯⋯⋯⋯⋯⋯⋯⋯⋯⋯⋯⋯⋯⋯⋯⋯⋯⋯⋯⋯⋯⋯

夸夸其谈 444⋯⋯⋯⋯⋯⋯⋯⋯⋯⋯⋯⋯⋯⋯⋯⋯⋯⋯⋯⋯⋯⋯⋯⋯⋯⋯⋯

胯下之辱 444⋯⋯⋯⋯⋯⋯⋯⋯⋯⋯⋯⋯⋯⋯⋯⋯⋯⋯⋯⋯⋯⋯⋯⋯⋯⋯⋯

kuɑi 444⋯⋯⋯⋯⋯⋯⋯⋯⋯⋯⋯⋯⋯⋯⋯⋯⋯

快刀斩乱麻 444⋯⋯⋯⋯⋯⋯⋯⋯⋯⋯⋯⋯⋯⋯⋯⋯⋯⋯⋯⋯⋯⋯⋯⋯⋯⋯

快马加鞭 445⋯⋯⋯⋯⋯⋯⋯⋯⋯⋯⋯⋯⋯⋯⋯⋯⋯⋯⋯⋯⋯⋯⋯⋯⋯⋯⋯

快人快语 445⋯⋯⋯⋯⋯⋯⋯⋯⋯⋯⋯⋯⋯⋯⋯⋯⋯⋯⋯⋯⋯⋯⋯⋯⋯⋯⋯

脍炙人口 445⋯⋯⋯⋯⋯⋯⋯⋯⋯⋯⋯⋯⋯⋯⋯⋯⋯⋯⋯⋯⋯⋯⋯⋯⋯⋯⋯

kuɑn 446⋯⋯⋯⋯⋯⋯⋯⋯⋯⋯⋯⋯⋯⋯⋯⋯⋯

宽大为怀 446⋯⋯⋯⋯⋯⋯⋯⋯⋯⋯⋯⋯⋯⋯⋯⋯⋯⋯⋯⋯⋯⋯⋯⋯⋯⋯⋯

宽宏大量 446⋯⋯⋯⋯⋯⋯⋯⋯⋯⋯⋯⋯⋯⋯⋯⋯⋯⋯⋯⋯⋯⋯⋯⋯⋯⋯⋯

宽猛相济 446⋯⋯⋯⋯⋯⋯⋯⋯⋯⋯⋯⋯⋯⋯⋯⋯⋯⋯⋯⋯⋯⋯⋯⋯⋯⋯⋯

·38·枯哭苦夸胯快脍宽



kuɑnɡ 446⋯⋯⋯⋯⋯⋯⋯⋯⋯⋯⋯⋯⋯⋯⋯⋯

狂轰滥炸 446⋯⋯⋯⋯⋯⋯⋯⋯⋯⋯⋯⋯⋯⋯⋯⋯⋯⋯⋯⋯⋯⋯⋯⋯⋯⋯⋯

狂妄自大 446⋯⋯⋯⋯⋯⋯⋯⋯⋯⋯⋯⋯⋯⋯⋯⋯⋯⋯⋯⋯⋯⋯⋯⋯⋯⋯⋯

旷古绝伦 446⋯⋯⋯⋯⋯⋯⋯⋯⋯⋯⋯⋯⋯⋯⋯⋯⋯⋯⋯⋯⋯⋯⋯⋯⋯⋯⋯

旷古未闻 447⋯⋯⋯⋯⋯⋯⋯⋯⋯⋯⋯⋯⋯⋯⋯⋯⋯⋯⋯⋯⋯⋯⋯⋯⋯⋯⋯

旷古未有 447⋯⋯⋯⋯⋯⋯⋯⋯⋯⋯⋯⋯⋯⋯⋯⋯⋯⋯⋯⋯⋯⋯⋯⋯⋯⋯⋯

旷日持久 447⋯⋯⋯⋯⋯⋯⋯⋯⋯⋯⋯⋯⋯⋯⋯⋯⋯⋯⋯⋯⋯⋯⋯⋯⋯⋯⋯

旷世奇才 447⋯⋯⋯⋯⋯⋯⋯⋯⋯⋯⋯⋯⋯⋯⋯⋯⋯⋯⋯⋯⋯⋯⋯⋯⋯⋯⋯

kui 447⋯⋯⋯⋯⋯⋯⋯⋯⋯⋯⋯⋯⋯⋯⋯⋯⋯⋯

岿然不动 447⋯⋯⋯⋯⋯⋯⋯⋯⋯⋯⋯⋯⋯⋯⋯⋯⋯⋯⋯⋯⋯⋯⋯⋯⋯⋯⋯

溃不成军 447⋯⋯⋯⋯⋯⋯⋯⋯⋯⋯⋯⋯⋯⋯⋯⋯⋯⋯⋯⋯⋯⋯⋯⋯⋯⋯⋯

kun 447⋯⋯⋯⋯⋯⋯⋯⋯⋯⋯⋯⋯⋯⋯⋯⋯⋯

困兽犹斗 447⋯⋯⋯⋯⋯⋯⋯⋯⋯⋯⋯⋯⋯⋯⋯⋯⋯⋯⋯⋯⋯⋯⋯⋯⋯⋯⋯

L 449⋯⋯⋯⋯⋯⋯⋯⋯⋯⋯⋯⋯⋯⋯⋯⋯

lɑ 449⋯⋯⋯⋯⋯⋯⋯⋯⋯⋯⋯⋯⋯⋯⋯⋯⋯⋯

拉拉扯扯 449⋯⋯⋯⋯⋯⋯⋯⋯⋯⋯⋯⋯⋯⋯⋯⋯⋯⋯⋯⋯⋯⋯⋯⋯⋯⋯⋯

拉大旗作虎皮 449⋯⋯⋯⋯⋯⋯⋯⋯⋯⋯⋯⋯⋯⋯⋯⋯⋯⋯⋯⋯⋯⋯⋯⋯⋯

lɑi 449⋯⋯⋯⋯⋯⋯⋯⋯⋯⋯⋯⋯⋯⋯⋯⋯⋯⋯

来而不往非礼也 449⋯⋯⋯⋯⋯⋯⋯⋯⋯⋯⋯⋯⋯⋯⋯⋯⋯⋯⋯⋯⋯⋯⋯⋯

来龙去脉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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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日方长 450⋯⋯⋯⋯⋯⋯⋯⋯⋯⋯⋯⋯⋯⋯⋯⋯⋯⋯⋯⋯⋯⋯⋯⋯⋯⋯⋯

来势汹汹 450⋯⋯⋯⋯⋯⋯⋯⋯⋯⋯⋯⋯⋯⋯⋯⋯⋯⋯⋯⋯⋯⋯⋯⋯⋯⋯⋯

来者不拒 450⋯⋯⋯⋯⋯⋯⋯⋯⋯⋯⋯⋯⋯⋯⋯⋯⋯⋯⋯⋯⋯⋯⋯⋯⋯⋯⋯

来之不易 450⋯⋯⋯⋯⋯⋯⋯⋯⋯⋯⋯⋯⋯⋯⋯⋯⋯⋯⋯⋯⋯⋯⋯⋯⋯⋯⋯

来踪去迹 450⋯⋯⋯⋯⋯⋯⋯⋯⋯⋯⋯⋯⋯⋯⋯⋯⋯⋯⋯⋯⋯⋯⋯⋯⋯⋯⋯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450⋯⋯⋯⋯⋯⋯⋯⋯⋯⋯⋯⋯⋯⋯⋯⋯⋯⋯⋯⋯⋯⋯⋯

lɑn 451⋯⋯⋯⋯⋯⋯⋯⋯⋯⋯⋯⋯⋯⋯⋯⋯⋯⋯

烂醉如泥 451⋯⋯⋯⋯⋯⋯⋯⋯⋯⋯⋯⋯⋯⋯⋯⋯⋯⋯⋯⋯⋯⋯⋯⋯⋯⋯⋯

滥竽充数 451⋯⋯⋯⋯⋯⋯⋯⋯⋯⋯⋯⋯⋯⋯⋯⋯⋯⋯⋯⋯⋯⋯⋯⋯⋯⋯⋯

lɑnɡ 451⋯⋯⋯⋯⋯⋯⋯⋯⋯⋯⋯⋯⋯⋯⋯⋯⋯

郎才女貌 451⋯⋯⋯⋯⋯⋯⋯⋯⋯⋯⋯⋯⋯⋯⋯⋯⋯⋯⋯⋯⋯⋯⋯⋯⋯⋯⋯

狼狈不堪 451⋯⋯⋯⋯⋯⋯⋯⋯⋯⋯⋯⋯⋯⋯⋯⋯⋯⋯⋯⋯⋯⋯⋯⋯⋯⋯⋯

狼狈为奸 452⋯⋯⋯⋯⋯⋯⋯⋯⋯⋯⋯⋯⋯⋯⋯⋯⋯⋯⋯⋯⋯⋯⋯⋯⋯⋯⋯

狼吞虎咽 452⋯⋯⋯⋯⋯⋯⋯⋯⋯⋯⋯⋯⋯⋯⋯⋯⋯⋯⋯⋯⋯⋯⋯⋯⋯⋯⋯

狼奔豕突 452⋯⋯⋯⋯⋯⋯⋯⋯⋯⋯⋯⋯⋯⋯⋯⋯⋯⋯⋯⋯⋯⋯⋯⋯⋯⋯⋯

狼心狗肺 452⋯⋯⋯⋯⋯⋯⋯⋯⋯⋯⋯⋯⋯⋯⋯⋯⋯⋯⋯⋯⋯⋯⋯⋯⋯⋯⋯

狼烟四起 452⋯⋯⋯⋯⋯⋯⋯⋯⋯⋯⋯⋯⋯⋯⋯⋯⋯⋯⋯⋯⋯⋯⋯⋯⋯⋯⋯

狼子野心 453⋯⋯⋯⋯⋯⋯⋯⋯⋯⋯⋯⋯⋯⋯⋯⋯⋯⋯⋯⋯⋯⋯⋯⋯⋯⋯⋯

锒铛入狱 453⋯⋯⋯⋯⋯⋯⋯⋯⋯⋯⋯⋯⋯⋯⋯⋯⋯⋯⋯⋯⋯⋯⋯⋯⋯⋯⋯

琅琅上口 453⋯⋯⋯⋯⋯⋯⋯⋯⋯⋯⋯⋯⋯⋯⋯⋯⋯⋯⋯⋯⋯⋯⋯⋯⋯⋯⋯

浪子回头 454⋯⋯⋯⋯⋯⋯⋯⋯⋯⋯⋯⋯⋯⋯⋯⋯⋯⋯⋯⋯⋯⋯⋯⋯⋯⋯⋯

浪迹天涯 454⋯⋯⋯⋯⋯⋯⋯⋯⋯⋯⋯⋯⋯⋯⋯⋯⋯⋯⋯⋯⋯⋯⋯⋯⋯⋯⋯

lɑo 454⋯⋯⋯⋯⋯⋯⋯⋯⋯⋯⋯⋯⋯⋯⋯⋯⋯⋯

劳而无功 454⋯⋯⋯⋯⋯⋯⋯⋯⋯⋯⋯⋯⋯⋯⋯⋯⋯⋯⋯⋯⋯⋯⋯⋯⋯⋯⋯

劳苦功高 454⋯⋯⋯⋯⋯⋯⋯⋯⋯⋯⋯⋯⋯⋯⋯⋯⋯⋯⋯⋯⋯⋯⋯⋯⋯⋯⋯

劳民伤财 454⋯⋯⋯⋯⋯⋯⋯⋯⋯⋯⋯⋯⋯⋯⋯⋯⋯⋯⋯⋯⋯⋯⋯⋯⋯⋯⋯

劳燕分飞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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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成持重 455⋯⋯⋯⋯⋯⋯⋯⋯⋯⋯⋯⋯⋯⋯⋯⋯⋯⋯⋯⋯⋯⋯⋯⋯⋯⋯⋯

老当益壮 455⋯⋯⋯⋯⋯⋯⋯⋯⋯⋯⋯⋯⋯⋯⋯⋯⋯⋯⋯⋯⋯⋯⋯⋯⋯⋯⋯

老少无欺 455⋯⋯⋯⋯⋯⋯⋯⋯⋯⋯⋯⋯⋯⋯⋯⋯⋯⋯⋯⋯⋯⋯⋯⋯⋯⋯⋯

老调重调 455⋯⋯⋯⋯⋯⋯⋯⋯⋯⋯⋯⋯⋯⋯⋯⋯⋯⋯⋯⋯⋯⋯⋯⋯⋯⋯⋯

老泪纵横 456⋯⋯⋯⋯⋯⋯⋯⋯⋯⋯⋯⋯⋯⋯⋯⋯⋯⋯⋯⋯⋯⋯⋯⋯⋯⋯⋯

老弱残兵 456⋯⋯⋯⋯⋯⋯⋯⋯⋯⋯⋯⋯⋯⋯⋯⋯⋯⋯⋯⋯⋯⋯⋯⋯⋯⋯⋯

老妪能解 456⋯⋯⋯⋯⋯⋯⋯⋯⋯⋯⋯⋯⋯⋯⋯⋯⋯⋯⋯⋯⋯⋯⋯⋯⋯⋯⋯

老牛破车 456⋯⋯⋯⋯⋯⋯⋯⋯⋯⋯⋯⋯⋯⋯⋯⋯⋯⋯⋯⋯⋯⋯⋯⋯⋯⋯⋯

老骥伏枥 456⋯⋯⋯⋯⋯⋯⋯⋯⋯⋯⋯⋯⋯⋯⋯⋯⋯⋯⋯⋯⋯⋯⋯⋯⋯⋯⋯

老奸巨猾 456⋯⋯⋯⋯⋯⋯⋯⋯⋯⋯⋯⋯⋯⋯⋯⋯⋯⋯⋯⋯⋯⋯⋯⋯⋯⋯⋯

老马识途 457⋯⋯⋯⋯⋯⋯⋯⋯⋯⋯⋯⋯⋯⋯⋯⋯⋯⋯⋯⋯⋯⋯⋯⋯⋯⋯⋯

老谋深算 457⋯⋯⋯⋯⋯⋯⋯⋯⋯⋯⋯⋯⋯⋯⋯⋯⋯⋯⋯⋯⋯⋯⋯⋯⋯⋯⋯

老虎头上搔痒 458⋯⋯⋯⋯⋯⋯⋯⋯⋯⋯⋯⋯⋯⋯⋯⋯⋯⋯⋯⋯⋯⋯⋯⋯⋯

老牛舐犊 458⋯⋯⋯⋯⋯⋯⋯⋯⋯⋯⋯⋯⋯⋯⋯⋯⋯⋯⋯⋯⋯⋯⋯⋯⋯⋯⋯

老气横秋 458⋯⋯⋯⋯⋯⋯⋯⋯⋯⋯⋯⋯⋯⋯⋯⋯⋯⋯⋯⋯⋯⋯⋯⋯⋯⋯⋯

老生常谈 458⋯⋯⋯⋯⋯⋯⋯⋯⋯⋯⋯⋯⋯⋯⋯⋯⋯⋯⋯⋯⋯⋯⋯⋯⋯⋯⋯

老鼠过街 , 人人喊打 458⋯⋯⋯⋯⋯⋯⋯⋯⋯⋯⋯⋯⋯⋯⋯⋯⋯⋯⋯⋯⋯⋯⋯

老态龙钟 458⋯⋯⋯⋯⋯⋯⋯⋯⋯⋯⋯⋯⋯⋯⋯⋯⋯⋯⋯⋯⋯⋯⋯⋯⋯⋯⋯

老天拔地 459⋯⋯⋯⋯⋯⋯⋯⋯⋯⋯⋯⋯⋯⋯⋯⋯⋯⋯⋯⋯⋯⋯⋯⋯⋯⋯⋯

老有所终 459⋯⋯⋯⋯⋯⋯⋯⋯⋯⋯⋯⋯⋯⋯⋯⋯⋯⋯⋯⋯⋯⋯⋯⋯⋯⋯⋯

老于世故 459⋯⋯⋯⋯⋯⋯⋯⋯⋯⋯⋯⋯⋯⋯⋯⋯⋯⋯⋯⋯⋯⋯⋯⋯⋯⋯⋯

老羞成怒 459⋯⋯⋯⋯⋯⋯⋯⋯⋯⋯⋯⋯⋯⋯⋯⋯⋯⋯⋯⋯⋯⋯⋯⋯⋯⋯⋯

le 459⋯⋯⋯⋯⋯⋯⋯⋯⋯⋯⋯⋯⋯⋯⋯⋯⋯⋯

乐不可支 459⋯⋯⋯⋯⋯⋯⋯⋯⋯⋯⋯⋯⋯⋯⋯⋯⋯⋯⋯⋯⋯⋯⋯⋯⋯⋯⋯

乐不思蜀 459⋯⋯⋯⋯⋯⋯⋯⋯⋯⋯⋯⋯⋯⋯⋯⋯⋯⋯⋯⋯⋯⋯⋯⋯⋯⋯⋯

乐此不疲 460⋯⋯⋯⋯⋯⋯⋯⋯⋯⋯⋯⋯⋯⋯⋯⋯⋯⋯⋯⋯⋯⋯⋯⋯⋯⋯⋯

乐极生悲 461⋯⋯⋯⋯⋯⋯⋯⋯⋯⋯⋯⋯⋯⋯⋯⋯⋯⋯⋯⋯⋯⋯⋯⋯⋯⋯⋯

乐善好施 461⋯⋯⋯⋯⋯⋯⋯⋯⋯⋯⋯⋯⋯⋯⋯⋯⋯⋯⋯⋯⋯⋯⋯⋯⋯⋯⋯

乐而忘返 461⋯⋯⋯⋯⋯⋯⋯⋯⋯⋯⋯⋯⋯⋯⋯⋯⋯⋯⋯⋯⋯⋯⋯⋯⋯⋯⋯

乐在其中 461⋯⋯⋯⋯⋯⋯⋯⋯⋯⋯⋯⋯⋯⋯⋯⋯⋯⋯⋯⋯⋯⋯⋯⋯⋯⋯⋯

乐天知命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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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 462⋯⋯⋯⋯⋯⋯⋯⋯⋯⋯⋯⋯⋯⋯⋯⋯⋯⋯

雷打不动 462⋯⋯⋯⋯⋯⋯⋯⋯⋯⋯⋯⋯⋯⋯⋯⋯⋯⋯⋯⋯⋯⋯⋯⋯⋯⋯⋯

雷厉风行 462⋯⋯⋯⋯⋯⋯⋯⋯⋯⋯⋯⋯⋯⋯⋯⋯⋯⋯⋯⋯⋯⋯⋯⋯⋯⋯⋯

雷霆万钧 462⋯⋯⋯⋯⋯⋯⋯⋯⋯⋯⋯⋯⋯⋯⋯⋯⋯⋯⋯⋯⋯⋯⋯⋯⋯⋯⋯

泪如泉涌 462⋯⋯⋯⋯⋯⋯⋯⋯⋯⋯⋯⋯⋯⋯⋯⋯⋯⋯⋯⋯⋯⋯⋯⋯⋯⋯⋯

泪如雨下 462⋯⋯⋯⋯⋯⋯⋯⋯⋯⋯⋯⋯⋯⋯⋯⋯⋯⋯⋯⋯⋯⋯⋯⋯⋯⋯⋯

泪眼汪汪 463⋯⋯⋯⋯⋯⋯⋯⋯⋯⋯⋯⋯⋯⋯⋯⋯⋯⋯⋯⋯⋯⋯⋯⋯⋯⋯⋯

lenɡ 463⋯⋯⋯⋯⋯⋯⋯⋯⋯⋯⋯⋯⋯⋯⋯⋯⋯

冷嘲热讽 463⋯⋯⋯⋯⋯⋯⋯⋯⋯⋯⋯⋯⋯⋯⋯⋯⋯⋯⋯⋯⋯⋯⋯⋯⋯⋯⋯

冷若冰霜 463⋯⋯⋯⋯⋯⋯⋯⋯⋯⋯⋯⋯⋯⋯⋯⋯⋯⋯⋯⋯⋯⋯⋯⋯⋯⋯⋯

冷言冷语 463⋯⋯⋯⋯⋯⋯⋯⋯⋯⋯⋯⋯⋯⋯⋯⋯⋯⋯⋯⋯⋯⋯⋯⋯⋯⋯⋯

冷眼旁观 463⋯⋯⋯⋯⋯⋯⋯⋯⋯⋯⋯⋯⋯⋯⋯⋯⋯⋯⋯⋯⋯⋯⋯⋯⋯⋯⋯

冷血动物 464⋯⋯⋯⋯⋯⋯⋯⋯⋯⋯⋯⋯⋯⋯⋯⋯⋯⋯⋯⋯⋯⋯⋯⋯⋯⋯⋯

冷眼相待 464⋯⋯⋯⋯⋯⋯⋯⋯⋯⋯⋯⋯⋯⋯⋯⋯⋯⋯⋯⋯⋯⋯⋯⋯⋯⋯⋯

愣头愣脑 464⋯⋯⋯⋯⋯⋯⋯⋯⋯⋯⋯⋯⋯⋯⋯⋯⋯⋯⋯⋯⋯⋯⋯⋯⋯⋯⋯

li 464⋯⋯⋯⋯⋯⋯⋯⋯⋯⋯⋯⋯⋯⋯⋯⋯⋯⋯⋯

离经叛道 464⋯⋯⋯⋯⋯⋯⋯⋯⋯⋯⋯⋯⋯⋯⋯⋯⋯⋯⋯⋯⋯⋯⋯⋯⋯⋯⋯

离群索居 464⋯⋯⋯⋯⋯⋯⋯⋯⋯⋯⋯⋯⋯⋯⋯⋯⋯⋯⋯⋯⋯⋯⋯⋯⋯⋯⋯

离心离德 464⋯⋯⋯⋯⋯⋯⋯⋯⋯⋯⋯⋯⋯⋯⋯⋯⋯⋯⋯⋯⋯⋯⋯⋯⋯⋯⋯

离乡背井 464⋯⋯⋯⋯⋯⋯⋯⋯⋯⋯⋯⋯⋯⋯⋯⋯⋯⋯⋯⋯⋯⋯⋯⋯⋯⋯⋯

礼贤下士 465⋯⋯⋯⋯⋯⋯⋯⋯⋯⋯⋯⋯⋯⋯⋯⋯⋯⋯⋯⋯⋯⋯⋯⋯⋯⋯⋯

礼义廉耻 465⋯⋯⋯⋯⋯⋯⋯⋯⋯⋯⋯⋯⋯⋯⋯⋯⋯⋯⋯⋯⋯⋯⋯⋯⋯⋯⋯

礼义之邦 465⋯⋯⋯⋯⋯⋯⋯⋯⋯⋯⋯⋯⋯⋯⋯⋯⋯⋯⋯⋯⋯⋯⋯⋯⋯⋯⋯

李代桃僵 465⋯⋯⋯⋯⋯⋯⋯⋯⋯⋯⋯⋯⋯⋯⋯⋯⋯⋯⋯⋯⋯⋯⋯⋯⋯⋯⋯

里通外国 465⋯⋯⋯⋯⋯⋯⋯⋯⋯⋯⋯⋯⋯⋯⋯⋯⋯⋯⋯⋯⋯⋯⋯⋯⋯⋯⋯

里应外合 466⋯⋯⋯⋯⋯⋯⋯⋯⋯⋯⋯⋯⋯⋯⋯⋯⋯⋯⋯⋯⋯⋯⋯⋯⋯⋯⋯

理屈词穷 466⋯⋯⋯⋯⋯⋯⋯⋯⋯⋯⋯⋯⋯⋯⋯⋯⋯⋯⋯⋯⋯⋯⋯⋯⋯⋯⋯

理所当然 466⋯⋯⋯⋯⋯⋯⋯⋯⋯⋯⋯⋯⋯⋯⋯⋯⋯⋯⋯⋯⋯⋯⋯⋯⋯⋯⋯

理直气壮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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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从心 466⋯⋯⋯⋯⋯⋯⋯⋯⋯⋯⋯⋯⋯⋯⋯⋯⋯⋯⋯⋯⋯⋯⋯⋯⋯⋯⋯

力不胜任 467⋯⋯⋯⋯⋯⋯⋯⋯⋯⋯⋯⋯⋯⋯⋯⋯⋯⋯⋯⋯⋯⋯⋯⋯⋯⋯⋯

力可拔山 467⋯⋯⋯⋯⋯⋯⋯⋯⋯⋯⋯⋯⋯⋯⋯⋯⋯⋯⋯⋯⋯⋯⋯⋯⋯⋯⋯

力竭声嘶 467⋯⋯⋯⋯⋯⋯⋯⋯⋯⋯⋯⋯⋯⋯⋯⋯⋯⋯⋯⋯⋯⋯⋯⋯⋯⋯⋯

力图自强 467⋯⋯⋯⋯⋯⋯⋯⋯⋯⋯⋯⋯⋯⋯⋯⋯⋯⋯⋯⋯⋯⋯⋯⋯⋯⋯⋯

力不能支 467⋯⋯⋯⋯⋯⋯⋯⋯⋯⋯⋯⋯⋯⋯⋯⋯⋯⋯⋯⋯⋯⋯⋯⋯⋯⋯⋯

力排众议 467⋯⋯⋯⋯⋯⋯⋯⋯⋯⋯⋯⋯⋯⋯⋯⋯⋯⋯⋯⋯⋯⋯⋯⋯⋯⋯⋯

力所能及 468⋯⋯⋯⋯⋯⋯⋯⋯⋯⋯⋯⋯⋯⋯⋯⋯⋯⋯⋯⋯⋯⋯⋯⋯⋯⋯⋯

力透纸背 468⋯⋯⋯⋯⋯⋯⋯⋯⋯⋯⋯⋯⋯⋯⋯⋯⋯⋯⋯⋯⋯⋯⋯⋯⋯⋯⋯

力挽狂澜 468⋯⋯⋯⋯⋯⋯⋯⋯⋯⋯⋯⋯⋯⋯⋯⋯⋯⋯⋯⋯⋯⋯⋯⋯⋯⋯⋯

力争上游 468⋯⋯⋯⋯⋯⋯⋯⋯⋯⋯⋯⋯⋯⋯⋯⋯⋯⋯⋯⋯⋯⋯⋯⋯⋯⋯⋯

历历可数 468⋯⋯⋯⋯⋯⋯⋯⋯⋯⋯⋯⋯⋯⋯⋯⋯⋯⋯⋯⋯⋯⋯⋯⋯⋯⋯⋯

历历在目 468⋯⋯⋯⋯⋯⋯⋯⋯⋯⋯⋯⋯⋯⋯⋯⋯⋯⋯⋯⋯⋯⋯⋯⋯⋯⋯⋯

历历分明 469⋯⋯⋯⋯⋯⋯⋯⋯⋯⋯⋯⋯⋯⋯⋯⋯⋯⋯⋯⋯⋯⋯⋯⋯⋯⋯⋯

历历可见 469⋯⋯⋯⋯⋯⋯⋯⋯⋯⋯⋯⋯⋯⋯⋯⋯⋯⋯⋯⋯⋯⋯⋯⋯⋯⋯⋯

厉兵秣马 469⋯⋯⋯⋯⋯⋯⋯⋯⋯⋯⋯⋯⋯⋯⋯⋯⋯⋯⋯⋯⋯⋯⋯⋯⋯⋯⋯

厉精图治 469⋯⋯⋯⋯⋯⋯⋯⋯⋯⋯⋯⋯⋯⋯⋯⋯⋯⋯⋯⋯⋯⋯⋯⋯⋯⋯⋯

厉行节约 469⋯⋯⋯⋯⋯⋯⋯⋯⋯⋯⋯⋯⋯⋯⋯⋯⋯⋯⋯⋯⋯⋯⋯⋯⋯⋯⋯

立竿见影 469⋯⋯⋯⋯⋯⋯⋯⋯⋯⋯⋯⋯⋯⋯⋯⋯⋯⋯⋯⋯⋯⋯⋯⋯⋯⋯⋯

立地成佛 470⋯⋯⋯⋯⋯⋯⋯⋯⋯⋯⋯⋯⋯⋯⋯⋯⋯⋯⋯⋯⋯⋯⋯⋯⋯⋯⋯

立身处世 470⋯⋯⋯⋯⋯⋯⋯⋯⋯⋯⋯⋯⋯⋯⋯⋯⋯⋯⋯⋯⋯⋯⋯⋯⋯⋯⋯

立此存照 470⋯⋯⋯⋯⋯⋯⋯⋯⋯⋯⋯⋯⋯⋯⋯⋯⋯⋯⋯⋯⋯⋯⋯⋯⋯⋯⋯

立功赎罪 470⋯⋯⋯⋯⋯⋯⋯⋯⋯⋯⋯⋯⋯⋯⋯⋯⋯⋯⋯⋯⋯⋯⋯⋯⋯⋯⋯

立于不败之地 470⋯⋯⋯⋯⋯⋯⋯⋯⋯⋯⋯⋯⋯⋯⋯⋯⋯⋯⋯⋯⋯⋯⋯⋯⋯

立足之地 470⋯⋯⋯⋯⋯⋯⋯⋯⋯⋯⋯⋯⋯⋯⋯⋯⋯⋯⋯⋯⋯⋯⋯⋯⋯⋯⋯

立锥之地 470⋯⋯⋯⋯⋯⋯⋯⋯⋯⋯⋯⋯⋯⋯⋯⋯⋯⋯⋯⋯⋯⋯⋯⋯⋯⋯⋯

利令智昏 471⋯⋯⋯⋯⋯⋯⋯⋯⋯⋯⋯⋯⋯⋯⋯⋯⋯⋯⋯⋯⋯⋯⋯⋯⋯⋯⋯

利欲熏心 471⋯⋯⋯⋯⋯⋯⋯⋯⋯⋯⋯⋯⋯⋯⋯⋯⋯⋯⋯⋯⋯⋯⋯⋯⋯⋯⋯

例行公事 471⋯⋯⋯⋯⋯⋯⋯⋯⋯⋯⋯⋯⋯⋯⋯⋯⋯⋯⋯⋯⋯⋯⋯⋯⋯⋯⋯

liɑn 471⋯⋯⋯⋯⋯⋯⋯⋯⋯⋯⋯⋯⋯⋯⋯⋯⋯⋯

连城之璧 471⋯⋯⋯⋯⋯⋯⋯⋯⋯⋯⋯⋯⋯⋯⋯⋯⋯⋯⋯⋯⋯⋯⋯⋯⋯⋯⋯

连绵不绝 471⋯⋯⋯⋯⋯⋯⋯⋯⋯⋯⋯⋯⋯⋯⋯⋯⋯⋯⋯⋯⋯⋯⋯⋯⋯⋯⋯

连篇累牍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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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反应 472⋯⋯⋯⋯⋯⋯⋯⋯⋯⋯⋯⋯⋯⋯⋯⋯⋯⋯⋯⋯⋯⋯⋯⋯⋯⋯⋯

连中三元 472⋯⋯⋯⋯⋯⋯⋯⋯⋯⋯⋯⋯⋯⋯⋯⋯⋯⋯⋯⋯⋯⋯⋯⋯⋯⋯⋯

怜香惜玉 472⋯⋯⋯⋯⋯⋯⋯⋯⋯⋯⋯⋯⋯⋯⋯⋯⋯⋯⋯⋯⋯⋯⋯⋯⋯⋯⋯

廉洁奉公 472⋯⋯⋯⋯⋯⋯⋯⋯⋯⋯⋯⋯⋯⋯⋯⋯⋯⋯⋯⋯⋯⋯⋯⋯⋯⋯⋯

恋恋不舍 472⋯⋯⋯⋯⋯⋯⋯⋯⋯⋯⋯⋯⋯⋯⋯⋯⋯⋯⋯⋯⋯⋯⋯⋯⋯⋯⋯

liɑnɡ 473⋯⋯⋯⋯⋯⋯⋯⋯⋯⋯⋯⋯⋯⋯⋯⋯⋯

良辰美景 473⋯⋯⋯⋯⋯⋯⋯⋯⋯⋯⋯⋯⋯⋯⋯⋯⋯⋯⋯⋯⋯⋯⋯⋯⋯⋯⋯

良师益友 473⋯⋯⋯⋯⋯⋯⋯⋯⋯⋯⋯⋯⋯⋯⋯⋯⋯⋯⋯⋯⋯⋯⋯⋯⋯⋯⋯

良心发现 473⋯⋯⋯⋯⋯⋯⋯⋯⋯⋯⋯⋯⋯⋯⋯⋯⋯⋯⋯⋯⋯⋯⋯⋯⋯⋯⋯

良师诤友 473⋯⋯⋯⋯⋯⋯⋯⋯⋯⋯⋯⋯⋯⋯⋯⋯⋯⋯⋯⋯⋯⋯⋯⋯⋯⋯⋯

良药苦口 473⋯⋯⋯⋯⋯⋯⋯⋯⋯⋯⋯⋯⋯⋯⋯⋯⋯⋯⋯⋯⋯⋯⋯⋯⋯⋯⋯

良莠不齐 474⋯⋯⋯⋯⋯⋯⋯⋯⋯⋯⋯⋯⋯⋯⋯⋯⋯⋯⋯⋯⋯⋯⋯⋯⋯⋯⋯

梁上君子 474⋯⋯⋯⋯⋯⋯⋯⋯⋯⋯⋯⋯⋯⋯⋯⋯⋯⋯⋯⋯⋯⋯⋯⋯⋯⋯⋯

两败俱伤 474⋯⋯⋯⋯⋯⋯⋯⋯⋯⋯⋯⋯⋯⋯⋯⋯⋯⋯⋯⋯⋯⋯⋯⋯⋯⋯⋯

两虎相斗 474⋯⋯⋯⋯⋯⋯⋯⋯⋯⋯⋯⋯⋯⋯⋯⋯⋯⋯⋯⋯⋯⋯⋯⋯⋯⋯⋯

两情缱绻 474⋯⋯⋯⋯⋯⋯⋯⋯⋯⋯⋯⋯⋯⋯⋯⋯⋯⋯⋯⋯⋯⋯⋯⋯⋯⋯⋯

两肋插刀 474⋯⋯⋯⋯⋯⋯⋯⋯⋯⋯⋯⋯⋯⋯⋯⋯⋯⋯⋯⋯⋯⋯⋯⋯⋯⋯⋯

两面三刀 474⋯⋯⋯⋯⋯⋯⋯⋯⋯⋯⋯⋯⋯⋯⋯⋯⋯⋯⋯⋯⋯⋯⋯⋯⋯⋯⋯

两全其美 475⋯⋯⋯⋯⋯⋯⋯⋯⋯⋯⋯⋯⋯⋯⋯⋯⋯⋯⋯⋯⋯⋯⋯⋯⋯⋯⋯

两手空空 475⋯⋯⋯⋯⋯⋯⋯⋯⋯⋯⋯⋯⋯⋯⋯⋯⋯⋯⋯⋯⋯⋯⋯⋯⋯⋯⋯

两厢情愿 475⋯⋯⋯⋯⋯⋯⋯⋯⋯⋯⋯⋯⋯⋯⋯⋯⋯⋯⋯⋯⋯⋯⋯⋯⋯⋯⋯

两小无猜 475⋯⋯⋯⋯⋯⋯⋯⋯⋯⋯⋯⋯⋯⋯⋯⋯⋯⋯⋯⋯⋯⋯⋯⋯⋯⋯⋯

两袖清风 475⋯⋯⋯⋯⋯⋯⋯⋯⋯⋯⋯⋯⋯⋯⋯⋯⋯⋯⋯⋯⋯⋯⋯⋯⋯⋯⋯

量才录用 475⋯⋯⋯⋯⋯⋯⋯⋯⋯⋯⋯⋯⋯⋯⋯⋯⋯⋯⋯⋯⋯⋯⋯⋯⋯⋯⋯

量力而行 476⋯⋯⋯⋯⋯⋯⋯⋯⋯⋯⋯⋯⋯⋯⋯⋯⋯⋯⋯⋯⋯⋯⋯⋯⋯⋯⋯

量体裁衣 476⋯⋯⋯⋯⋯⋯⋯⋯⋯⋯⋯⋯⋯⋯⋯⋯⋯⋯⋯⋯⋯⋯⋯⋯⋯⋯⋯

量入为出 476⋯⋯⋯⋯⋯⋯⋯⋯⋯⋯⋯⋯⋯⋯⋯⋯⋯⋯⋯⋯⋯⋯⋯⋯⋯⋯⋯

踉踉跄跄 476⋯⋯⋯⋯⋯⋯⋯⋯⋯⋯⋯⋯⋯⋯⋯⋯⋯⋯⋯⋯⋯⋯⋯⋯⋯⋯⋯

liɑo 476⋯⋯⋯⋯⋯⋯⋯⋯⋯⋯⋯⋯⋯⋯⋯⋯⋯⋯

聊表寸心 476⋯⋯⋯⋯⋯⋯⋯⋯⋯⋯⋯⋯⋯⋯⋯⋯⋯⋯⋯⋯⋯⋯⋯⋯⋯⋯⋯

聊胜于无 476⋯⋯⋯⋯⋯⋯⋯⋯⋯⋯⋯⋯⋯⋯⋯⋯⋯⋯⋯⋯⋯⋯⋯⋯⋯⋯⋯

·98·连怜廉恋良梁两量踉聊



聊以解嘲 477⋯⋯⋯⋯⋯⋯⋯⋯⋯⋯⋯⋯⋯⋯⋯⋯⋯⋯⋯⋯⋯⋯⋯⋯⋯⋯⋯

聊以卒岁 477⋯⋯⋯⋯⋯⋯⋯⋯⋯⋯⋯⋯⋯⋯⋯⋯⋯⋯⋯⋯⋯⋯⋯⋯⋯⋯⋯

聊以塞责 477⋯⋯⋯⋯⋯⋯⋯⋯⋯⋯⋯⋯⋯⋯⋯⋯⋯⋯⋯⋯⋯⋯⋯⋯⋯⋯⋯

聊以自慰 477⋯⋯⋯⋯⋯⋯⋯⋯⋯⋯⋯⋯⋯⋯⋯⋯⋯⋯⋯⋯⋯⋯⋯⋯⋯⋯⋯

寥寥无几 477⋯⋯⋯⋯⋯⋯⋯⋯⋯⋯⋯⋯⋯⋯⋯⋯⋯⋯⋯⋯⋯⋯⋯⋯⋯⋯⋯

寥若晨星 477⋯⋯⋯⋯⋯⋯⋯⋯⋯⋯⋯⋯⋯⋯⋯⋯⋯⋯⋯⋯⋯⋯⋯⋯⋯⋯⋯

燎原之火 477⋯⋯⋯⋯⋯⋯⋯⋯⋯⋯⋯⋯⋯⋯⋯⋯⋯⋯⋯⋯⋯⋯⋯⋯⋯⋯⋯

了如指掌 478⋯⋯⋯⋯⋯⋯⋯⋯⋯⋯⋯⋯⋯⋯⋯⋯⋯⋯⋯⋯⋯⋯⋯⋯⋯⋯⋯

料事如神 478⋯⋯⋯⋯⋯⋯⋯⋯⋯⋯⋯⋯⋯⋯⋯⋯⋯⋯⋯⋯⋯⋯⋯⋯⋯⋯⋯

lin 478⋯⋯⋯⋯⋯⋯⋯⋯⋯⋯⋯⋯⋯⋯⋯⋯⋯⋯

林林总总 478⋯⋯⋯⋯⋯⋯⋯⋯⋯⋯⋯⋯⋯⋯⋯⋯⋯⋯⋯⋯⋯⋯⋯⋯⋯⋯⋯

临危不惧 478⋯⋯⋯⋯⋯⋯⋯⋯⋯⋯⋯⋯⋯⋯⋯⋯⋯⋯⋯⋯⋯⋯⋯⋯⋯⋯⋯

临渴掘井 478⋯⋯⋯⋯⋯⋯⋯⋯⋯⋯⋯⋯⋯⋯⋯⋯⋯⋯⋯⋯⋯⋯⋯⋯⋯⋯⋯

临深履薄 478⋯⋯⋯⋯⋯⋯⋯⋯⋯⋯⋯⋯⋯⋯⋯⋯⋯⋯⋯⋯⋯⋯⋯⋯⋯⋯⋯

临渊羡鱼 479⋯⋯⋯⋯⋯⋯⋯⋯⋯⋯⋯⋯⋯⋯⋯⋯⋯⋯⋯⋯⋯⋯⋯⋯⋯⋯⋯

临阵磨枪 479⋯⋯⋯⋯⋯⋯⋯⋯⋯⋯⋯⋯⋯⋯⋯⋯⋯⋯⋯⋯⋯⋯⋯⋯⋯⋯⋯

临阵脱逃 479⋯⋯⋯⋯⋯⋯⋯⋯⋯⋯⋯⋯⋯⋯⋯⋯⋯⋯⋯⋯⋯⋯⋯⋯⋯⋯⋯

琳琅满目 479⋯⋯⋯⋯⋯⋯⋯⋯⋯⋯⋯⋯⋯⋯⋯⋯⋯⋯⋯⋯⋯⋯⋯⋯⋯⋯⋯

淋漓尽致 479⋯⋯⋯⋯⋯⋯⋯⋯⋯⋯⋯⋯⋯⋯⋯⋯⋯⋯⋯⋯⋯⋯⋯⋯⋯⋯⋯

鳞次栉比 479⋯⋯⋯⋯⋯⋯⋯⋯⋯⋯⋯⋯⋯⋯⋯⋯⋯⋯⋯⋯⋯⋯⋯⋯⋯⋯⋯

麟凤龟龙 480⋯⋯⋯⋯⋯⋯⋯⋯⋯⋯⋯⋯⋯⋯⋯⋯⋯⋯⋯⋯⋯⋯⋯⋯⋯⋯⋯

麟凤一毛 480⋯⋯⋯⋯⋯⋯⋯⋯⋯⋯⋯⋯⋯⋯⋯⋯⋯⋯⋯⋯⋯⋯⋯⋯⋯⋯⋯

linɡ 480⋯⋯⋯⋯⋯⋯⋯⋯⋯⋯⋯⋯⋯⋯⋯⋯⋯⋯

灵丹妙药 480⋯⋯⋯⋯⋯⋯⋯⋯⋯⋯⋯⋯⋯⋯⋯⋯⋯⋯⋯⋯⋯⋯⋯⋯⋯⋯⋯

灵机一动 480⋯⋯⋯⋯⋯⋯⋯⋯⋯⋯⋯⋯⋯⋯⋯⋯⋯⋯⋯⋯⋯⋯⋯⋯⋯⋯⋯

伶牙俐齿 480⋯⋯⋯⋯⋯⋯⋯⋯⋯⋯⋯⋯⋯⋯⋯⋯⋯⋯⋯⋯⋯⋯⋯⋯⋯⋯⋯

玲珑剔透 481⋯⋯⋯⋯⋯⋯⋯⋯⋯⋯⋯⋯⋯⋯⋯⋯⋯⋯⋯⋯⋯⋯⋯⋯⋯⋯⋯

凌乱不堪 481⋯⋯⋯⋯⋯⋯⋯⋯⋯⋯⋯⋯⋯⋯⋯⋯⋯⋯⋯⋯⋯⋯⋯⋯⋯⋯⋯

凌云之志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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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敲碎打 481⋯⋯⋯⋯⋯⋯⋯⋯⋯⋯⋯⋯⋯⋯⋯⋯⋯⋯⋯⋯⋯⋯⋯⋯⋯⋯⋯

另辟蹊径 481⋯⋯⋯⋯⋯⋯⋯⋯⋯⋯⋯⋯⋯⋯⋯⋯⋯⋯⋯⋯⋯⋯⋯⋯⋯⋯⋯

另起炉灶 482⋯⋯⋯⋯⋯⋯⋯⋯⋯⋯⋯⋯⋯⋯⋯⋯⋯⋯⋯⋯⋯⋯⋯⋯⋯⋯⋯

另眼相看 482⋯⋯⋯⋯⋯⋯⋯⋯⋯⋯⋯⋯⋯⋯⋯⋯⋯⋯⋯⋯⋯⋯⋯⋯⋯⋯⋯

令人发指 482⋯⋯⋯⋯⋯⋯⋯⋯⋯⋯⋯⋯⋯⋯⋯⋯⋯⋯⋯⋯⋯⋯⋯⋯⋯⋯⋯

令人神往 482⋯⋯⋯⋯⋯⋯⋯⋯⋯⋯⋯⋯⋯⋯⋯⋯⋯⋯⋯⋯⋯⋯⋯⋯⋯⋯⋯

令行禁止 482⋯⋯⋯⋯⋯⋯⋯⋯⋯⋯⋯⋯⋯⋯⋯⋯⋯⋯⋯⋯⋯⋯⋯⋯⋯⋯⋯

liu 482⋯⋯⋯⋯⋯⋯⋯⋯⋯⋯⋯⋯⋯⋯⋯⋯⋯⋯

溜之大吉 483⋯⋯⋯⋯⋯⋯⋯⋯⋯⋯⋯⋯⋯⋯⋯⋯⋯⋯⋯⋯⋯⋯⋯⋯⋯⋯⋯

溜之乎也 483⋯⋯⋯⋯⋯⋯⋯⋯⋯⋯⋯⋯⋯⋯⋯⋯⋯⋯⋯⋯⋯⋯⋯⋯⋯⋯⋯

流芳百世 483⋯⋯⋯⋯⋯⋯⋯⋯⋯⋯⋯⋯⋯⋯⋯⋯⋯⋯⋯⋯⋯⋯⋯⋯⋯⋯⋯

流离失所 483⋯⋯⋯⋯⋯⋯⋯⋯⋯⋯⋯⋯⋯⋯⋯⋯⋯⋯⋯⋯⋯⋯⋯⋯⋯⋯⋯

流金铄石 483⋯⋯⋯⋯⋯⋯⋯⋯⋯⋯⋯⋯⋯⋯⋯⋯⋯⋯⋯⋯⋯⋯⋯⋯⋯⋯⋯

流连忘返 483⋯⋯⋯⋯⋯⋯⋯⋯⋯⋯⋯⋯⋯⋯⋯⋯⋯⋯⋯⋯⋯⋯⋯⋯⋯⋯⋯

流言蜚语 484⋯⋯⋯⋯⋯⋯⋯⋯⋯⋯⋯⋯⋯⋯⋯⋯⋯⋯⋯⋯⋯⋯⋯⋯⋯⋯⋯

留有余地 484⋯⋯⋯⋯⋯⋯⋯⋯⋯⋯⋯⋯⋯⋯⋯⋯⋯⋯⋯⋯⋯⋯⋯⋯⋯⋯⋯

柳暗花明 484⋯⋯⋯⋯⋯⋯⋯⋯⋯⋯⋯⋯⋯⋯⋯⋯⋯⋯⋯⋯⋯⋯⋯⋯⋯⋯⋯

六亲不认 484⋯⋯⋯⋯⋯⋯⋯⋯⋯⋯⋯⋯⋯⋯⋯⋯⋯⋯⋯⋯⋯⋯⋯⋯⋯⋯⋯

六神无主 484⋯⋯⋯⋯⋯⋯⋯⋯⋯⋯⋯⋯⋯⋯⋯⋯⋯⋯⋯⋯⋯⋯⋯⋯⋯⋯⋯

lonɡ 484⋯⋯⋯⋯⋯⋯⋯⋯⋯⋯⋯⋯⋯⋯⋯⋯⋯

龙飞凤舞 484⋯⋯⋯⋯⋯⋯⋯⋯⋯⋯⋯⋯⋯⋯⋯⋯⋯⋯⋯⋯⋯⋯⋯⋯⋯⋯⋯

龙马精神 485⋯⋯⋯⋯⋯⋯⋯⋯⋯⋯⋯⋯⋯⋯⋯⋯⋯⋯⋯⋯⋯⋯⋯⋯⋯⋯⋯

龙潭虎穴 485⋯⋯⋯⋯⋯⋯⋯⋯⋯⋯⋯⋯⋯⋯⋯⋯⋯⋯⋯⋯⋯⋯⋯⋯⋯⋯⋯

龙腾虎跃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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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此为甚 522⋯⋯⋯⋯⋯⋯⋯⋯⋯⋯⋯⋯⋯⋯⋯⋯⋯⋯⋯⋯⋯⋯⋯⋯⋯⋯⋯

莫可名状 522⋯⋯⋯⋯⋯⋯⋯⋯⋯⋯⋯⋯⋯⋯⋯⋯⋯⋯⋯⋯⋯⋯⋯⋯⋯⋯⋯

莫名其妙 522⋯⋯⋯⋯⋯⋯⋯⋯⋯⋯⋯⋯⋯⋯⋯⋯⋯⋯⋯⋯⋯⋯⋯⋯⋯⋯⋯

莫逆之交 522⋯⋯⋯⋯⋯⋯⋯⋯⋯⋯⋯⋯⋯⋯⋯⋯⋯⋯⋯⋯⋯⋯⋯⋯⋯⋯⋯

莫须有 523⋯⋯⋯⋯⋯⋯⋯⋯⋯⋯⋯⋯⋯⋯⋯⋯⋯⋯⋯⋯⋯⋯⋯⋯⋯⋯⋯⋯

莫衷一是 523⋯⋯⋯⋯⋯⋯⋯⋯⋯⋯⋯⋯⋯⋯⋯⋯⋯⋯⋯⋯⋯⋯⋯⋯⋯⋯⋯

莫逆于心 523⋯⋯⋯⋯⋯⋯⋯⋯⋯⋯⋯⋯⋯⋯⋯⋯⋯⋯⋯⋯⋯⋯⋯⋯⋯⋯⋯

莫予毒也 523⋯⋯⋯⋯⋯⋯⋯⋯⋯⋯⋯⋯⋯⋯⋯⋯⋯⋯⋯⋯⋯⋯⋯⋯⋯⋯⋯

漠不关心 523⋯⋯⋯⋯⋯⋯⋯⋯⋯⋯⋯⋯⋯⋯⋯⋯⋯⋯⋯⋯⋯⋯⋯⋯⋯⋯⋯

漠然置之 524⋯⋯⋯⋯⋯⋯⋯⋯⋯⋯⋯⋯⋯⋯⋯⋯⋯⋯⋯⋯⋯⋯⋯⋯⋯⋯⋯

·99·明冥鸣命谬模摩磨没莫漠



墨迹未干 524⋯⋯⋯⋯⋯⋯⋯⋯⋯⋯⋯⋯⋯⋯⋯⋯⋯⋯⋯⋯⋯⋯⋯⋯⋯⋯⋯

墨守成规 524⋯⋯⋯⋯⋯⋯⋯⋯⋯⋯⋯⋯⋯⋯⋯⋯⋯⋯⋯⋯⋯⋯⋯⋯⋯⋯⋯

默默无闻 525⋯⋯⋯⋯⋯⋯⋯⋯⋯⋯⋯⋯⋯⋯⋯⋯⋯⋯⋯⋯⋯⋯⋯⋯⋯⋯⋯

默默无言 525⋯⋯⋯⋯⋯⋯⋯⋯⋯⋯⋯⋯⋯⋯⋯⋯⋯⋯⋯⋯⋯⋯⋯⋯⋯⋯⋯

mou 525⋯⋯⋯⋯⋯⋯⋯⋯⋯⋯⋯⋯⋯⋯⋯⋯⋯

谋财害命 525⋯⋯⋯⋯⋯⋯⋯⋯⋯⋯⋯⋯⋯⋯⋯⋯⋯⋯⋯⋯⋯⋯⋯⋯⋯⋯⋯

谋事在人 , 成事在天 525⋯⋯⋯⋯⋯⋯⋯⋯⋯⋯⋯⋯⋯⋯⋯⋯⋯⋯⋯⋯⋯⋯⋯

mu 525⋯⋯⋯⋯⋯⋯⋯⋯⋯⋯⋯⋯⋯⋯⋯⋯⋯⋯

木已成舟 525⋯⋯⋯⋯⋯⋯⋯⋯⋯⋯⋯⋯⋯⋯⋯⋯⋯⋯⋯⋯⋯⋯⋯⋯⋯⋯⋯

木本水源 526⋯⋯⋯⋯⋯⋯⋯⋯⋯⋯⋯⋯⋯⋯⋯⋯⋯⋯⋯⋯⋯⋯⋯⋯⋯⋯⋯

目不交睫 526⋯⋯⋯⋯⋯⋯⋯⋯⋯⋯⋯⋯⋯⋯⋯⋯⋯⋯⋯⋯⋯⋯⋯⋯⋯⋯⋯

目不窥园 526⋯⋯⋯⋯⋯⋯⋯⋯⋯⋯⋯⋯⋯⋯⋯⋯⋯⋯⋯⋯⋯⋯⋯⋯⋯⋯⋯

目不识丁 527⋯⋯⋯⋯⋯⋯⋯⋯⋯⋯⋯⋯⋯⋯⋯⋯⋯⋯⋯⋯⋯⋯⋯⋯⋯⋯⋯

目不转睛 527⋯⋯⋯⋯⋯⋯⋯⋯⋯⋯⋯⋯⋯⋯⋯⋯⋯⋯⋯⋯⋯⋯⋯⋯⋯⋯⋯

目不暇给 527⋯⋯⋯⋯⋯⋯⋯⋯⋯⋯⋯⋯⋯⋯⋯⋯⋯⋯⋯⋯⋯⋯⋯⋯⋯⋯⋯

目不忍睹 527⋯⋯⋯⋯⋯⋯⋯⋯⋯⋯⋯⋯⋯⋯⋯⋯⋯⋯⋯⋯⋯⋯⋯⋯⋯⋯⋯

目不斜视 527⋯⋯⋯⋯⋯⋯⋯⋯⋯⋯⋯⋯⋯⋯⋯⋯⋯⋯⋯⋯⋯⋯⋯⋯⋯⋯⋯

目光炯炯 527⋯⋯⋯⋯⋯⋯⋯⋯⋯⋯⋯⋯⋯⋯⋯⋯⋯⋯⋯⋯⋯⋯⋯⋯⋯⋯⋯

目瞪口呆 528⋯⋯⋯⋯⋯⋯⋯⋯⋯⋯⋯⋯⋯⋯⋯⋯⋯⋯⋯⋯⋯⋯⋯⋯⋯⋯⋯

目光如豆 528⋯⋯⋯⋯⋯⋯⋯⋯⋯⋯⋯⋯⋯⋯⋯⋯⋯⋯⋯⋯⋯⋯⋯⋯⋯⋯⋯

目光如炬 528⋯⋯⋯⋯⋯⋯⋯⋯⋯⋯⋯⋯⋯⋯⋯⋯⋯⋯⋯⋯⋯⋯⋯⋯⋯⋯⋯

目空一切 528⋯⋯⋯⋯⋯⋯⋯⋯⋯⋯⋯⋯⋯⋯⋯⋯⋯⋯⋯⋯⋯⋯⋯⋯⋯⋯⋯

目迷五色 528⋯⋯⋯⋯⋯⋯⋯⋯⋯⋯⋯⋯⋯⋯⋯⋯⋯⋯⋯⋯⋯⋯⋯⋯⋯⋯⋯

目无全牛 528⋯⋯⋯⋯⋯⋯⋯⋯⋯⋯⋯⋯⋯⋯⋯⋯⋯⋯⋯⋯⋯⋯⋯⋯⋯⋯⋯

目中无人 529⋯⋯⋯⋯⋯⋯⋯⋯⋯⋯⋯⋯⋯⋯⋯⋯⋯⋯⋯⋯⋯⋯⋯⋯⋯⋯⋯

沐猴而冠 529⋯⋯⋯⋯⋯⋯⋯⋯⋯⋯⋯⋯⋯⋯⋯⋯⋯⋯⋯⋯⋯⋯⋯⋯⋯⋯⋯

暮鼓晨钟 529⋯⋯⋯⋯⋯⋯⋯⋯⋯⋯⋯⋯⋯⋯⋯⋯⋯⋯⋯⋯⋯⋯⋯⋯⋯⋯⋯

暮气沉沉 529⋯⋯⋯⋯⋯⋯⋯⋯⋯⋯⋯⋯⋯⋯⋯⋯⋯⋯⋯⋯⋯⋯⋯⋯⋯⋯⋯

暮色苍茫 529⋯⋯⋯⋯⋯⋯⋯⋯⋯⋯⋯⋯⋯⋯⋯⋯⋯⋯⋯⋯⋯⋯⋯⋯⋯⋯⋯

幕天席地 530⋯⋯⋯⋯⋯⋯⋯⋯⋯⋯⋯⋯⋯⋯⋯⋯⋯⋯⋯⋯⋯⋯⋯⋯⋯⋯⋯

慕名而来 530⋯⋯⋯⋯⋯⋯⋯⋯⋯⋯⋯⋯⋯⋯⋯⋯⋯⋯⋯⋯⋯⋯⋯⋯⋯⋯⋯

·001· 墨默谋木目沐暮幕慕



N 531⋯⋯⋯⋯⋯⋯⋯⋯⋯⋯⋯⋯⋯⋯⋯⋯

nɑ 531⋯⋯⋯⋯⋯⋯⋯⋯⋯⋯⋯⋯⋯⋯⋯⋯⋯⋯

拿手好戏 531⋯⋯⋯⋯⋯⋯⋯⋯⋯⋯⋯⋯⋯⋯⋯⋯⋯⋯⋯⋯⋯⋯⋯⋯⋯⋯⋯

nɑi 531⋯⋯⋯⋯⋯⋯⋯⋯⋯⋯⋯⋯⋯⋯⋯⋯⋯⋯

耐人寻味 531⋯⋯⋯⋯⋯⋯⋯⋯⋯⋯⋯⋯⋯⋯⋯⋯⋯⋯⋯⋯⋯⋯⋯⋯⋯⋯⋯

nɑn 531⋯⋯⋯⋯⋯⋯⋯⋯⋯⋯⋯⋯⋯⋯⋯⋯⋯

男盗女娼 531⋯⋯⋯⋯⋯⋯⋯⋯⋯⋯⋯⋯⋯⋯⋯⋯⋯⋯⋯⋯⋯⋯⋯⋯⋯⋯⋯

南柯一梦 531⋯⋯⋯⋯⋯⋯⋯⋯⋯⋯⋯⋯⋯⋯⋯⋯⋯⋯⋯⋯⋯⋯⋯⋯⋯⋯⋯

南来北往 532⋯⋯⋯⋯⋯⋯⋯⋯⋯⋯⋯⋯⋯⋯⋯⋯⋯⋯⋯⋯⋯⋯⋯⋯⋯⋯⋯

南腔北调 533⋯⋯⋯⋯⋯⋯⋯⋯⋯⋯⋯⋯⋯⋯⋯⋯⋯⋯⋯⋯⋯⋯⋯⋯⋯⋯⋯

南辕北辙 533⋯⋯⋯⋯⋯⋯⋯⋯⋯⋯⋯⋯⋯⋯⋯⋯⋯⋯⋯⋯⋯⋯⋯⋯⋯⋯⋯

南征北战 533⋯⋯⋯⋯⋯⋯⋯⋯⋯⋯⋯⋯⋯⋯⋯⋯⋯⋯⋯⋯⋯⋯⋯⋯⋯⋯⋯

难解难分 533⋯⋯⋯⋯⋯⋯⋯⋯⋯⋯⋯⋯⋯⋯⋯⋯⋯⋯⋯⋯⋯⋯⋯⋯⋯⋯⋯

难分难舍 533⋯⋯⋯⋯⋯⋯⋯⋯⋯⋯⋯⋯⋯⋯⋯⋯⋯⋯⋯⋯⋯⋯⋯⋯⋯⋯⋯

难能可贵 533⋯⋯⋯⋯⋯⋯⋯⋯⋯⋯⋯⋯⋯⋯⋯⋯⋯⋯⋯⋯⋯⋯⋯⋯⋯⋯⋯

难兄难弟 534⋯⋯⋯⋯⋯⋯⋯⋯⋯⋯⋯⋯⋯⋯⋯⋯⋯⋯⋯⋯⋯⋯⋯⋯⋯⋯⋯

难舍难分 534⋯⋯⋯⋯⋯⋯⋯⋯⋯⋯⋯⋯⋯⋯⋯⋯⋯⋯⋯⋯⋯⋯⋯⋯⋯⋯⋯

难言之隐 534⋯⋯⋯⋯⋯⋯⋯⋯⋯⋯⋯⋯⋯⋯⋯⋯⋯⋯⋯⋯⋯⋯⋯⋯⋯⋯⋯

难以启齿 534⋯⋯⋯⋯⋯⋯⋯⋯⋯⋯⋯⋯⋯⋯⋯⋯⋯⋯⋯⋯⋯⋯⋯⋯⋯⋯⋯

难以置信 534⋯⋯⋯⋯⋯⋯⋯⋯⋯⋯⋯⋯⋯⋯⋯⋯⋯⋯⋯⋯⋯⋯⋯⋯⋯⋯⋯

��自语 534⋯⋯⋯⋯⋯⋯⋯⋯⋯⋯⋯⋯⋯⋯⋯⋯⋯⋯⋯⋯⋯⋯⋯⋯⋯⋯⋯

nɑnɡ 534⋯⋯⋯⋯⋯⋯⋯⋯⋯⋯⋯⋯⋯⋯⋯⋯⋯

囊空如洗 535⋯⋯⋯⋯⋯⋯⋯⋯⋯⋯⋯⋯⋯⋯⋯⋯⋯⋯⋯⋯⋯⋯⋯⋯⋯⋯⋯

·101·拿耐男南难�囊



囊萤映雪 535⋯⋯⋯⋯⋯⋯⋯⋯⋯⋯⋯⋯⋯⋯⋯⋯⋯⋯⋯⋯⋯⋯⋯⋯⋯⋯⋯

囊中取物 535⋯⋯⋯⋯⋯⋯⋯⋯⋯⋯⋯⋯⋯⋯⋯⋯⋯⋯⋯⋯⋯⋯⋯⋯⋯⋯⋯

囊中羞涩 535⋯⋯⋯⋯⋯⋯⋯⋯⋯⋯⋯⋯⋯⋯⋯⋯⋯⋯⋯⋯⋯⋯⋯⋯⋯⋯⋯

呶呶不休 535⋯⋯⋯⋯⋯⋯⋯⋯⋯⋯⋯⋯⋯⋯⋯⋯⋯⋯⋯⋯⋯⋯⋯⋯⋯⋯⋯

恼羞成怒 535⋯⋯⋯⋯⋯⋯⋯⋯⋯⋯⋯⋯⋯⋯⋯⋯⋯⋯⋯⋯⋯⋯⋯⋯⋯⋯⋯

nei 536⋯⋯⋯⋯⋯⋯⋯⋯⋯⋯⋯⋯⋯⋯⋯⋯⋯⋯

内柔外刚 536⋯⋯⋯⋯⋯⋯⋯⋯⋯⋯⋯⋯⋯⋯⋯⋯⋯⋯⋯⋯⋯⋯⋯⋯⋯⋯⋯

内外夹攻 536⋯⋯⋯⋯⋯⋯⋯⋯⋯⋯⋯⋯⋯⋯⋯⋯⋯⋯⋯⋯⋯⋯⋯⋯⋯⋯⋯

内外交困 536⋯⋯⋯⋯⋯⋯⋯⋯⋯⋯⋯⋯⋯⋯⋯⋯⋯⋯⋯⋯⋯⋯⋯⋯⋯⋯⋯

内忧外患 536⋯⋯⋯⋯⋯⋯⋯⋯⋯⋯⋯⋯⋯⋯⋯⋯⋯⋯⋯⋯⋯⋯⋯⋯⋯⋯⋯

nenɡ 536⋯⋯⋯⋯⋯⋯⋯⋯⋯⋯⋯⋯⋯⋯⋯⋯⋯

能工巧匠 536⋯⋯⋯⋯⋯⋯⋯⋯⋯⋯⋯⋯⋯⋯⋯⋯⋯⋯⋯⋯⋯⋯⋯⋯⋯⋯⋯

能屈能伸 536⋯⋯⋯⋯⋯⋯⋯⋯⋯⋯⋯⋯⋯⋯⋯⋯⋯⋯⋯⋯⋯⋯⋯⋯⋯⋯⋯

能说会道 537⋯⋯⋯⋯⋯⋯⋯⋯⋯⋯⋯⋯⋯⋯⋯⋯⋯⋯⋯⋯⋯⋯⋯⋯⋯⋯⋯

能言巧辩 537⋯⋯⋯⋯⋯⋯⋯⋯⋯⋯⋯⋯⋯⋯⋯⋯⋯⋯⋯⋯⋯⋯⋯⋯⋯⋯⋯

能者多劳 537⋯⋯⋯⋯⋯⋯⋯⋯⋯⋯⋯⋯⋯⋯⋯⋯⋯⋯⋯⋯⋯⋯⋯⋯⋯⋯⋯

ni 537⋯⋯⋯⋯⋯⋯⋯⋯⋯⋯⋯⋯⋯⋯⋯⋯⋯⋯

泥牛入海 537⋯⋯⋯⋯⋯⋯⋯⋯⋯⋯⋯⋯⋯⋯⋯⋯⋯⋯⋯⋯⋯⋯⋯⋯⋯⋯⋯

泥沙俱下 538⋯⋯⋯⋯⋯⋯⋯⋯⋯⋯⋯⋯⋯⋯⋯⋯⋯⋯⋯⋯⋯⋯⋯⋯⋯⋯⋯

泥塑木雕 538⋯⋯⋯⋯⋯⋯⋯⋯⋯⋯⋯⋯⋯⋯⋯⋯⋯⋯⋯⋯⋯⋯⋯⋯⋯⋯⋯

你死我活 538⋯⋯⋯⋯⋯⋯⋯⋯⋯⋯⋯⋯⋯⋯⋯⋯⋯⋯⋯⋯⋯⋯⋯⋯⋯⋯⋯

逆来顺受 538⋯⋯⋯⋯⋯⋯⋯⋯⋯⋯⋯⋯⋯⋯⋯⋯⋯⋯⋯⋯⋯⋯⋯⋯⋯⋯⋯

逆水行舟 539⋯⋯⋯⋯⋯⋯⋯⋯⋯⋯⋯⋯⋯⋯⋯⋯⋯⋯⋯⋯⋯⋯⋯⋯⋯⋯⋯

匿影藏形 539⋯⋯⋯⋯⋯⋯⋯⋯⋯⋯⋯⋯⋯⋯⋯⋯⋯⋯⋯⋯⋯⋯⋯⋯⋯⋯⋯

niɑn 539⋯⋯⋯⋯⋯⋯⋯⋯⋯⋯⋯⋯⋯⋯⋯⋯⋯

拈花惹草 539⋯⋯⋯⋯⋯⋯⋯⋯⋯⋯⋯⋯⋯⋯⋯⋯⋯⋯⋯⋯⋯⋯⋯⋯⋯⋯⋯

拈轻怕重 539⋯⋯⋯⋯⋯⋯⋯⋯⋯⋯⋯⋯⋯⋯⋯⋯⋯⋯⋯⋯⋯⋯⋯⋯⋯⋯⋯

·201· 囊呶恼内能泥你逆匿拈



年富力强 539⋯⋯⋯⋯⋯⋯⋯⋯⋯⋯⋯⋯⋯⋯⋯⋯⋯⋯⋯⋯⋯⋯⋯⋯⋯⋯⋯

年高望重 539⋯⋯⋯⋯⋯⋯⋯⋯⋯⋯⋯⋯⋯⋯⋯⋯⋯⋯⋯⋯⋯⋯⋯⋯⋯⋯⋯

年深月久 540⋯⋯⋯⋯⋯⋯⋯⋯⋯⋯⋯⋯⋯⋯⋯⋯⋯⋯⋯⋯⋯⋯⋯⋯⋯⋯⋯

年高德劭 540⋯⋯⋯⋯⋯⋯⋯⋯⋯⋯⋯⋯⋯⋯⋯⋯⋯⋯⋯⋯⋯⋯⋯⋯⋯⋯⋯

年轻力壮 540⋯⋯⋯⋯⋯⋯⋯⋯⋯⋯⋯⋯⋯⋯⋯⋯⋯⋯⋯⋯⋯⋯⋯⋯⋯⋯⋯

念念不忘 540⋯⋯⋯⋯⋯⋯⋯⋯⋯⋯⋯⋯⋯⋯⋯⋯⋯⋯⋯⋯⋯⋯⋯⋯⋯⋯⋯

念念有词 540⋯⋯⋯⋯⋯⋯⋯⋯⋯⋯⋯⋯⋯⋯⋯⋯⋯⋯⋯⋯⋯⋯⋯⋯⋯⋯⋯

niɑo 540⋯⋯⋯⋯⋯⋯⋯⋯⋯⋯⋯⋯⋯⋯⋯⋯⋯

鸟枪换炮 540⋯⋯⋯⋯⋯⋯⋯⋯⋯⋯⋯⋯⋯⋯⋯⋯⋯⋯⋯⋯⋯⋯⋯⋯⋯⋯⋯

鸟入樊笼 540⋯⋯⋯⋯⋯⋯⋯⋯⋯⋯⋯⋯⋯⋯⋯⋯⋯⋯⋯⋯⋯⋯⋯⋯⋯⋯⋯

鸟语花香 541⋯⋯⋯⋯⋯⋯⋯⋯⋯⋯⋯⋯⋯⋯⋯⋯⋯⋯⋯⋯⋯⋯⋯⋯⋯⋯⋯

nie 541⋯⋯⋯⋯⋯⋯⋯⋯⋯⋯⋯⋯⋯⋯⋯⋯⋯⋯

蹑手蹑脚 541⋯⋯⋯⋯⋯⋯⋯⋯⋯⋯⋯⋯⋯⋯⋯⋯⋯⋯⋯⋯⋯⋯⋯⋯⋯⋯⋯

ninɡ 541⋯⋯⋯⋯⋯⋯⋯⋯⋯⋯⋯⋯⋯⋯⋯⋯⋯

宁缺毋滥 541⋯⋯⋯⋯⋯⋯⋯⋯⋯⋯⋯⋯⋯⋯⋯⋯⋯⋯⋯⋯⋯⋯⋯⋯⋯⋯⋯

宁死不屈 541⋯⋯⋯⋯⋯⋯⋯⋯⋯⋯⋯⋯⋯⋯⋯⋯⋯⋯⋯⋯⋯⋯⋯⋯⋯⋯⋯

宁为玉碎 , 不为瓦全 541⋯⋯⋯⋯⋯⋯⋯⋯⋯⋯⋯⋯⋯⋯⋯⋯⋯⋯⋯⋯⋯⋯⋯

niu 541⋯⋯⋯⋯⋯⋯⋯⋯⋯⋯⋯⋯⋯⋯⋯⋯⋯⋯

牛头不对马嘴 542⋯⋯⋯⋯⋯⋯⋯⋯⋯⋯⋯⋯⋯⋯⋯⋯⋯⋯⋯⋯⋯⋯⋯⋯⋯

牛鬼蛇神 542⋯⋯⋯⋯⋯⋯⋯⋯⋯⋯⋯⋯⋯⋯⋯⋯⋯⋯⋯⋯⋯⋯⋯⋯⋯⋯⋯

牛郎织女 542⋯⋯⋯⋯⋯⋯⋯⋯⋯⋯⋯⋯⋯⋯⋯⋯⋯⋯⋯⋯⋯⋯⋯⋯⋯⋯⋯

扭亏为盈 542⋯⋯⋯⋯⋯⋯⋯⋯⋯⋯⋯⋯⋯⋯⋯⋯⋯⋯⋯⋯⋯⋯⋯⋯⋯⋯⋯

扭转乾坤 542⋯⋯⋯⋯⋯⋯⋯⋯⋯⋯⋯⋯⋯⋯⋯⋯⋯⋯⋯⋯⋯⋯⋯⋯⋯⋯⋯

忸怩作态 542⋯⋯⋯⋯⋯⋯⋯⋯⋯⋯⋯⋯⋯⋯⋯⋯⋯⋯⋯⋯⋯⋯⋯⋯⋯⋯⋯

·301·年念鸟蹑宁牛扭忸



nonɡ 542⋯⋯⋯⋯⋯⋯⋯⋯⋯⋯⋯⋯⋯⋯⋯⋯⋯

浓妆艳抹 543⋯⋯⋯⋯⋯⋯⋯⋯⋯⋯⋯⋯⋯⋯⋯⋯⋯⋯⋯⋯⋯⋯⋯⋯⋯⋯⋯

弄假成真 543⋯⋯⋯⋯⋯⋯⋯⋯⋯⋯⋯⋯⋯⋯⋯⋯⋯⋯⋯⋯⋯⋯⋯⋯⋯⋯⋯

弄巧成拙 543⋯⋯⋯⋯⋯⋯⋯⋯⋯⋯⋯⋯⋯⋯⋯⋯⋯⋯⋯⋯⋯⋯⋯⋯⋯⋯⋯

弄性尚气 543⋯⋯⋯⋯⋯⋯⋯⋯⋯⋯⋯⋯⋯⋯⋯⋯⋯⋯⋯⋯⋯⋯⋯⋯⋯⋯⋯

弄虚作假 543⋯⋯⋯⋯⋯⋯⋯⋯⋯⋯⋯⋯⋯⋯⋯⋯⋯⋯⋯⋯⋯⋯⋯⋯⋯⋯⋯

nu 544⋯⋯⋯⋯⋯⋯⋯⋯⋯⋯⋯⋯⋯⋯⋯⋯⋯⋯

奴颜婢膝 544⋯⋯⋯⋯⋯⋯⋯⋯⋯⋯⋯⋯⋯⋯⋯⋯⋯⋯⋯⋯⋯⋯⋯⋯⋯⋯⋯

奴颜媚骨 544⋯⋯⋯⋯⋯⋯⋯⋯⋯⋯⋯⋯⋯⋯⋯⋯⋯⋯⋯⋯⋯⋯⋯⋯⋯⋯⋯

怒不可遏 544⋯⋯⋯⋯⋯⋯⋯⋯⋯⋯⋯⋯⋯⋯⋯⋯⋯⋯⋯⋯⋯⋯⋯⋯⋯⋯⋯

怒发冲冠 544⋯⋯⋯⋯⋯⋯⋯⋯⋯⋯⋯⋯⋯⋯⋯⋯⋯⋯⋯⋯⋯⋯⋯⋯⋯⋯⋯

怒目而视 545⋯⋯⋯⋯⋯⋯⋯⋯⋯⋯⋯⋯⋯⋯⋯⋯⋯⋯⋯⋯⋯⋯⋯⋯⋯⋯⋯

怒形于色 545⋯⋯⋯⋯⋯⋯⋯⋯⋯⋯⋯⋯⋯⋯⋯⋯⋯⋯⋯⋯⋯⋯⋯⋯⋯⋯⋯

O 546⋯⋯⋯⋯⋯⋯⋯⋯⋯⋯⋯⋯⋯⋯⋯⋯

ou 546⋯⋯⋯⋯⋯⋯⋯⋯⋯⋯⋯⋯⋯⋯⋯⋯⋯⋯

呕心沥血 546⋯⋯⋯⋯⋯⋯⋯⋯⋯⋯⋯⋯⋯⋯⋯⋯⋯⋯⋯⋯⋯⋯⋯⋯⋯⋯⋯

偶一为之 546⋯⋯⋯⋯⋯⋯⋯⋯⋯⋯⋯⋯⋯⋯⋯⋯⋯⋯⋯⋯⋯⋯⋯⋯⋯⋯⋯

藕断丝连 546⋯⋯⋯⋯⋯⋯⋯⋯⋯⋯⋯⋯⋯⋯⋯⋯⋯⋯⋯⋯⋯⋯⋯⋯⋯⋯⋯

P 547⋯⋯⋯⋯⋯⋯⋯⋯⋯⋯⋯⋯⋯⋯⋯⋯

·401· 浓弄奴怒呕偶藕



pɑi 547⋯⋯⋯⋯⋯⋯⋯⋯⋯⋯⋯⋯⋯⋯⋯⋯⋯⋯

拍案而起 547⋯⋯⋯⋯⋯⋯⋯⋯⋯⋯⋯⋯⋯⋯⋯⋯⋯⋯⋯⋯⋯⋯⋯⋯⋯⋯⋯

拍案叫绝 547⋯⋯⋯⋯⋯⋯⋯⋯⋯⋯⋯⋯⋯⋯⋯⋯⋯⋯⋯⋯⋯⋯⋯⋯⋯⋯⋯

拍手称快 547⋯⋯⋯⋯⋯⋯⋯⋯⋯⋯⋯⋯⋯⋯⋯⋯⋯⋯⋯⋯⋯⋯⋯⋯⋯⋯⋯

排除万难 547⋯⋯⋯⋯⋯⋯⋯⋯⋯⋯⋯⋯⋯⋯⋯⋯⋯⋯⋯⋯⋯⋯⋯⋯⋯⋯⋯

排难解纷 547⋯⋯⋯⋯⋯⋯⋯⋯⋯⋯⋯⋯⋯⋯⋯⋯⋯⋯⋯⋯⋯⋯⋯⋯⋯⋯⋯

排山倒海 548⋯⋯⋯⋯⋯⋯⋯⋯⋯⋯⋯⋯⋯⋯⋯⋯⋯⋯⋯⋯⋯⋯⋯⋯⋯⋯⋯

排忧解难 548⋯⋯⋯⋯⋯⋯⋯⋯⋯⋯⋯⋯⋯⋯⋯⋯⋯⋯⋯⋯⋯⋯⋯⋯⋯⋯⋯

徘徊歧路 548⋯⋯⋯⋯⋯⋯⋯⋯⋯⋯⋯⋯⋯⋯⋯⋯⋯⋯⋯⋯⋯⋯⋯⋯⋯⋯⋯

pɑn 548⋯⋯⋯⋯⋯⋯⋯⋯⋯⋯⋯⋯⋯⋯⋯⋯⋯

攀龙附凤 548⋯⋯⋯⋯⋯⋯⋯⋯⋯⋯⋯⋯⋯⋯⋯⋯⋯⋯⋯⋯⋯⋯⋯⋯⋯⋯⋯

盘根错节 548⋯⋯⋯⋯⋯⋯⋯⋯⋯⋯⋯⋯⋯⋯⋯⋯⋯⋯⋯⋯⋯⋯⋯⋯⋯⋯⋯

判若鸿沟 549⋯⋯⋯⋯⋯⋯⋯⋯⋯⋯⋯⋯⋯⋯⋯⋯⋯⋯⋯⋯⋯⋯⋯⋯⋯⋯⋯

判若两人 549⋯⋯⋯⋯⋯⋯⋯⋯⋯⋯⋯⋯⋯⋯⋯⋯⋯⋯⋯⋯⋯⋯⋯⋯⋯⋯⋯

pɑnɡ 549⋯⋯⋯⋯⋯⋯⋯⋯⋯⋯⋯⋯⋯⋯⋯⋯⋯

庞然大物 549⋯⋯⋯⋯⋯⋯⋯⋯⋯⋯⋯⋯⋯⋯⋯⋯⋯⋯⋯⋯⋯⋯⋯⋯⋯⋯⋯

旁观者清 549⋯⋯⋯⋯⋯⋯⋯⋯⋯⋯⋯⋯⋯⋯⋯⋯⋯⋯⋯⋯⋯⋯⋯⋯⋯⋯⋯

旁敲侧击 550⋯⋯⋯⋯⋯⋯⋯⋯⋯⋯⋯⋯⋯⋯⋯⋯⋯⋯⋯⋯⋯⋯⋯⋯⋯⋯⋯

旁若无人 550⋯⋯⋯⋯⋯⋯⋯⋯⋯⋯⋯⋯⋯⋯⋯⋯⋯⋯⋯⋯⋯⋯⋯⋯⋯⋯⋯

旁征博引 550⋯⋯⋯⋯⋯⋯⋯⋯⋯⋯⋯⋯⋯⋯⋯⋯⋯⋯⋯⋯⋯⋯⋯⋯⋯⋯⋯

pɑo 551⋯⋯⋯⋯⋯⋯⋯⋯⋯⋯⋯⋯⋯⋯⋯⋯⋯

抛头露面 551⋯⋯⋯⋯⋯⋯⋯⋯⋯⋯⋯⋯⋯⋯⋯⋯⋯⋯⋯⋯⋯⋯⋯⋯⋯⋯⋯

抛砖引玉 551⋯⋯⋯⋯⋯⋯⋯⋯⋯⋯⋯⋯⋯⋯⋯⋯⋯⋯⋯⋯⋯⋯⋯⋯⋯⋯⋯

庖丁解牛 551⋯⋯⋯⋯⋯⋯⋯⋯⋯⋯⋯⋯⋯⋯⋯⋯⋯⋯⋯⋯⋯⋯⋯⋯⋯⋯⋯

刨根问底 551⋯⋯⋯⋯⋯⋯⋯⋯⋯⋯⋯⋯⋯⋯⋯⋯⋯⋯⋯⋯⋯⋯⋯⋯⋯⋯⋯

·501·拍排徘攀盘判庞旁抛庖刨



pei 551⋯⋯⋯⋯⋯⋯⋯⋯⋯⋯⋯⋯⋯⋯⋯⋯⋯⋯

赔了夫人又折兵 551⋯⋯⋯⋯⋯⋯⋯⋯⋯⋯⋯⋯⋯⋯⋯⋯⋯⋯⋯⋯⋯⋯⋯⋯

pen 552⋯⋯⋯⋯⋯⋯⋯⋯⋯⋯⋯⋯⋯⋯⋯⋯⋯

喷薄欲出 552⋯⋯⋯⋯⋯⋯⋯⋯⋯⋯⋯⋯⋯⋯⋯⋯⋯⋯⋯⋯⋯⋯⋯⋯⋯⋯⋯

penɡ 552⋯⋯⋯⋯⋯⋯⋯⋯⋯⋯⋯⋯⋯⋯⋯⋯⋯

朋比为奸 552⋯⋯⋯⋯⋯⋯⋯⋯⋯⋯⋯⋯⋯⋯⋯⋯⋯⋯⋯⋯⋯⋯⋯⋯⋯⋯⋯

蓬荜生辉 552⋯⋯⋯⋯⋯⋯⋯⋯⋯⋯⋯⋯⋯⋯⋯⋯⋯⋯⋯⋯⋯⋯⋯⋯⋯⋯⋯

蓬头垢面 552⋯⋯⋯⋯⋯⋯⋯⋯⋯⋯⋯⋯⋯⋯⋯⋯⋯⋯⋯⋯⋯⋯⋯⋯⋯⋯⋯

鹏程万里 552⋯⋯⋯⋯⋯⋯⋯⋯⋯⋯⋯⋯⋯⋯⋯⋯⋯⋯⋯⋯⋯⋯⋯⋯⋯⋯⋯

捧腹大笑 553⋯⋯⋯⋯⋯⋯⋯⋯⋯⋯⋯⋯⋯⋯⋯⋯⋯⋯⋯⋯⋯⋯⋯⋯⋯⋯⋯

pi 553⋯⋯⋯⋯⋯⋯⋯⋯⋯⋯⋯⋯⋯⋯⋯⋯⋯⋯

披肝沥胆 553⋯⋯⋯⋯⋯⋯⋯⋯⋯⋯⋯⋯⋯⋯⋯⋯⋯⋯⋯⋯⋯⋯⋯⋯⋯⋯⋯

披坚执锐 553⋯⋯⋯⋯⋯⋯⋯⋯⋯⋯⋯⋯⋯⋯⋯⋯⋯⋯⋯⋯⋯⋯⋯⋯⋯⋯⋯

披发左衽 553⋯⋯⋯⋯⋯⋯⋯⋯⋯⋯⋯⋯⋯⋯⋯⋯⋯⋯⋯⋯⋯⋯⋯⋯⋯⋯⋯

披荆斩棘 553⋯⋯⋯⋯⋯⋯⋯⋯⋯⋯⋯⋯⋯⋯⋯⋯⋯⋯⋯⋯⋯⋯⋯⋯⋯⋯⋯

披麻戴孝 554⋯⋯⋯⋯⋯⋯⋯⋯⋯⋯⋯⋯⋯⋯⋯⋯⋯⋯⋯⋯⋯⋯⋯⋯⋯⋯⋯

披沙拣金 554⋯⋯⋯⋯⋯⋯⋯⋯⋯⋯⋯⋯⋯⋯⋯⋯⋯⋯⋯⋯⋯⋯⋯⋯⋯⋯⋯

披头散发 554⋯⋯⋯⋯⋯⋯⋯⋯⋯⋯⋯⋯⋯⋯⋯⋯⋯⋯⋯⋯⋯⋯⋯⋯⋯⋯⋯

披星戴月 554⋯⋯⋯⋯⋯⋯⋯⋯⋯⋯⋯⋯⋯⋯⋯⋯⋯⋯⋯⋯⋯⋯⋯⋯⋯⋯⋯

披发文身 554⋯⋯⋯⋯⋯⋯⋯⋯⋯⋯⋯⋯⋯⋯⋯⋯⋯⋯⋯⋯⋯⋯⋯⋯⋯⋯⋯

劈头盖脸 555⋯⋯⋯⋯⋯⋯⋯⋯⋯⋯⋯⋯⋯⋯⋯⋯⋯⋯⋯⋯⋯⋯⋯⋯⋯⋯⋯

皮开肉绽 555⋯⋯⋯⋯⋯⋯⋯⋯⋯⋯⋯⋯⋯⋯⋯⋯⋯⋯⋯⋯⋯⋯⋯⋯⋯⋯⋯

皮笑肉不笑 555⋯⋯⋯⋯⋯⋯⋯⋯⋯⋯⋯⋯⋯⋯⋯⋯⋯⋯⋯⋯⋯⋯⋯⋯⋯⋯

皮之不存 , 毛将焉附 555⋯⋯⋯⋯⋯⋯⋯⋯⋯⋯⋯⋯⋯⋯⋯⋯⋯⋯⋯⋯⋯⋯⋯

蚍蜉撼树 555⋯⋯⋯⋯⋯⋯⋯⋯⋯⋯⋯⋯⋯⋯⋯⋯⋯⋯⋯⋯⋯⋯⋯⋯⋯⋯⋯

疲惫不堪 555⋯⋯⋯⋯⋯⋯⋯⋯⋯⋯⋯⋯⋯⋯⋯⋯⋯⋯⋯⋯⋯⋯⋯⋯⋯⋯⋯

疲于奔命 555⋯⋯⋯⋯⋯⋯⋯⋯⋯⋯⋯⋯⋯⋯⋯⋯⋯⋯⋯⋯⋯⋯⋯⋯⋯⋯⋯

·601· 赔喷朋蓬鹏捧披劈皮蚍疲



匹夫有责 556⋯⋯⋯⋯⋯⋯⋯⋯⋯⋯⋯⋯⋯⋯⋯⋯⋯⋯⋯⋯⋯⋯⋯⋯⋯⋯⋯

匹夫之勇 556⋯⋯⋯⋯⋯⋯⋯⋯⋯⋯⋯⋯⋯⋯⋯⋯⋯⋯⋯⋯⋯⋯⋯⋯⋯⋯⋯

否极泰来 557⋯⋯⋯⋯⋯⋯⋯⋯⋯⋯⋯⋯⋯⋯⋯⋯⋯⋯⋯⋯⋯⋯⋯⋯⋯⋯⋯

屁滚尿流 557⋯⋯⋯⋯⋯⋯⋯⋯⋯⋯⋯⋯⋯⋯⋯⋯⋯⋯⋯⋯⋯⋯⋯⋯⋯⋯⋯

piɑn 557⋯⋯⋯⋯⋯⋯⋯⋯⋯⋯⋯⋯⋯⋯⋯⋯⋯

翩翩起舞 557⋯⋯⋯⋯⋯⋯⋯⋯⋯⋯⋯⋯⋯⋯⋯⋯⋯⋯⋯⋯⋯⋯⋯⋯⋯⋯⋯

翩翩少年 557⋯⋯⋯⋯⋯⋯⋯⋯⋯⋯⋯⋯⋯⋯⋯⋯⋯⋯⋯⋯⋯⋯⋯⋯⋯⋯⋯

片甲不留 557⋯⋯⋯⋯⋯⋯⋯⋯⋯⋯⋯⋯⋯⋯⋯⋯⋯⋯⋯⋯⋯⋯⋯⋯⋯⋯⋯

片言只字 557⋯⋯⋯⋯⋯⋯⋯⋯⋯⋯⋯⋯⋯⋯⋯⋯⋯⋯⋯⋯⋯⋯⋯⋯⋯⋯⋯

piɑo 558⋯⋯⋯⋯⋯⋯⋯⋯⋯⋯⋯⋯⋯⋯⋯⋯⋯

飘泊不定 558⋯⋯⋯⋯⋯⋯⋯⋯⋯⋯⋯⋯⋯⋯⋯⋯⋯⋯⋯⋯⋯⋯⋯⋯⋯⋯⋯

飘飘欲仙 558⋯⋯⋯⋯⋯⋯⋯⋯⋯⋯⋯⋯⋯⋯⋯⋯⋯⋯⋯⋯⋯⋯⋯⋯⋯⋯⋯

pin 558⋯⋯⋯⋯⋯⋯⋯⋯⋯⋯⋯⋯⋯⋯⋯⋯⋯⋯

贫病交加 558⋯⋯⋯⋯⋯⋯⋯⋯⋯⋯⋯⋯⋯⋯⋯⋯⋯⋯⋯⋯⋯⋯⋯⋯⋯⋯⋯

贫贱之交 558⋯⋯⋯⋯⋯⋯⋯⋯⋯⋯⋯⋯⋯⋯⋯⋯⋯⋯⋯⋯⋯⋯⋯⋯⋯⋯⋯

品学兼优 558⋯⋯⋯⋯⋯⋯⋯⋯⋯⋯⋯⋯⋯⋯⋯⋯⋯⋯⋯⋯⋯⋯⋯⋯⋯⋯⋯

pinɡ 558⋯⋯⋯⋯⋯⋯⋯⋯⋯⋯⋯⋯⋯⋯⋯⋯⋯

平安无事 558⋯⋯⋯⋯⋯⋯⋯⋯⋯⋯⋯⋯⋯⋯⋯⋯⋯⋯⋯⋯⋯⋯⋯⋯⋯⋯⋯

平白无故 559⋯⋯⋯⋯⋯⋯⋯⋯⋯⋯⋯⋯⋯⋯⋯⋯⋯⋯⋯⋯⋯⋯⋯⋯⋯⋯⋯

平心而论 559⋯⋯⋯⋯⋯⋯⋯⋯⋯⋯⋯⋯⋯⋯⋯⋯⋯⋯⋯⋯⋯⋯⋯⋯⋯⋯⋯

平心静气 559⋯⋯⋯⋯⋯⋯⋯⋯⋯⋯⋯⋯⋯⋯⋯⋯⋯⋯⋯⋯⋯⋯⋯⋯⋯⋯⋯

平步青云 559⋯⋯⋯⋯⋯⋯⋯⋯⋯⋯⋯⋯⋯⋯⋯⋯⋯⋯⋯⋯⋯⋯⋯⋯⋯⋯⋯

平淡无奇 559⋯⋯⋯⋯⋯⋯⋯⋯⋯⋯⋯⋯⋯⋯⋯⋯⋯⋯⋯⋯⋯⋯⋯⋯⋯⋯⋯

平地风波 559⋯⋯⋯⋯⋯⋯⋯⋯⋯⋯⋯⋯⋯⋯⋯⋯⋯⋯⋯⋯⋯⋯⋯⋯⋯⋯⋯

平分秋色 559⋯⋯⋯⋯⋯⋯⋯⋯⋯⋯⋯⋯⋯⋯⋯⋯⋯⋯⋯⋯⋯⋯⋯⋯⋯⋯⋯

平铺直叙 560⋯⋯⋯⋯⋯⋯⋯⋯⋯⋯⋯⋯⋯⋯⋯⋯⋯⋯⋯⋯⋯⋯⋯⋯⋯⋯⋯

平起平坐 560⋯⋯⋯⋯⋯⋯⋯⋯⋯⋯⋯⋯⋯⋯⋯⋯⋯⋯⋯⋯⋯⋯⋯⋯⋯⋯⋯

·701·匹否屁翩片飘贫品平



平易近人 560⋯⋯⋯⋯⋯⋯⋯⋯⋯⋯⋯⋯⋯⋯⋯⋯⋯⋯⋯⋯⋯⋯⋯⋯⋯⋯⋯

萍水相逢 560⋯⋯⋯⋯⋯⋯⋯⋯⋯⋯⋯⋯⋯⋯⋯⋯⋯⋯⋯⋯⋯⋯⋯⋯⋯⋯⋯

萍踪浪迹 561⋯⋯⋯⋯⋯⋯⋯⋯⋯⋯⋯⋯⋯⋯⋯⋯⋯⋯⋯⋯⋯⋯⋯⋯⋯⋯⋯

po 561⋯⋯⋯⋯⋯⋯⋯⋯⋯⋯⋯⋯⋯⋯⋯⋯⋯⋯

婆婆妈妈 561⋯⋯⋯⋯⋯⋯⋯⋯⋯⋯⋯⋯⋯⋯⋯⋯⋯⋯⋯⋯⋯⋯⋯⋯⋯⋯⋯

迫不得已 561⋯⋯⋯⋯⋯⋯⋯⋯⋯⋯⋯⋯⋯⋯⋯⋯⋯⋯⋯⋯⋯⋯⋯⋯⋯⋯⋯

迫在眉睫 562⋯⋯⋯⋯⋯⋯⋯⋯⋯⋯⋯⋯⋯⋯⋯⋯⋯⋯⋯⋯⋯⋯⋯⋯⋯⋯⋯

破釜沉舟 562⋯⋯⋯⋯⋯⋯⋯⋯⋯⋯⋯⋯⋯⋯⋯⋯⋯⋯⋯⋯⋯⋯⋯⋯⋯⋯⋯

破格录用 562⋯⋯⋯⋯⋯⋯⋯⋯⋯⋯⋯⋯⋯⋯⋯⋯⋯⋯⋯⋯⋯⋯⋯⋯⋯⋯⋯

破镜重圆 562⋯⋯⋯⋯⋯⋯⋯⋯⋯⋯⋯⋯⋯⋯⋯⋯⋯⋯⋯⋯⋯⋯⋯⋯⋯⋯⋯

破口大骂 563⋯⋯⋯⋯⋯⋯⋯⋯⋯⋯⋯⋯⋯⋯⋯⋯⋯⋯⋯⋯⋯⋯⋯⋯⋯⋯⋯

破绽百出 563⋯⋯⋯⋯⋯⋯⋯⋯⋯⋯⋯⋯⋯⋯⋯⋯⋯⋯⋯⋯⋯⋯⋯⋯⋯⋯⋯

破门而出 563⋯⋯⋯⋯⋯⋯⋯⋯⋯⋯⋯⋯⋯⋯⋯⋯⋯⋯⋯⋯⋯⋯⋯⋯⋯⋯⋯

破涕为笑 563⋯⋯⋯⋯⋯⋯⋯⋯⋯⋯⋯⋯⋯⋯⋯⋯⋯⋯⋯⋯⋯⋯⋯⋯⋯⋯⋯

pou 564⋯⋯⋯⋯⋯⋯⋯⋯⋯⋯⋯⋯⋯⋯⋯⋯⋯

剖腹藏珠 564⋯⋯⋯⋯⋯⋯⋯⋯⋯⋯⋯⋯⋯⋯⋯⋯⋯⋯⋯⋯⋯⋯⋯⋯⋯⋯⋯

pu 564⋯⋯⋯⋯⋯⋯⋯⋯⋯⋯⋯⋯⋯⋯⋯⋯⋯⋯

扑朔迷离 564⋯⋯⋯⋯⋯⋯⋯⋯⋯⋯⋯⋯⋯⋯⋯⋯⋯⋯⋯⋯⋯⋯⋯⋯⋯⋯⋯

铺天盖地 564⋯⋯⋯⋯⋯⋯⋯⋯⋯⋯⋯⋯⋯⋯⋯⋯⋯⋯⋯⋯⋯⋯⋯⋯⋯⋯⋯

铺张浪费 564⋯⋯⋯⋯⋯⋯⋯⋯⋯⋯⋯⋯⋯⋯⋯⋯⋯⋯⋯⋯⋯⋯⋯⋯⋯⋯⋯

铺张扬厉 564⋯⋯⋯⋯⋯⋯⋯⋯⋯⋯⋯⋯⋯⋯⋯⋯⋯⋯⋯⋯⋯⋯⋯⋯⋯⋯⋯

璞玉浑金 565⋯⋯⋯⋯⋯⋯⋯⋯⋯⋯⋯⋯⋯⋯⋯⋯⋯⋯⋯⋯⋯⋯⋯⋯⋯⋯⋯

菩萨心肠 565⋯⋯⋯⋯⋯⋯⋯⋯⋯⋯⋯⋯⋯⋯⋯⋯⋯⋯⋯⋯⋯⋯⋯⋯⋯⋯⋯

朴实无华 565⋯⋯⋯⋯⋯⋯⋯⋯⋯⋯⋯⋯⋯⋯⋯⋯⋯⋯⋯⋯⋯⋯⋯⋯⋯⋯⋯

普天同庆 565⋯⋯⋯⋯⋯⋯⋯⋯⋯⋯⋯⋯⋯⋯⋯⋯⋯⋯⋯⋯⋯⋯⋯⋯⋯⋯⋯

普天之下 565⋯⋯⋯⋯⋯⋯⋯⋯⋯⋯⋯⋯⋯⋯⋯⋯⋯⋯⋯⋯⋯⋯⋯⋯⋯⋯⋯

·801· 平萍婆迫破剖扑铺璞菩朴普



Q 566⋯⋯⋯⋯⋯⋯⋯⋯⋯⋯⋯⋯⋯⋯⋯⋯

qi 566⋯⋯⋯⋯⋯⋯⋯⋯⋯⋯⋯⋯⋯⋯⋯⋯⋯⋯

七零八落 566⋯⋯⋯⋯⋯⋯⋯⋯⋯⋯⋯⋯⋯⋯⋯⋯⋯⋯⋯⋯⋯⋯⋯⋯⋯⋯⋯

七步之才 566⋯⋯⋯⋯⋯⋯⋯⋯⋯⋯⋯⋯⋯⋯⋯⋯⋯⋯⋯⋯⋯⋯⋯⋯⋯⋯⋯

七颠八倒 566⋯⋯⋯⋯⋯⋯⋯⋯⋯⋯⋯⋯⋯⋯⋯⋯⋯⋯⋯⋯⋯⋯⋯⋯⋯⋯⋯

七窍生烟 566⋯⋯⋯⋯⋯⋯⋯⋯⋯⋯⋯⋯⋯⋯⋯⋯⋯⋯⋯⋯⋯⋯⋯⋯⋯⋯⋯

七情六欲 567⋯⋯⋯⋯⋯⋯⋯⋯⋯⋯⋯⋯⋯⋯⋯⋯⋯⋯⋯⋯⋯⋯⋯⋯⋯⋯⋯

七上八下 567⋯⋯⋯⋯⋯⋯⋯⋯⋯⋯⋯⋯⋯⋯⋯⋯⋯⋯⋯⋯⋯⋯⋯⋯⋯⋯⋯

七擒七纵 567⋯⋯⋯⋯⋯⋯⋯⋯⋯⋯⋯⋯⋯⋯⋯⋯⋯⋯⋯⋯⋯⋯⋯⋯⋯⋯⋯

七步成章 567⋯⋯⋯⋯⋯⋯⋯⋯⋯⋯⋯⋯⋯⋯⋯⋯⋯⋯⋯⋯⋯⋯⋯⋯⋯⋯⋯

七拼八凑 567⋯⋯⋯⋯⋯⋯⋯⋯⋯⋯⋯⋯⋯⋯⋯⋯⋯⋯⋯⋯⋯⋯⋯⋯⋯⋯⋯

七手八脚 567⋯⋯⋯⋯⋯⋯⋯⋯⋯⋯⋯⋯⋯⋯⋯⋯⋯⋯⋯⋯⋯⋯⋯⋯⋯⋯⋯

七嘴八舌 567⋯⋯⋯⋯⋯⋯⋯⋯⋯⋯⋯⋯⋯⋯⋯⋯⋯⋯⋯⋯⋯⋯⋯⋯⋯⋯⋯

妻离子散 568⋯⋯⋯⋯⋯⋯⋯⋯⋯⋯⋯⋯⋯⋯⋯⋯⋯⋯⋯⋯⋯⋯⋯⋯⋯⋯⋯

欺人太甚 568⋯⋯⋯⋯⋯⋯⋯⋯⋯⋯⋯⋯⋯⋯⋯⋯⋯⋯⋯⋯⋯⋯⋯⋯⋯⋯⋯

欺软怕硬 568⋯⋯⋯⋯⋯⋯⋯⋯⋯⋯⋯⋯⋯⋯⋯⋯⋯⋯⋯⋯⋯⋯⋯⋯⋯⋯⋯

欺上瞒下 568⋯⋯⋯⋯⋯⋯⋯⋯⋯⋯⋯⋯⋯⋯⋯⋯⋯⋯⋯⋯⋯⋯⋯⋯⋯⋯⋯

欺世盗名 568⋯⋯⋯⋯⋯⋯⋯⋯⋯⋯⋯⋯⋯⋯⋯⋯⋯⋯⋯⋯⋯⋯⋯⋯⋯⋯⋯

漆黑一团 568⋯⋯⋯⋯⋯⋯⋯⋯⋯⋯⋯⋯⋯⋯⋯⋯⋯⋯⋯⋯⋯⋯⋯⋯⋯⋯⋯

齐头并进 568⋯⋯⋯⋯⋯⋯⋯⋯⋯⋯⋯⋯⋯⋯⋯⋯⋯⋯⋯⋯⋯⋯⋯⋯⋯⋯⋯

齐心合力 569⋯⋯⋯⋯⋯⋯⋯⋯⋯⋯⋯⋯⋯⋯⋯⋯⋯⋯⋯⋯⋯⋯⋯⋯⋯⋯⋯

其乐无穷 569⋯⋯⋯⋯⋯⋯⋯⋯⋯⋯⋯⋯⋯⋯⋯⋯⋯⋯⋯⋯⋯⋯⋯⋯⋯⋯⋯

其貌不扬 569⋯⋯⋯⋯⋯⋯⋯⋯⋯⋯⋯⋯⋯⋯⋯⋯⋯⋯⋯⋯⋯⋯⋯⋯⋯⋯⋯

其势汹汹 569⋯⋯⋯⋯⋯⋯⋯⋯⋯⋯⋯⋯⋯⋯⋯⋯⋯⋯⋯⋯⋯⋯⋯⋯⋯⋯⋯

其味无穷 569⋯⋯⋯⋯⋯⋯⋯⋯⋯⋯⋯⋯⋯⋯⋯⋯⋯⋯⋯⋯⋯⋯⋯⋯⋯⋯⋯

奇耻大辱 569⋯⋯⋯⋯⋯⋯⋯⋯⋯⋯⋯⋯⋯⋯⋯⋯⋯⋯⋯⋯⋯⋯⋯⋯⋯⋯⋯

奇花异草 570⋯⋯⋯⋯⋯⋯⋯⋯⋯⋯⋯⋯⋯⋯⋯⋯⋯⋯⋯⋯⋯⋯⋯⋯⋯⋯⋯

奇货可居 570⋯⋯⋯⋯⋯⋯⋯⋯⋯⋯⋯⋯⋯⋯⋯⋯⋯⋯⋯⋯⋯⋯⋯⋯⋯⋯⋯

奇形怪状 570⋯⋯⋯⋯⋯⋯⋯⋯⋯⋯⋯⋯⋯⋯⋯⋯⋯⋯⋯⋯⋯⋯⋯⋯⋯⋯⋯

·901·七妻欺漆齐其奇



奇装异服 570⋯⋯⋯⋯⋯⋯⋯⋯⋯⋯⋯⋯⋯⋯⋯⋯⋯⋯⋯⋯⋯⋯⋯⋯⋯⋯⋯

歧路亡羊 570⋯⋯⋯⋯⋯⋯⋯⋯⋯⋯⋯⋯⋯⋯⋯⋯⋯⋯⋯⋯⋯⋯⋯⋯⋯⋯⋯

崎岖不平 570⋯⋯⋯⋯⋯⋯⋯⋯⋯⋯⋯⋯⋯⋯⋯⋯⋯⋯⋯⋯⋯⋯⋯⋯⋯⋯⋯

骑虎难下 571⋯⋯⋯⋯⋯⋯⋯⋯⋯⋯⋯⋯⋯⋯⋯⋯⋯⋯⋯⋯⋯⋯⋯⋯⋯⋯⋯

棋逢敌手 571⋯⋯⋯⋯⋯⋯⋯⋯⋯⋯⋯⋯⋯⋯⋯⋯⋯⋯⋯⋯⋯⋯⋯⋯⋯⋯⋯

旗鼓相当 571⋯⋯⋯⋯⋯⋯⋯⋯⋯⋯⋯⋯⋯⋯⋯⋯⋯⋯⋯⋯⋯⋯⋯⋯⋯⋯⋯

旗帜鲜明 571⋯⋯⋯⋯⋯⋯⋯⋯⋯⋯⋯⋯⋯⋯⋯⋯⋯⋯⋯⋯⋯⋯⋯⋯⋯⋯⋯

乞哀告怜 571⋯⋯⋯⋯⋯⋯⋯⋯⋯⋯⋯⋯⋯⋯⋯⋯⋯⋯⋯⋯⋯⋯⋯⋯⋯⋯⋯

杞人忧天 572⋯⋯⋯⋯⋯⋯⋯⋯⋯⋯⋯⋯⋯⋯⋯⋯⋯⋯⋯⋯⋯⋯⋯⋯⋯⋯⋯

起早贪黑 572⋯⋯⋯⋯⋯⋯⋯⋯⋯⋯⋯⋯⋯⋯⋯⋯⋯⋯⋯⋯⋯⋯⋯⋯⋯⋯⋯

起死回生 572⋯⋯⋯⋯⋯⋯⋯⋯⋯⋯⋯⋯⋯⋯⋯⋯⋯⋯⋯⋯⋯⋯⋯⋯⋯⋯⋯

气冲斗牛 572⋯⋯⋯⋯⋯⋯⋯⋯⋯⋯⋯⋯⋯⋯⋯⋯⋯⋯⋯⋯⋯⋯⋯⋯⋯⋯⋯

气冲霄汉 572⋯⋯⋯⋯⋯⋯⋯⋯⋯⋯⋯⋯⋯⋯⋯⋯⋯⋯⋯⋯⋯⋯⋯⋯⋯⋯⋯

气喘吁吁 572⋯⋯⋯⋯⋯⋯⋯⋯⋯⋯⋯⋯⋯⋯⋯⋯⋯⋯⋯⋯⋯⋯⋯⋯⋯⋯⋯

气势汹汹 573⋯⋯⋯⋯⋯⋯⋯⋯⋯⋯⋯⋯⋯⋯⋯⋯⋯⋯⋯⋯⋯⋯⋯⋯⋯⋯⋯

气吞山河 573⋯⋯⋯⋯⋯⋯⋯⋯⋯⋯⋯⋯⋯⋯⋯⋯⋯⋯⋯⋯⋯⋯⋯⋯⋯⋯⋯

气味相投 573⋯⋯⋯⋯⋯⋯⋯⋯⋯⋯⋯⋯⋯⋯⋯⋯⋯⋯⋯⋯⋯⋯⋯⋯⋯⋯⋯

气焰嚣张 573⋯⋯⋯⋯⋯⋯⋯⋯⋯⋯⋯⋯⋯⋯⋯⋯⋯⋯⋯⋯⋯⋯⋯⋯⋯⋯⋯

气壮如牛 573⋯⋯⋯⋯⋯⋯⋯⋯⋯⋯⋯⋯⋯⋯⋯⋯⋯⋯⋯⋯⋯⋯⋯⋯⋯⋯⋯

气贯长虹 573⋯⋯⋯⋯⋯⋯⋯⋯⋯⋯⋯⋯⋯⋯⋯⋯⋯⋯⋯⋯⋯⋯⋯⋯⋯⋯⋯

气急败坏 573⋯⋯⋯⋯⋯⋯⋯⋯⋯⋯⋯⋯⋯⋯⋯⋯⋯⋯⋯⋯⋯⋯⋯⋯⋯⋯⋯

气势磅礴 574⋯⋯⋯⋯⋯⋯⋯⋯⋯⋯⋯⋯⋯⋯⋯⋯⋯⋯⋯⋯⋯⋯⋯⋯⋯⋯⋯

气息奄奄 574⋯⋯⋯⋯⋯⋯⋯⋯⋯⋯⋯⋯⋯⋯⋯⋯⋯⋯⋯⋯⋯⋯⋯⋯⋯⋯⋯

气象万千 574⋯⋯⋯⋯⋯⋯⋯⋯⋯⋯⋯⋯⋯⋯⋯⋯⋯⋯⋯⋯⋯⋯⋯⋯⋯⋯⋯

气宇轩昂 574⋯⋯⋯⋯⋯⋯⋯⋯⋯⋯⋯⋯⋯⋯⋯⋯⋯⋯⋯⋯⋯⋯⋯⋯⋯⋯⋯

气壮山河 574⋯⋯⋯⋯⋯⋯⋯⋯⋯⋯⋯⋯⋯⋯⋯⋯⋯⋯⋯⋯⋯⋯⋯⋯⋯⋯⋯

弃暗投明 574⋯⋯⋯⋯⋯⋯⋯⋯⋯⋯⋯⋯⋯⋯⋯⋯⋯⋯⋯⋯⋯⋯⋯⋯⋯⋯⋯

弃旧图新 575⋯⋯⋯⋯⋯⋯⋯⋯⋯⋯⋯⋯⋯⋯⋯⋯⋯⋯⋯⋯⋯⋯⋯⋯⋯⋯⋯

泣不成声 575⋯⋯⋯⋯⋯⋯⋯⋯⋯⋯⋯⋯⋯⋯⋯⋯⋯⋯⋯⋯⋯⋯⋯⋯⋯⋯⋯

qiɑ 575⋯⋯⋯⋯⋯⋯⋯⋯⋯⋯⋯⋯⋯⋯⋯⋯⋯⋯

掐头去尾 575⋯⋯⋯⋯⋯⋯⋯⋯⋯⋯⋯⋯⋯⋯⋯⋯⋯⋯⋯⋯⋯⋯⋯⋯⋯⋯⋯

恰到好处 575⋯⋯⋯⋯⋯⋯⋯⋯⋯⋯⋯⋯⋯⋯⋯⋯⋯⋯⋯⋯⋯⋯⋯⋯⋯⋯⋯

恰如其分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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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ɑn 576⋯⋯⋯⋯⋯⋯⋯⋯⋯⋯⋯⋯⋯⋯⋯⋯⋯

千变万化 576⋯⋯⋯⋯⋯⋯⋯⋯⋯⋯⋯⋯⋯⋯⋯⋯⋯⋯⋯⋯⋯⋯⋯⋯⋯⋯⋯

千锤百炼 576⋯⋯⋯⋯⋯⋯⋯⋯⋯⋯⋯⋯⋯⋯⋯⋯⋯⋯⋯⋯⋯⋯⋯⋯⋯⋯⋯

千刀万剐 576⋯⋯⋯⋯⋯⋯⋯⋯⋯⋯⋯⋯⋯⋯⋯⋯⋯⋯⋯⋯⋯⋯⋯⋯⋯⋯⋯

千方百计 576⋯⋯⋯⋯⋯⋯⋯⋯⋯⋯⋯⋯⋯⋯⋯⋯⋯⋯⋯⋯⋯⋯⋯⋯⋯⋯⋯

千夫所指 576⋯⋯⋯⋯⋯⋯⋯⋯⋯⋯⋯⋯⋯⋯⋯⋯⋯⋯⋯⋯⋯⋯⋯⋯⋯⋯⋯

千里鹅毛 577⋯⋯⋯⋯⋯⋯⋯⋯⋯⋯⋯⋯⋯⋯⋯⋯⋯⋯⋯⋯⋯⋯⋯⋯⋯⋯⋯

千呼万唤 577⋯⋯⋯⋯⋯⋯⋯⋯⋯⋯⋯⋯⋯⋯⋯⋯⋯⋯⋯⋯⋯⋯⋯⋯⋯⋯⋯

千娇百媚 577⋯⋯⋯⋯⋯⋯⋯⋯⋯⋯⋯⋯⋯⋯⋯⋯⋯⋯⋯⋯⋯⋯⋯⋯⋯⋯⋯

千载一时 577⋯⋯⋯⋯⋯⋯⋯⋯⋯⋯⋯⋯⋯⋯⋯⋯⋯⋯⋯⋯⋯⋯⋯⋯⋯⋯⋯

千差万别 577⋯⋯⋯⋯⋯⋯⋯⋯⋯⋯⋯⋯⋯⋯⋯⋯⋯⋯⋯⋯⋯⋯⋯⋯⋯⋯⋯

千叮万嘱 577⋯⋯⋯⋯⋯⋯⋯⋯⋯⋯⋯⋯⋯⋯⋯⋯⋯⋯⋯⋯⋯⋯⋯⋯⋯⋯⋯

千钧一发 577⋯⋯⋯⋯⋯⋯⋯⋯⋯⋯⋯⋯⋯⋯⋯⋯⋯⋯⋯⋯⋯⋯⋯⋯⋯⋯⋯

千里之堤 , 溃于蚁穴 578⋯⋯⋯⋯⋯⋯⋯⋯⋯⋯⋯⋯⋯⋯⋯⋯⋯⋯⋯⋯⋯⋯⋯

千里之行 , 始于足下 578⋯⋯⋯⋯⋯⋯⋯⋯⋯⋯⋯⋯⋯⋯⋯⋯⋯⋯⋯⋯⋯⋯⋯

千难万险 578⋯⋯⋯⋯⋯⋯⋯⋯⋯⋯⋯⋯⋯⋯⋯⋯⋯⋯⋯⋯⋯⋯⋯⋯⋯⋯⋯

千秋万代 578⋯⋯⋯⋯⋯⋯⋯⋯⋯⋯⋯⋯⋯⋯⋯⋯⋯⋯⋯⋯⋯⋯⋯⋯⋯⋯⋯

千山万壑 578⋯⋯⋯⋯⋯⋯⋯⋯⋯⋯⋯⋯⋯⋯⋯⋯⋯⋯⋯⋯⋯⋯⋯⋯⋯⋯⋯

千回百转 578⋯⋯⋯⋯⋯⋯⋯⋯⋯⋯⋯⋯⋯⋯⋯⋯⋯⋯⋯⋯⋯⋯⋯⋯⋯⋯⋯

千军万马 579⋯⋯⋯⋯⋯⋯⋯⋯⋯⋯⋯⋯⋯⋯⋯⋯⋯⋯⋯⋯⋯⋯⋯⋯⋯⋯⋯

千里迢迢 579⋯⋯⋯⋯⋯⋯⋯⋯⋯⋯⋯⋯⋯⋯⋯⋯⋯⋯⋯⋯⋯⋯⋯⋯⋯⋯⋯

千虑一得 579⋯⋯⋯⋯⋯⋯⋯⋯⋯⋯⋯⋯⋯⋯⋯⋯⋯⋯⋯⋯⋯⋯⋯⋯⋯⋯⋯

千篇一律 579⋯⋯⋯⋯⋯⋯⋯⋯⋯⋯⋯⋯⋯⋯⋯⋯⋯⋯⋯⋯⋯⋯⋯⋯⋯⋯⋯

千奇百怪 579⋯⋯⋯⋯⋯⋯⋯⋯⋯⋯⋯⋯⋯⋯⋯⋯⋯⋯⋯⋯⋯⋯⋯⋯⋯⋯⋯

千山万水 580⋯⋯⋯⋯⋯⋯⋯⋯⋯⋯⋯⋯⋯⋯⋯⋯⋯⋯⋯⋯⋯⋯⋯⋯⋯⋯⋯

千丝万缕 580⋯⋯⋯⋯⋯⋯⋯⋯⋯⋯⋯⋯⋯⋯⋯⋯⋯⋯⋯⋯⋯⋯⋯⋯⋯⋯⋯

千头万绪 580⋯⋯⋯⋯⋯⋯⋯⋯⋯⋯⋯⋯⋯⋯⋯⋯⋯⋯⋯⋯⋯⋯⋯⋯⋯⋯⋯

千辛万苦 580⋯⋯⋯⋯⋯⋯⋯⋯⋯⋯⋯⋯⋯⋯⋯⋯⋯⋯⋯⋯⋯⋯⋯⋯⋯⋯⋯

千言万语 580⋯⋯⋯⋯⋯⋯⋯⋯⋯⋯⋯⋯⋯⋯⋯⋯⋯⋯⋯⋯⋯⋯⋯⋯⋯⋯⋯

千载难逢 580⋯⋯⋯⋯⋯⋯⋯⋯⋯⋯⋯⋯⋯⋯⋯⋯⋯⋯⋯⋯⋯⋯⋯⋯⋯⋯⋯

千真万确 581⋯⋯⋯⋯⋯⋯⋯⋯⋯⋯⋯⋯⋯⋯⋯⋯⋯⋯⋯⋯⋯⋯⋯⋯⋯⋯⋯

千姿百态 581⋯⋯⋯⋯⋯⋯⋯⋯⋯⋯⋯⋯⋯⋯⋯⋯⋯⋯⋯⋯⋯⋯⋯⋯⋯⋯⋯

牵肠挂肚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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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谦君子 581⋯⋯⋯⋯⋯⋯⋯⋯⋯⋯⋯⋯⋯⋯⋯⋯⋯⋯⋯⋯⋯⋯⋯⋯⋯⋯⋯

谦虚谨慎 581⋯⋯⋯⋯⋯⋯⋯⋯⋯⋯⋯⋯⋯⋯⋯⋯⋯⋯⋯⋯⋯⋯⋯⋯⋯⋯⋯

前车之鉴 581⋯⋯⋯⋯⋯⋯⋯⋯⋯⋯⋯⋯⋯⋯⋯⋯⋯⋯⋯⋯⋯⋯⋯⋯⋯⋯⋯

前功尽弃 582⋯⋯⋯⋯⋯⋯⋯⋯⋯⋯⋯⋯⋯⋯⋯⋯⋯⋯⋯⋯⋯⋯⋯⋯⋯⋯⋯

前呼后拥 582⋯⋯⋯⋯⋯⋯⋯⋯⋯⋯⋯⋯⋯⋯⋯⋯⋯⋯⋯⋯⋯⋯⋯⋯⋯⋯⋯

前倨后恭 582⋯⋯⋯⋯⋯⋯⋯⋯⋯⋯⋯⋯⋯⋯⋯⋯⋯⋯⋯⋯⋯⋯⋯⋯⋯⋯⋯

前程万里 583⋯⋯⋯⋯⋯⋯⋯⋯⋯⋯⋯⋯⋯⋯⋯⋯⋯⋯⋯⋯⋯⋯⋯⋯⋯⋯⋯

前怕狼 , 后怕虎 583⋯⋯⋯⋯⋯⋯⋯⋯⋯⋯⋯⋯⋯⋯⋯⋯⋯⋯⋯⋯⋯⋯⋯⋯⋯

前无古人 583⋯⋯⋯⋯⋯⋯⋯⋯⋯⋯⋯⋯⋯⋯⋯⋯⋯⋯⋯⋯⋯⋯⋯⋯⋯⋯⋯

前仰后合 583⋯⋯⋯⋯⋯⋯⋯⋯⋯⋯⋯⋯⋯⋯⋯⋯⋯⋯⋯⋯⋯⋯⋯⋯⋯⋯⋯

前仆后继 583⋯⋯⋯⋯⋯⋯⋯⋯⋯⋯⋯⋯⋯⋯⋯⋯⋯⋯⋯⋯⋯⋯⋯⋯⋯⋯⋯

前事不忘 , 后事之师 583⋯⋯⋯⋯⋯⋯⋯⋯⋯⋯⋯⋯⋯⋯⋯⋯⋯⋯⋯⋯⋯⋯⋯

前所未有 584⋯⋯⋯⋯⋯⋯⋯⋯⋯⋯⋯⋯⋯⋯⋯⋯⋯⋯⋯⋯⋯⋯⋯⋯⋯⋯⋯

前因后果 584⋯⋯⋯⋯⋯⋯⋯⋯⋯⋯⋯⋯⋯⋯⋯⋯⋯⋯⋯⋯⋯⋯⋯⋯⋯⋯⋯

前人栽树 , 后人乘凉 584⋯⋯⋯⋯⋯⋯⋯⋯⋯⋯⋯⋯⋯⋯⋯⋯⋯⋯⋯⋯⋯⋯⋯

钱可通神 584⋯⋯⋯⋯⋯⋯⋯⋯⋯⋯⋯⋯⋯⋯⋯⋯⋯⋯⋯⋯⋯⋯⋯⋯⋯⋯⋯

潜移默化 584⋯⋯⋯⋯⋯⋯⋯⋯⋯⋯⋯⋯⋯⋯⋯⋯⋯⋯⋯⋯⋯⋯⋯⋯⋯⋯⋯

黔驴技穷 584⋯⋯⋯⋯⋯⋯⋯⋯⋯⋯⋯⋯⋯⋯⋯⋯⋯⋯⋯⋯⋯⋯⋯⋯⋯⋯⋯

黔驴之技 585⋯⋯⋯⋯⋯⋯⋯⋯⋯⋯⋯⋯⋯⋯⋯⋯⋯⋯⋯⋯⋯⋯⋯⋯⋯⋯⋯

浅尝辄止 585⋯⋯⋯⋯⋯⋯⋯⋯⋯⋯⋯⋯⋯⋯⋯⋯⋯⋯⋯⋯⋯⋯⋯⋯⋯⋯⋯

浅见寡识 585⋯⋯⋯⋯⋯⋯⋯⋯⋯⋯⋯⋯⋯⋯⋯⋯⋯⋯⋯⋯⋯⋯⋯⋯⋯⋯⋯

qiɑnɡ 586⋯⋯⋯⋯⋯⋯⋯⋯⋯⋯⋯⋯⋯⋯⋯⋯⋯

枪林弹雨 586⋯⋯⋯⋯⋯⋯⋯⋯⋯⋯⋯⋯⋯⋯⋯⋯⋯⋯⋯⋯⋯⋯⋯⋯⋯⋯⋯

强弩之末 586⋯⋯⋯⋯⋯⋯⋯⋯⋯⋯⋯⋯⋯⋯⋯⋯⋯⋯⋯⋯⋯⋯⋯⋯⋯⋯⋯

强将手下无弱兵 586⋯⋯⋯⋯⋯⋯⋯⋯⋯⋯⋯⋯⋯⋯⋯⋯⋯⋯⋯⋯⋯⋯⋯⋯

强词夺理 586⋯⋯⋯⋯⋯⋯⋯⋯⋯⋯⋯⋯⋯⋯⋯⋯⋯⋯⋯⋯⋯⋯⋯⋯⋯⋯⋯

强人所难 587⋯⋯⋯⋯⋯⋯⋯⋯⋯⋯⋯⋯⋯⋯⋯⋯⋯⋯⋯⋯⋯⋯⋯⋯⋯⋯⋯

强不知以为知 587⋯⋯⋯⋯⋯⋯⋯⋯⋯⋯⋯⋯⋯⋯⋯⋯⋯⋯⋯⋯⋯⋯⋯⋯⋯

墙倒众人推 587⋯⋯⋯⋯⋯⋯⋯⋯⋯⋯⋯⋯⋯⋯⋯⋯⋯⋯⋯⋯⋯⋯⋯⋯⋯⋯

qiɑo 587⋯⋯⋯⋯⋯⋯⋯⋯⋯⋯⋯⋯⋯⋯⋯⋯⋯

敲骨吸髓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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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锣打豉 587⋯⋯⋯⋯⋯⋯⋯⋯⋯⋯⋯⋯⋯⋯⋯⋯⋯⋯⋯⋯⋯⋯⋯⋯⋯⋯⋯

敲山震虎 587⋯⋯⋯⋯⋯⋯⋯⋯⋯⋯⋯⋯⋯⋯⋯⋯⋯⋯⋯⋯⋯⋯⋯⋯⋯⋯⋯

敲诈勒索 588⋯⋯⋯⋯⋯⋯⋯⋯⋯⋯⋯⋯⋯⋯⋯⋯⋯⋯⋯⋯⋯⋯⋯⋯⋯⋯⋯

乔迁之喜 588⋯⋯⋯⋯⋯⋯⋯⋯⋯⋯⋯⋯⋯⋯⋯⋯⋯⋯⋯⋯⋯⋯⋯⋯⋯⋯⋯

乔装打扮 588⋯⋯⋯⋯⋯⋯⋯⋯⋯⋯⋯⋯⋯⋯⋯⋯⋯⋯⋯⋯⋯⋯⋯⋯⋯⋯⋯

翘足而待 588⋯⋯⋯⋯⋯⋯⋯⋯⋯⋯⋯⋯⋯⋯⋯⋯⋯⋯⋯⋯⋯⋯⋯⋯⋯⋯⋯

巧夺天工 588⋯⋯⋯⋯⋯⋯⋯⋯⋯⋯⋯⋯⋯⋯⋯⋯⋯⋯⋯⋯⋯⋯⋯⋯⋯⋯⋯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588⋯⋯⋯⋯⋯⋯⋯⋯⋯⋯⋯⋯⋯⋯⋯⋯⋯⋯⋯⋯⋯⋯⋯

巧立名目 589⋯⋯⋯⋯⋯⋯⋯⋯⋯⋯⋯⋯⋯⋯⋯⋯⋯⋯⋯⋯⋯⋯⋯⋯⋯⋯⋯

巧取豪夺 589⋯⋯⋯⋯⋯⋯⋯⋯⋯⋯⋯⋯⋯⋯⋯⋯⋯⋯⋯⋯⋯⋯⋯⋯⋯⋯⋯

巧舌如簧 589⋯⋯⋯⋯⋯⋯⋯⋯⋯⋯⋯⋯⋯⋯⋯⋯⋯⋯⋯⋯⋯⋯⋯⋯⋯⋯⋯

巧言令色 589⋯⋯⋯⋯⋯⋯⋯⋯⋯⋯⋯⋯⋯⋯⋯⋯⋯⋯⋯⋯⋯⋯⋯⋯⋯⋯⋯

qie 589⋯⋯⋯⋯⋯⋯⋯⋯⋯⋯⋯⋯⋯⋯⋯⋯⋯⋯

切磋琢磨 589⋯⋯⋯⋯⋯⋯⋯⋯⋯⋯⋯⋯⋯⋯⋯⋯⋯⋯⋯⋯⋯⋯⋯⋯⋯⋯⋯

切肤之痛 590⋯⋯⋯⋯⋯⋯⋯⋯⋯⋯⋯⋯⋯⋯⋯⋯⋯⋯⋯⋯⋯⋯⋯⋯⋯⋯⋯

切切私语 590⋯⋯⋯⋯⋯⋯⋯⋯⋯⋯⋯⋯⋯⋯⋯⋯⋯⋯⋯⋯⋯⋯⋯⋯⋯⋯⋯

锲而不舍 590⋯⋯⋯⋯⋯⋯⋯⋯⋯⋯⋯⋯⋯⋯⋯⋯⋯⋯⋯⋯⋯⋯⋯⋯⋯⋯⋯

qin 590⋯⋯⋯⋯⋯⋯⋯⋯⋯⋯⋯⋯⋯⋯⋯⋯⋯⋯

钦差大臣 590⋯⋯⋯⋯⋯⋯⋯⋯⋯⋯⋯⋯⋯⋯⋯⋯⋯⋯⋯⋯⋯⋯⋯⋯⋯⋯⋯

亲密无间 590⋯⋯⋯⋯⋯⋯⋯⋯⋯⋯⋯⋯⋯⋯⋯⋯⋯⋯⋯⋯⋯⋯⋯⋯⋯⋯⋯

亲痛仇快 590⋯⋯⋯⋯⋯⋯⋯⋯⋯⋯⋯⋯⋯⋯⋯⋯⋯⋯⋯⋯⋯⋯⋯⋯⋯⋯⋯

秦晋之好 591⋯⋯⋯⋯⋯⋯⋯⋯⋯⋯⋯⋯⋯⋯⋯⋯⋯⋯⋯⋯⋯⋯⋯⋯⋯⋯⋯

琴棋书画 591⋯⋯⋯⋯⋯⋯⋯⋯⋯⋯⋯⋯⋯⋯⋯⋯⋯⋯⋯⋯⋯⋯⋯⋯⋯⋯⋯

勤俭持家 591⋯⋯⋯⋯⋯⋯⋯⋯⋯⋯⋯⋯⋯⋯⋯⋯⋯⋯⋯⋯⋯⋯⋯⋯⋯⋯⋯

勤能补拙 591⋯⋯⋯⋯⋯⋯⋯⋯⋯⋯⋯⋯⋯⋯⋯⋯⋯⋯⋯⋯⋯⋯⋯⋯⋯⋯⋯

勤勤恳恳 591⋯⋯⋯⋯⋯⋯⋯⋯⋯⋯⋯⋯⋯⋯⋯⋯⋯⋯⋯⋯⋯⋯⋯⋯⋯⋯⋯

沁人心脾 591⋯⋯⋯⋯⋯⋯⋯⋯⋯⋯⋯⋯⋯⋯⋯⋯⋯⋯⋯⋯⋯⋯⋯⋯⋯⋯⋯

沁人肺腑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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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ɡ 592⋯⋯⋯⋯⋯⋯⋯⋯⋯⋯⋯⋯⋯⋯⋯⋯⋯

青黄不接 592⋯⋯⋯⋯⋯⋯⋯⋯⋯⋯⋯⋯⋯⋯⋯⋯⋯⋯⋯⋯⋯⋯⋯⋯⋯⋯⋯

青梅竹马 592⋯⋯⋯⋯⋯⋯⋯⋯⋯⋯⋯⋯⋯⋯⋯⋯⋯⋯⋯⋯⋯⋯⋯⋯⋯⋯⋯

青面獠牙 592⋯⋯⋯⋯⋯⋯⋯⋯⋯⋯⋯⋯⋯⋯⋯⋯⋯⋯⋯⋯⋯⋯⋯⋯⋯⋯⋯

青出于蓝 , 而胜于蓝 593⋯⋯⋯⋯⋯⋯⋯⋯⋯⋯⋯⋯⋯⋯⋯⋯⋯⋯⋯⋯⋯⋯⋯

青山绿水 593⋯⋯⋯⋯⋯⋯⋯⋯⋯⋯⋯⋯⋯⋯⋯⋯⋯⋯⋯⋯⋯⋯⋯⋯⋯⋯⋯

青天白日 593⋯⋯⋯⋯⋯⋯⋯⋯⋯⋯⋯⋯⋯⋯⋯⋯⋯⋯⋯⋯⋯⋯⋯⋯⋯⋯⋯

青红皂白 593⋯⋯⋯⋯⋯⋯⋯⋯⋯⋯⋯⋯⋯⋯⋯⋯⋯⋯⋯⋯⋯⋯⋯⋯⋯⋯⋯

青云直上 593⋯⋯⋯⋯⋯⋯⋯⋯⋯⋯⋯⋯⋯⋯⋯⋯⋯⋯⋯⋯⋯⋯⋯⋯⋯⋯⋯

轻而易举 593⋯⋯⋯⋯⋯⋯⋯⋯⋯⋯⋯⋯⋯⋯⋯⋯⋯⋯⋯⋯⋯⋯⋯⋯⋯⋯⋯

轻车熟路 594⋯⋯⋯⋯⋯⋯⋯⋯⋯⋯⋯⋯⋯⋯⋯⋯⋯⋯⋯⋯⋯⋯⋯⋯⋯⋯⋯

轻歌曼舞 594⋯⋯⋯⋯⋯⋯⋯⋯⋯⋯⋯⋯⋯⋯⋯⋯⋯⋯⋯⋯⋯⋯⋯⋯⋯⋯⋯

轻举妄动 594⋯⋯⋯⋯⋯⋯⋯⋯⋯⋯⋯⋯⋯⋯⋯⋯⋯⋯⋯⋯⋯⋯⋯⋯⋯⋯⋯

轻描淡写 594⋯⋯⋯⋯⋯⋯⋯⋯⋯⋯⋯⋯⋯⋯⋯⋯⋯⋯⋯⋯⋯⋯⋯⋯⋯⋯⋯

轻诺寡信 594⋯⋯⋯⋯⋯⋯⋯⋯⋯⋯⋯⋯⋯⋯⋯⋯⋯⋯⋯⋯⋯⋯⋯⋯⋯⋯⋯

轻手轻脚 594⋯⋯⋯⋯⋯⋯⋯⋯⋯⋯⋯⋯⋯⋯⋯⋯⋯⋯⋯⋯⋯⋯⋯⋯⋯⋯⋯

轻重倒置 594⋯⋯⋯⋯⋯⋯⋯⋯⋯⋯⋯⋯⋯⋯⋯⋯⋯⋯⋯⋯⋯⋯⋯⋯⋯⋯⋯

轻重缓急 595⋯⋯⋯⋯⋯⋯⋯⋯⋯⋯⋯⋯⋯⋯⋯⋯⋯⋯⋯⋯⋯⋯⋯⋯⋯⋯⋯

轻于鸿毛 595⋯⋯⋯⋯⋯⋯⋯⋯⋯⋯⋯⋯⋯⋯⋯⋯⋯⋯⋯⋯⋯⋯⋯⋯⋯⋯⋯

倾巢出动 595⋯⋯⋯⋯⋯⋯⋯⋯⋯⋯⋯⋯⋯⋯⋯⋯⋯⋯⋯⋯⋯⋯⋯⋯⋯⋯⋯

倾城倾国 595⋯⋯⋯⋯⋯⋯⋯⋯⋯⋯⋯⋯⋯⋯⋯⋯⋯⋯⋯⋯⋯⋯⋯⋯⋯⋯⋯

倾家荡产 595⋯⋯⋯⋯⋯⋯⋯⋯⋯⋯⋯⋯⋯⋯⋯⋯⋯⋯⋯⋯⋯⋯⋯⋯⋯⋯⋯

倾箱倒箧 595⋯⋯⋯⋯⋯⋯⋯⋯⋯⋯⋯⋯⋯⋯⋯⋯⋯⋯⋯⋯⋯⋯⋯⋯⋯⋯⋯

倾盆大雨 596⋯⋯⋯⋯⋯⋯⋯⋯⋯⋯⋯⋯⋯⋯⋯⋯⋯⋯⋯⋯⋯⋯⋯⋯⋯⋯⋯

卿卿我我 596⋯⋯⋯⋯⋯⋯⋯⋯⋯⋯⋯⋯⋯⋯⋯⋯⋯⋯⋯⋯⋯⋯⋯⋯⋯⋯⋯

清风明月 596⋯⋯⋯⋯⋯⋯⋯⋯⋯⋯⋯⋯⋯⋯⋯⋯⋯⋯⋯⋯⋯⋯⋯⋯⋯⋯⋯

清规戒律 596⋯⋯⋯⋯⋯⋯⋯⋯⋯⋯⋯⋯⋯⋯⋯⋯⋯⋯⋯⋯⋯⋯⋯⋯⋯⋯⋯

清心寡欲 596⋯⋯⋯⋯⋯⋯⋯⋯⋯⋯⋯⋯⋯⋯⋯⋯⋯⋯⋯⋯⋯⋯⋯⋯⋯⋯⋯

蜻蜓点水 596⋯⋯⋯⋯⋯⋯⋯⋯⋯⋯⋯⋯⋯⋯⋯⋯⋯⋯⋯⋯⋯⋯⋯⋯⋯⋯⋯

情不自禁 596⋯⋯⋯⋯⋯⋯⋯⋯⋯⋯⋯⋯⋯⋯⋯⋯⋯⋯⋯⋯⋯⋯⋯⋯⋯⋯⋯

情急智生 597⋯⋯⋯⋯⋯⋯⋯⋯⋯⋯⋯⋯⋯⋯⋯⋯⋯⋯⋯⋯⋯⋯⋯⋯⋯⋯⋯

情景交融 597⋯⋯⋯⋯⋯⋯⋯⋯⋯⋯⋯⋯⋯⋯⋯⋯⋯⋯⋯⋯⋯⋯⋯⋯⋯⋯⋯

情理难容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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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随事迁 597⋯⋯⋯⋯⋯⋯⋯⋯⋯⋯⋯⋯⋯⋯⋯⋯⋯⋯⋯⋯⋯⋯⋯⋯⋯⋯⋯

情同手足 597⋯⋯⋯⋯⋯⋯⋯⋯⋯⋯⋯⋯⋯⋯⋯⋯⋯⋯⋯⋯⋯⋯⋯⋯⋯⋯⋯

情之所钟 597⋯⋯⋯⋯⋯⋯⋯⋯⋯⋯⋯⋯⋯⋯⋯⋯⋯⋯⋯⋯⋯⋯⋯⋯⋯⋯⋯

情面难却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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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臭未干 633⋯⋯⋯⋯⋯⋯⋯⋯⋯⋯⋯⋯⋯⋯⋯⋯⋯⋯⋯⋯⋯⋯⋯⋯⋯⋯⋯

入不敷出 633⋯⋯⋯⋯⋯⋯⋯⋯⋯⋯⋯⋯⋯⋯⋯⋯⋯⋯⋯⋯⋯⋯⋯⋯⋯⋯⋯

入木三分 633⋯⋯⋯⋯⋯⋯⋯⋯⋯⋯⋯⋯⋯⋯⋯⋯⋯⋯⋯⋯⋯⋯⋯⋯⋯⋯⋯

入情入理 633⋯⋯⋯⋯⋯⋯⋯⋯⋯⋯⋯⋯⋯⋯⋯⋯⋯⋯⋯⋯⋯⋯⋯⋯⋯⋯⋯

入乡随俗 633⋯⋯⋯⋯⋯⋯⋯⋯⋯⋯⋯⋯⋯⋯⋯⋯⋯⋯⋯⋯⋯⋯⋯⋯⋯⋯⋯

ruɑn 634⋯⋯⋯⋯⋯⋯⋯⋯⋯⋯⋯⋯⋯⋯⋯⋯⋯

软硬兼施 634⋯⋯⋯⋯⋯⋯⋯⋯⋯⋯⋯⋯⋯⋯⋯⋯⋯⋯⋯⋯⋯⋯⋯⋯⋯⋯⋯

软语温言 634⋯⋯⋯⋯⋯⋯⋯⋯⋯⋯⋯⋯⋯⋯⋯⋯⋯⋯⋯⋯⋯⋯⋯⋯⋯⋯⋯

ruo 634⋯⋯⋯⋯⋯⋯⋯⋯⋯⋯⋯⋯⋯⋯⋯⋯⋯⋯

若即若离 634⋯⋯⋯⋯⋯⋯⋯⋯⋯⋯⋯⋯⋯⋯⋯⋯⋯⋯⋯⋯⋯⋯⋯⋯⋯⋯⋯

若明若暗 634⋯⋯⋯⋯⋯⋯⋯⋯⋯⋯⋯⋯⋯⋯⋯⋯⋯⋯⋯⋯⋯⋯⋯⋯⋯⋯⋯

若无其事 634⋯⋯⋯⋯⋯⋯⋯⋯⋯⋯⋯⋯⋯⋯⋯⋯⋯⋯⋯⋯⋯⋯⋯⋯⋯⋯⋯

若隐若现 634⋯⋯⋯⋯⋯⋯⋯⋯⋯⋯⋯⋯⋯⋯⋯⋯⋯⋯⋯⋯⋯⋯⋯⋯⋯⋯⋯

若有所失 635⋯⋯⋯⋯⋯⋯⋯⋯⋯⋯⋯⋯⋯⋯⋯⋯⋯⋯⋯⋯⋯⋯⋯⋯⋯⋯⋯

弱不禁风 635⋯⋯⋯⋯⋯⋯⋯⋯⋯⋯⋯⋯⋯⋯⋯⋯⋯⋯⋯⋯⋯⋯⋯⋯⋯⋯⋯

弱不胜衣 635⋯⋯⋯⋯⋯⋯⋯⋯⋯⋯⋯⋯⋯⋯⋯⋯⋯⋯⋯⋯⋯⋯⋯⋯⋯⋯⋯

弱肉强食 635⋯⋯⋯⋯⋯⋯⋯⋯⋯⋯⋯⋯⋯⋯⋯⋯⋯⋯⋯⋯⋯⋯⋯⋯⋯⋯⋯

S 636⋯⋯⋯⋯⋯⋯⋯⋯⋯⋯⋯⋯⋯⋯⋯⋯

·221· 如茹乳入软若弱



sɑi 636⋯⋯⋯⋯⋯⋯⋯⋯⋯⋯⋯⋯⋯⋯⋯⋯⋯⋯

塞翁失马 636⋯⋯⋯⋯⋯⋯⋯⋯⋯⋯⋯⋯⋯⋯⋯⋯⋯⋯⋯⋯⋯⋯⋯⋯⋯⋯⋯

sɑn 636⋯⋯⋯⋯⋯⋯⋯⋯⋯⋯⋯⋯⋯⋯⋯⋯⋯

三百六十行 636⋯⋯⋯⋯⋯⋯⋯⋯⋯⋯⋯⋯⋯⋯⋯⋯⋯⋯⋯⋯⋯⋯⋯⋯⋯⋯

三长两短 636⋯⋯⋯⋯⋯⋯⋯⋯⋯⋯⋯⋯⋯⋯⋯⋯⋯⋯⋯⋯⋯⋯⋯⋯⋯⋯⋯

三从四德 636⋯⋯⋯⋯⋯⋯⋯⋯⋯⋯⋯⋯⋯⋯⋯⋯⋯⋯⋯⋯⋯⋯⋯⋯⋯⋯⋯

三寸不烂之舌 637⋯⋯⋯⋯⋯⋯⋯⋯⋯⋯⋯⋯⋯⋯⋯⋯⋯⋯⋯⋯⋯⋯⋯⋯⋯

三番五次 637⋯⋯⋯⋯⋯⋯⋯⋯⋯⋯⋯⋯⋯⋯⋯⋯⋯⋯⋯⋯⋯⋯⋯⋯⋯⋯⋯

三妻四妾 637⋯⋯⋯⋯⋯⋯⋯⋯⋯⋯⋯⋯⋯⋯⋯⋯⋯⋯⋯⋯⋯⋯⋯⋯⋯⋯⋯

三寸金莲 637⋯⋯⋯⋯⋯⋯⋯⋯⋯⋯⋯⋯⋯⋯⋯⋯⋯⋯⋯⋯⋯⋯⋯⋯⋯⋯⋯

三朋四友 637⋯⋯⋯⋯⋯⋯⋯⋯⋯⋯⋯⋯⋯⋯⋯⋯⋯⋯⋯⋯⋯⋯⋯⋯⋯⋯⋯

三纲五常 637⋯⋯⋯⋯⋯⋯⋯⋯⋯⋯⋯⋯⋯⋯⋯⋯⋯⋯⋯⋯⋯⋯⋯⋯⋯⋯⋯

三姑六婆 638⋯⋯⋯⋯⋯⋯⋯⋯⋯⋯⋯⋯⋯⋯⋯⋯⋯⋯⋯⋯⋯⋯⋯⋯⋯⋯⋯

三跪九叩 638⋯⋯⋯⋯⋯⋯⋯⋯⋯⋯⋯⋯⋯⋯⋯⋯⋯⋯⋯⋯⋯⋯⋯⋯⋯⋯⋯

三顾茅庐 638⋯⋯⋯⋯⋯⋯⋯⋯⋯⋯⋯⋯⋯⋯⋯⋯⋯⋯⋯⋯⋯⋯⋯⋯⋯⋯⋯

三皇五帝 639⋯⋯⋯⋯⋯⋯⋯⋯⋯⋯⋯⋯⋯⋯⋯⋯⋯⋯⋯⋯⋯⋯⋯⋯⋯⋯⋯

三缄其口 639⋯⋯⋯⋯⋯⋯⋯⋯⋯⋯⋯⋯⋯⋯⋯⋯⋯⋯⋯⋯⋯⋯⋯⋯⋯⋯⋯

三教九流 639⋯⋯⋯⋯⋯⋯⋯⋯⋯⋯⋯⋯⋯⋯⋯⋯⋯⋯⋯⋯⋯⋯⋯⋯⋯⋯⋯

三令五申 639⋯⋯⋯⋯⋯⋯⋯⋯⋯⋯⋯⋯⋯⋯⋯⋯⋯⋯⋯⋯⋯⋯⋯⋯⋯⋯⋯

三年五载 640⋯⋯⋯⋯⋯⋯⋯⋯⋯⋯⋯⋯⋯⋯⋯⋯⋯⋯⋯⋯⋯⋯⋯⋯⋯⋯⋯

三人行 , 必有我师 640⋯⋯⋯⋯⋯⋯⋯⋯⋯⋯⋯⋯⋯⋯⋯⋯⋯⋯⋯⋯⋯⋯⋯⋯

三人成虎 640⋯⋯⋯⋯⋯⋯⋯⋯⋯⋯⋯⋯⋯⋯⋯⋯⋯⋯⋯⋯⋯⋯⋯⋯⋯⋯⋯

三山五岳 640⋯⋯⋯⋯⋯⋯⋯⋯⋯⋯⋯⋯⋯⋯⋯⋯⋯⋯⋯⋯⋯⋯⋯⋯⋯⋯⋯

三十六计 , 走为上计 640⋯⋯⋯⋯⋯⋯⋯⋯⋯⋯⋯⋯⋯⋯⋯⋯⋯⋯⋯⋯⋯⋯⋯

三天打鱼 , 两天晒网 640⋯⋯⋯⋯⋯⋯⋯⋯⋯⋯⋯⋯⋯⋯⋯⋯⋯⋯⋯⋯⋯⋯⋯

三位一体 641⋯⋯⋯⋯⋯⋯⋯⋯⋯⋯⋯⋯⋯⋯⋯⋯⋯⋯⋯⋯⋯⋯⋯⋯⋯⋯⋯

三五成群 641⋯⋯⋯⋯⋯⋯⋯⋯⋯⋯⋯⋯⋯⋯⋯⋯⋯⋯⋯⋯⋯⋯⋯⋯⋯⋯⋯

三足鼎立 641⋯⋯⋯⋯⋯⋯⋯⋯⋯⋯⋯⋯⋯⋯⋯⋯⋯⋯⋯⋯⋯⋯⋯⋯⋯⋯⋯

三三两两 641⋯⋯⋯⋯⋯⋯⋯⋯⋯⋯⋯⋯⋯⋯⋯⋯⋯⋯⋯⋯⋯⋯⋯⋯⋯⋯⋯

三生有幸 641⋯⋯⋯⋯⋯⋯⋯⋯⋯⋯⋯⋯⋯⋯⋯⋯⋯⋯⋯⋯⋯⋯⋯⋯⋯⋯⋯

三思而行 641⋯⋯⋯⋯⋯⋯⋯⋯⋯⋯⋯⋯⋯⋯⋯⋯⋯⋯⋯⋯⋯⋯⋯⋯⋯⋯⋯

·321·塞三



三头六臂 641⋯⋯⋯⋯⋯⋯⋯⋯⋯⋯⋯⋯⋯⋯⋯⋯⋯⋯⋯⋯⋯⋯⋯⋯⋯⋯⋯

三心二意 642⋯⋯⋯⋯⋯⋯⋯⋯⋯⋯⋯⋯⋯⋯⋯⋯⋯⋯⋯⋯⋯⋯⋯⋯⋯⋯⋯

三言两语 642⋯⋯⋯⋯⋯⋯⋯⋯⋯⋯⋯⋯⋯⋯⋯⋯⋯⋯⋯⋯⋯⋯⋯⋯⋯⋯⋯

散兵游勇 642⋯⋯⋯⋯⋯⋯⋯⋯⋯⋯⋯⋯⋯⋯⋯⋯⋯⋯⋯⋯⋯⋯⋯⋯⋯⋯⋯

sɑnɡ 642⋯⋯⋯⋯⋯⋯⋯⋯⋯⋯⋯⋯⋯⋯⋯⋯⋯

丧家之狗 642⋯⋯⋯⋯⋯⋯⋯⋯⋯⋯⋯⋯⋯⋯⋯⋯⋯⋯⋯⋯⋯⋯⋯⋯⋯⋯⋯

丧尽天良 642⋯⋯⋯⋯⋯⋯⋯⋯⋯⋯⋯⋯⋯⋯⋯⋯⋯⋯⋯⋯⋯⋯⋯⋯⋯⋯⋯

丧权辱国 643⋯⋯⋯⋯⋯⋯⋯⋯⋯⋯⋯⋯⋯⋯⋯⋯⋯⋯⋯⋯⋯⋯⋯⋯⋯⋯⋯

丧心病狂 643⋯⋯⋯⋯⋯⋯⋯⋯⋯⋯⋯⋯⋯⋯⋯⋯⋯⋯⋯⋯⋯⋯⋯⋯⋯⋯⋯

sɑo 643⋯⋯⋯⋯⋯⋯⋯⋯⋯⋯⋯⋯⋯⋯⋯⋯⋯

搔首弄姿 643⋯⋯⋯⋯⋯⋯⋯⋯⋯⋯⋯⋯⋯⋯⋯⋯⋯⋯⋯⋯⋯⋯⋯⋯⋯⋯⋯

骚人墨客 643⋯⋯⋯⋯⋯⋯⋯⋯⋯⋯⋯⋯⋯⋯⋯⋯⋯⋯⋯⋯⋯⋯⋯⋯⋯⋯⋯

扫地以尽 644⋯⋯⋯⋯⋯⋯⋯⋯⋯⋯⋯⋯⋯⋯⋯⋯⋯⋯⋯⋯⋯⋯⋯⋯⋯⋯⋯

se 644⋯⋯⋯⋯⋯⋯⋯⋯⋯⋯⋯⋯⋯⋯⋯⋯⋯⋯

色厉内荏 644⋯⋯⋯⋯⋯⋯⋯⋯⋯⋯⋯⋯⋯⋯⋯⋯⋯⋯⋯⋯⋯⋯⋯⋯⋯⋯⋯

sen 644⋯⋯⋯⋯⋯⋯⋯⋯⋯⋯⋯⋯⋯⋯⋯⋯⋯

森罗万象 644⋯⋯⋯⋯⋯⋯⋯⋯⋯⋯⋯⋯⋯⋯⋯⋯⋯⋯⋯⋯⋯⋯⋯⋯⋯⋯⋯

森严壁垒 644⋯⋯⋯⋯⋯⋯⋯⋯⋯⋯⋯⋯⋯⋯⋯⋯⋯⋯⋯⋯⋯⋯⋯⋯⋯⋯⋯

僧多粥少 644⋯⋯⋯⋯⋯⋯⋯⋯⋯⋯⋯⋯⋯⋯⋯⋯⋯⋯⋯⋯⋯⋯⋯⋯⋯⋯⋯

shɑ 645⋯⋯⋯⋯⋯⋯⋯⋯⋯⋯⋯⋯⋯⋯⋯⋯⋯

杀鸡骇猴 645⋯⋯⋯⋯⋯⋯⋯⋯⋯⋯⋯⋯⋯⋯⋯⋯⋯⋯⋯⋯⋯⋯⋯⋯⋯⋯⋯

杀青有待 645⋯⋯⋯⋯⋯⋯⋯⋯⋯⋯⋯⋯⋯⋯⋯⋯⋯⋯⋯⋯⋯⋯⋯⋯⋯⋯⋯

杀身成仁 645⋯⋯⋯⋯⋯⋯⋯⋯⋯⋯⋯⋯⋯⋯⋯⋯⋯⋯⋯⋯⋯⋯⋯⋯⋯⋯⋯

杀鸡取卵 645⋯⋯⋯⋯⋯⋯⋯⋯⋯⋯⋯⋯⋯⋯⋯⋯⋯⋯⋯⋯⋯⋯⋯⋯⋯⋯⋯

杀鸡为黍 645⋯⋯⋯⋯⋯⋯⋯⋯⋯⋯⋯⋯⋯⋯⋯⋯⋯⋯⋯⋯⋯⋯⋯⋯⋯⋯⋯

·421· 三散丧搔骚扫色森僧杀



杀气腾腾 645⋯⋯⋯⋯⋯⋯⋯⋯⋯⋯⋯⋯⋯⋯⋯⋯⋯⋯⋯⋯⋯⋯⋯⋯⋯⋯⋯

杀人不见血 645⋯⋯⋯⋯⋯⋯⋯⋯⋯⋯⋯⋯⋯⋯⋯⋯⋯⋯⋯⋯⋯⋯⋯⋯⋯⋯

杀人不眨眼 646⋯⋯⋯⋯⋯⋯⋯⋯⋯⋯⋯⋯⋯⋯⋯⋯⋯⋯⋯⋯⋯⋯⋯⋯⋯⋯

杀人如麻 646⋯⋯⋯⋯⋯⋯⋯⋯⋯⋯⋯⋯⋯⋯⋯⋯⋯⋯⋯⋯⋯⋯⋯⋯⋯⋯⋯

杀人越货 646⋯⋯⋯⋯⋯⋯⋯⋯⋯⋯⋯⋯⋯⋯⋯⋯⋯⋯⋯⋯⋯⋯⋯⋯⋯⋯⋯

杀一儆百 646⋯⋯⋯⋯⋯⋯⋯⋯⋯⋯⋯⋯⋯⋯⋯⋯⋯⋯⋯⋯⋯⋯⋯⋯⋯⋯⋯

沙里淘金 646⋯⋯⋯⋯⋯⋯⋯⋯⋯⋯⋯⋯⋯⋯⋯⋯⋯⋯⋯⋯⋯⋯⋯⋯⋯⋯⋯

煞费苦心 646⋯⋯⋯⋯⋯⋯⋯⋯⋯⋯⋯⋯⋯⋯⋯⋯⋯⋯⋯⋯⋯⋯⋯⋯⋯⋯⋯

煞有介事 647⋯⋯⋯⋯⋯⋯⋯⋯⋯⋯⋯⋯⋯⋯⋯⋯⋯⋯⋯⋯⋯⋯⋯⋯⋯⋯⋯

shɑn 647⋯⋯⋯⋯⋯⋯⋯⋯⋯⋯⋯⋯⋯⋯⋯⋯⋯

山崩地裂 647⋯⋯⋯⋯⋯⋯⋯⋯⋯⋯⋯⋯⋯⋯⋯⋯⋯⋯⋯⋯⋯⋯⋯⋯⋯⋯⋯

山重水复 647⋯⋯⋯⋯⋯⋯⋯⋯⋯⋯⋯⋯⋯⋯⋯⋯⋯⋯⋯⋯⋯⋯⋯⋯⋯⋯⋯

山南海北 647⋯⋯⋯⋯⋯⋯⋯⋯⋯⋯⋯⋯⋯⋯⋯⋯⋯⋯⋯⋯⋯⋯⋯⋯⋯⋯⋯

山高水远 647⋯⋯⋯⋯⋯⋯⋯⋯⋯⋯⋯⋯⋯⋯⋯⋯⋯⋯⋯⋯⋯⋯⋯⋯⋯⋯⋯

山高月小 647⋯⋯⋯⋯⋯⋯⋯⋯⋯⋯⋯⋯⋯⋯⋯⋯⋯⋯⋯⋯⋯⋯⋯⋯⋯⋯⋯

山盟海誓 647⋯⋯⋯⋯⋯⋯⋯⋯⋯⋯⋯⋯⋯⋯⋯⋯⋯⋯⋯⋯⋯⋯⋯⋯⋯⋯⋯

山高水低 648⋯⋯⋯⋯⋯⋯⋯⋯⋯⋯⋯⋯⋯⋯⋯⋯⋯⋯⋯⋯⋯⋯⋯⋯⋯⋯⋯

山高水险 648⋯⋯⋯⋯⋯⋯⋯⋯⋯⋯⋯⋯⋯⋯⋯⋯⋯⋯⋯⋯⋯⋯⋯⋯⋯⋯⋯

山鸣谷应 648⋯⋯⋯⋯⋯⋯⋯⋯⋯⋯⋯⋯⋯⋯⋯⋯⋯⋯⋯⋯⋯⋯⋯⋯⋯⋯⋯

山明水秀 648⋯⋯⋯⋯⋯⋯⋯⋯⋯⋯⋯⋯⋯⋯⋯⋯⋯⋯⋯⋯⋯⋯⋯⋯⋯⋯⋯

山穷水尽 648⋯⋯⋯⋯⋯⋯⋯⋯⋯⋯⋯⋯⋯⋯⋯⋯⋯⋯⋯⋯⋯⋯⋯⋯⋯⋯⋯

山肴野蔌 648⋯⋯⋯⋯⋯⋯⋯⋯⋯⋯⋯⋯⋯⋯⋯⋯⋯⋯⋯⋯⋯⋯⋯⋯⋯⋯⋯

山雨欲来风满楼 649⋯⋯⋯⋯⋯⋯⋯⋯⋯⋯⋯⋯⋯⋯⋯⋯⋯⋯⋯⋯⋯⋯⋯⋯

山珍海味 649⋯⋯⋯⋯⋯⋯⋯⋯⋯⋯⋯⋯⋯⋯⋯⋯⋯⋯⋯⋯⋯⋯⋯⋯⋯⋯⋯

删繁就简 649⋯⋯⋯⋯⋯⋯⋯⋯⋯⋯⋯⋯⋯⋯⋯⋯⋯⋯⋯⋯⋯⋯⋯⋯⋯⋯⋯

姗姗来迟 649⋯⋯⋯⋯⋯⋯⋯⋯⋯⋯⋯⋯⋯⋯⋯⋯⋯⋯⋯⋯⋯⋯⋯⋯⋯⋯⋯

煽风点火 649⋯⋯⋯⋯⋯⋯⋯⋯⋯⋯⋯⋯⋯⋯⋯⋯⋯⋯⋯⋯⋯⋯⋯⋯⋯⋯⋯

潸然泪下 649⋯⋯⋯⋯⋯⋯⋯⋯⋯⋯⋯⋯⋯⋯⋯⋯⋯⋯⋯⋯⋯⋯⋯⋯⋯⋯⋯

闪烁其辞 649⋯⋯⋯⋯⋯⋯⋯⋯⋯⋯⋯⋯⋯⋯⋯⋯⋯⋯⋯⋯⋯⋯⋯⋯⋯⋯⋯

善罢甘休 650⋯⋯⋯⋯⋯⋯⋯⋯⋯⋯⋯⋯⋯⋯⋯⋯⋯⋯⋯⋯⋯⋯⋯⋯⋯⋯⋯

善解人意 650⋯⋯⋯⋯⋯⋯⋯⋯⋯⋯⋯⋯⋯⋯⋯⋯⋯⋯⋯⋯⋯⋯⋯⋯⋯⋯⋯

善男信女 650⋯⋯⋯⋯⋯⋯⋯⋯⋯⋯⋯⋯⋯⋯⋯⋯⋯⋯⋯⋯⋯⋯⋯⋯⋯⋯⋯

善始善终 650⋯⋯⋯⋯⋯⋯⋯⋯⋯⋯⋯⋯⋯⋯⋯⋯⋯⋯⋯⋯⋯⋯⋯⋯⋯⋯⋯

·521·杀沙煞山删姗煽潸闪善



擅离职守 650⋯⋯⋯⋯⋯⋯⋯⋯⋯⋯⋯⋯⋯⋯⋯⋯⋯⋯⋯⋯⋯⋯⋯⋯⋯⋯⋯

shɑnɡ 650⋯⋯⋯⋯⋯⋯⋯⋯⋯⋯⋯⋯⋯⋯⋯⋯

伤风败俗 650⋯⋯⋯⋯⋯⋯⋯⋯⋯⋯⋯⋯⋯⋯⋯⋯⋯⋯⋯⋯⋯⋯⋯⋯⋯⋯⋯

伤筋动骨 651⋯⋯⋯⋯⋯⋯⋯⋯⋯⋯⋯⋯⋯⋯⋯⋯⋯⋯⋯⋯⋯⋯⋯⋯⋯⋯⋯

伤天害理 651⋯⋯⋯⋯⋯⋯⋯⋯⋯⋯⋯⋯⋯⋯⋯⋯⋯⋯⋯⋯⋯⋯⋯⋯⋯⋯⋯

赏罚不明 651⋯⋯⋯⋯⋯⋯⋯⋯⋯⋯⋯⋯⋯⋯⋯⋯⋯⋯⋯⋯⋯⋯⋯⋯⋯⋯⋯

赏心乐事 651⋯⋯⋯⋯⋯⋯⋯⋯⋯⋯⋯⋯⋯⋯⋯⋯⋯⋯⋯⋯⋯⋯⋯⋯⋯⋯⋯

赏心悦目 651⋯⋯⋯⋯⋯⋯⋯⋯⋯⋯⋯⋯⋯⋯⋯⋯⋯⋯⋯⋯⋯⋯⋯⋯⋯⋯⋯

上天入地 651⋯⋯⋯⋯⋯⋯⋯⋯⋯⋯⋯⋯⋯⋯⋯⋯⋯⋯⋯⋯⋯⋯⋯⋯⋯⋯⋯

上窜下跳 652⋯⋯⋯⋯⋯⋯⋯⋯⋯⋯⋯⋯⋯⋯⋯⋯⋯⋯⋯⋯⋯⋯⋯⋯⋯⋯⋯

上天无路 , 入地无门 652⋯⋯⋯⋯⋯⋯⋯⋯⋯⋯⋯⋯⋯⋯⋯⋯⋯⋯⋯⋯⋯⋯⋯

上谄下骄 652⋯⋯⋯⋯⋯⋯⋯⋯⋯⋯⋯⋯⋯⋯⋯⋯⋯⋯⋯⋯⋯⋯⋯⋯⋯⋯⋯

上无片瓦 ,

下无插针之地 652⋯⋯⋯⋯⋯⋯⋯⋯⋯⋯⋯⋯⋯⋯⋯⋯⋯⋯⋯⋯⋯⋯⋯⋯⋯

上下其手 652⋯⋯⋯⋯⋯⋯⋯⋯⋯⋯⋯⋯⋯⋯⋯⋯⋯⋯⋯⋯⋯⋯⋯⋯⋯⋯⋯

上驷之材 652⋯⋯⋯⋯⋯⋯⋯⋯⋯⋯⋯⋯⋯⋯⋯⋯⋯⋯⋯⋯⋯⋯⋯⋯⋯⋯⋯

上行下效 652⋯⋯⋯⋯⋯⋯⋯⋯⋯⋯⋯⋯⋯⋯⋯⋯⋯⋯⋯⋯⋯⋯⋯⋯⋯⋯⋯

shɑo 653⋯⋯⋯⋯⋯⋯⋯⋯⋯⋯⋯⋯⋯⋯⋯⋯⋯

稍胜一筹 653⋯⋯⋯⋯⋯⋯⋯⋯⋯⋯⋯⋯⋯⋯⋯⋯⋯⋯⋯⋯⋯⋯⋯⋯⋯⋯⋯

稍纵即逝 653⋯⋯⋯⋯⋯⋯⋯⋯⋯⋯⋯⋯⋯⋯⋯⋯⋯⋯⋯⋯⋯⋯⋯⋯⋯⋯⋯

少不更事 653⋯⋯⋯⋯⋯⋯⋯⋯⋯⋯⋯⋯⋯⋯⋯⋯⋯⋯⋯⋯⋯⋯⋯⋯⋯⋯⋯

少见多怪 653⋯⋯⋯⋯⋯⋯⋯⋯⋯⋯⋯⋯⋯⋯⋯⋯⋯⋯⋯⋯⋯⋯⋯⋯⋯⋯⋯

少年老成 654⋯⋯⋯⋯⋯⋯⋯⋯⋯⋯⋯⋯⋯⋯⋯⋯⋯⋯⋯⋯⋯⋯⋯⋯⋯⋯⋯

少壮不努力 ,

老大徒伤悲 654⋯⋯⋯⋯⋯⋯⋯⋯⋯⋯⋯⋯⋯⋯⋯⋯⋯⋯⋯⋯⋯⋯⋯⋯⋯⋯

she 654⋯⋯⋯⋯⋯⋯⋯⋯⋯⋯⋯⋯⋯⋯⋯⋯⋯

蛇蝎心肠 654⋯⋯⋯⋯⋯⋯⋯⋯⋯⋯⋯⋯⋯⋯⋯⋯⋯⋯⋯⋯⋯⋯⋯⋯⋯⋯⋯

舍本逐末 654⋯⋯⋯⋯⋯⋯⋯⋯⋯⋯⋯⋯⋯⋯⋯⋯⋯⋯⋯⋯⋯⋯⋯⋯⋯⋯⋯

舍己救人 654⋯⋯⋯⋯⋯⋯⋯⋯⋯⋯⋯⋯⋯⋯⋯⋯⋯⋯⋯⋯⋯⋯⋯⋯⋯⋯⋯

·621· 擅伤赏上稍少蛇舍



舍己为人 655⋯⋯⋯⋯⋯⋯⋯⋯⋯⋯⋯⋯⋯⋯⋯⋯⋯⋯⋯⋯⋯⋯⋯⋯⋯⋯⋯

舍近求远 655⋯⋯⋯⋯⋯⋯⋯⋯⋯⋯⋯⋯⋯⋯⋯⋯⋯⋯⋯⋯⋯⋯⋯⋯⋯⋯⋯

舍生取义 655⋯⋯⋯⋯⋯⋯⋯⋯⋯⋯⋯⋯⋯⋯⋯⋯⋯⋯⋯⋯⋯⋯⋯⋯⋯⋯⋯

舍生忘死 655⋯⋯⋯⋯⋯⋯⋯⋯⋯⋯⋯⋯⋯⋯⋯⋯⋯⋯⋯⋯⋯⋯⋯⋯⋯⋯⋯

舍身求法 655⋯⋯⋯⋯⋯⋯⋯⋯⋯⋯⋯⋯⋯⋯⋯⋯⋯⋯⋯⋯⋯⋯⋯⋯⋯⋯⋯

舍死忘生 655⋯⋯⋯⋯⋯⋯⋯⋯⋯⋯⋯⋯⋯⋯⋯⋯⋯⋯⋯⋯⋯⋯⋯⋯⋯⋯⋯

舍我其谁 655⋯⋯⋯⋯⋯⋯⋯⋯⋯⋯⋯⋯⋯⋯⋯⋯⋯⋯⋯⋯⋯⋯⋯⋯⋯⋯⋯

设身处地 656⋯⋯⋯⋯⋯⋯⋯⋯⋯⋯⋯⋯⋯⋯⋯⋯⋯⋯⋯⋯⋯⋯⋯⋯⋯⋯⋯

shen 656⋯⋯⋯⋯⋯⋯⋯⋯⋯⋯⋯⋯⋯⋯⋯⋯⋯

身败名裂 656⋯⋯⋯⋯⋯⋯⋯⋯⋯⋯⋯⋯⋯⋯⋯⋯⋯⋯⋯⋯⋯⋯⋯⋯⋯⋯⋯

身不由己 656⋯⋯⋯⋯⋯⋯⋯⋯⋯⋯⋯⋯⋯⋯⋯⋯⋯⋯⋯⋯⋯⋯⋯⋯⋯⋯⋯

身家性命 656⋯⋯⋯⋯⋯⋯⋯⋯⋯⋯⋯⋯⋯⋯⋯⋯⋯⋯⋯⋯⋯⋯⋯⋯⋯⋯⋯

身怀六甲 656⋯⋯⋯⋯⋯⋯⋯⋯⋯⋯⋯⋯⋯⋯⋯⋯⋯⋯⋯⋯⋯⋯⋯⋯⋯⋯⋯

身临其境 657⋯⋯⋯⋯⋯⋯⋯⋯⋯⋯⋯⋯⋯⋯⋯⋯⋯⋯⋯⋯⋯⋯⋯⋯⋯⋯⋯

身单力薄 657⋯⋯⋯⋯⋯⋯⋯⋯⋯⋯⋯⋯⋯⋯⋯⋯⋯⋯⋯⋯⋯⋯⋯⋯⋯⋯⋯

身价百倍 657⋯⋯⋯⋯⋯⋯⋯⋯⋯⋯⋯⋯⋯⋯⋯⋯⋯⋯⋯⋯⋯⋯⋯⋯⋯⋯⋯

身经百战 657⋯⋯⋯⋯⋯⋯⋯⋯⋯⋯⋯⋯⋯⋯⋯⋯⋯⋯⋯⋯⋯⋯⋯⋯⋯⋯⋯

身心交病 657⋯⋯⋯⋯⋯⋯⋯⋯⋯⋯⋯⋯⋯⋯⋯⋯⋯⋯⋯⋯⋯⋯⋯⋯⋯⋯⋯

身教重于言教 657⋯⋯⋯⋯⋯⋯⋯⋯⋯⋯⋯⋯⋯⋯⋯⋯⋯⋯⋯⋯⋯⋯⋯⋯⋯

身强力壮 657⋯⋯⋯⋯⋯⋯⋯⋯⋯⋯⋯⋯⋯⋯⋯⋯⋯⋯⋯⋯⋯⋯⋯⋯⋯⋯⋯

身体力行 658⋯⋯⋯⋯⋯⋯⋯⋯⋯⋯⋯⋯⋯⋯⋯⋯⋯⋯⋯⋯⋯⋯⋯⋯⋯⋯⋯

身外之物 658⋯⋯⋯⋯⋯⋯⋯⋯⋯⋯⋯⋯⋯⋯⋯⋯⋯⋯⋯⋯⋯⋯⋯⋯⋯⋯⋯

身先士卒 658⋯⋯⋯⋯⋯⋯⋯⋯⋯⋯⋯⋯⋯⋯⋯⋯⋯⋯⋯⋯⋯⋯⋯⋯⋯⋯⋯

莘莘学子 658⋯⋯⋯⋯⋯⋯⋯⋯⋯⋯⋯⋯⋯⋯⋯⋯⋯⋯⋯⋯⋯⋯⋯⋯⋯⋯⋯

深不可测 658⋯⋯⋯⋯⋯⋯⋯⋯⋯⋯⋯⋯⋯⋯⋯⋯⋯⋯⋯⋯⋯⋯⋯⋯⋯⋯⋯

深藏若虚 658⋯⋯⋯⋯⋯⋯⋯⋯⋯⋯⋯⋯⋯⋯⋯⋯⋯⋯⋯⋯⋯⋯⋯⋯⋯⋯⋯

深仇大恨 659⋯⋯⋯⋯⋯⋯⋯⋯⋯⋯⋯⋯⋯⋯⋯⋯⋯⋯⋯⋯⋯⋯⋯⋯⋯⋯⋯

深居简出 659⋯⋯⋯⋯⋯⋯⋯⋯⋯⋯⋯⋯⋯⋯⋯⋯⋯⋯⋯⋯⋯⋯⋯⋯⋯⋯⋯

深谋远虑 659⋯⋯⋯⋯⋯⋯⋯⋯⋯⋯⋯⋯⋯⋯⋯⋯⋯⋯⋯⋯⋯⋯⋯⋯⋯⋯⋯

深情厚谊 659⋯⋯⋯⋯⋯⋯⋯⋯⋯⋯⋯⋯⋯⋯⋯⋯⋯⋯⋯⋯⋯⋯⋯⋯⋯⋯⋯

深更半夜 659⋯⋯⋯⋯⋯⋯⋯⋯⋯⋯⋯⋯⋯⋯⋯⋯⋯⋯⋯⋯⋯⋯⋯⋯⋯⋯⋯

深入浅出 659⋯⋯⋯⋯⋯⋯⋯⋯⋯⋯⋯⋯⋯⋯⋯⋯⋯⋯⋯⋯⋯⋯⋯⋯⋯⋯⋯

深入人心 660⋯⋯⋯⋯⋯⋯⋯⋯⋯⋯⋯⋯⋯⋯⋯⋯⋯⋯⋯⋯⋯⋯⋯⋯⋯⋯⋯

·721·舍设身莘深



深文周纳 660⋯⋯⋯⋯⋯⋯⋯⋯⋯⋯⋯⋯⋯⋯⋯⋯⋯⋯⋯⋯⋯⋯⋯⋯⋯⋯⋯

深信不疑 660⋯⋯⋯⋯⋯⋯⋯⋯⋯⋯⋯⋯⋯⋯⋯⋯⋯⋯⋯⋯⋯⋯⋯⋯⋯⋯⋯

深思熟虑 660⋯⋯⋯⋯⋯⋯⋯⋯⋯⋯⋯⋯⋯⋯⋯⋯⋯⋯⋯⋯⋯⋯⋯⋯⋯⋯⋯

深恶痛疾 660⋯⋯⋯⋯⋯⋯⋯⋯⋯⋯⋯⋯⋯⋯⋯⋯⋯⋯⋯⋯⋯⋯⋯⋯⋯⋯⋯

神采奕奕 660⋯⋯⋯⋯⋯⋯⋯⋯⋯⋯⋯⋯⋯⋯⋯⋯⋯⋯⋯⋯⋯⋯⋯⋯⋯⋯⋯

神出鬼没 661⋯⋯⋯⋯⋯⋯⋯⋯⋯⋯⋯⋯⋯⋯⋯⋯⋯⋯⋯⋯⋯⋯⋯⋯⋯⋯⋯

神工鬼斧 661⋯⋯⋯⋯⋯⋯⋯⋯⋯⋯⋯⋯⋯⋯⋯⋯⋯⋯⋯⋯⋯⋯⋯⋯⋯⋯⋯

神乎其神 661⋯⋯⋯⋯⋯⋯⋯⋯⋯⋯⋯⋯⋯⋯⋯⋯⋯⋯⋯⋯⋯⋯⋯⋯⋯⋯⋯

神魂颠倒 661⋯⋯⋯⋯⋯⋯⋯⋯⋯⋯⋯⋯⋯⋯⋯⋯⋯⋯⋯⋯⋯⋯⋯⋯⋯⋯⋯

神机妙算 661⋯⋯⋯⋯⋯⋯⋯⋯⋯⋯⋯⋯⋯⋯⋯⋯⋯⋯⋯⋯⋯⋯⋯⋯⋯⋯⋯

神气活现 662⋯⋯⋯⋯⋯⋯⋯⋯⋯⋯⋯⋯⋯⋯⋯⋯⋯⋯⋯⋯⋯⋯⋯⋯⋯⋯⋯

神色不惊 662⋯⋯⋯⋯⋯⋯⋯⋯⋯⋯⋯⋯⋯⋯⋯⋯⋯⋯⋯⋯⋯⋯⋯⋯⋯⋯⋯

神色自若 662⋯⋯⋯⋯⋯⋯⋯⋯⋯⋯⋯⋯⋯⋯⋯⋯⋯⋯⋯⋯⋯⋯⋯⋯⋯⋯⋯

神思恍惚 662⋯⋯⋯⋯⋯⋯⋯⋯⋯⋯⋯⋯⋯⋯⋯⋯⋯⋯⋯⋯⋯⋯⋯⋯⋯⋯⋯

神通广大 662⋯⋯⋯⋯⋯⋯⋯⋯⋯⋯⋯⋯⋯⋯⋯⋯⋯⋯⋯⋯⋯⋯⋯⋯⋯⋯⋯

审时度势 662⋯⋯⋯⋯⋯⋯⋯⋯⋯⋯⋯⋯⋯⋯⋯⋯⋯⋯⋯⋯⋯⋯⋯⋯⋯⋯⋯

甚嚣尘上 663⋯⋯⋯⋯⋯⋯⋯⋯⋯⋯⋯⋯⋯⋯⋯⋯⋯⋯⋯⋯⋯⋯⋯⋯⋯⋯⋯

shenɡ 663⋯⋯⋯⋯⋯⋯⋯⋯⋯⋯⋯⋯⋯⋯⋯⋯

生搬硬套 663⋯⋯⋯⋯⋯⋯⋯⋯⋯⋯⋯⋯⋯⋯⋯⋯⋯⋯⋯⋯⋯⋯⋯⋯⋯⋯⋯

生老病死 663⋯⋯⋯⋯⋯⋯⋯⋯⋯⋯⋯⋯⋯⋯⋯⋯⋯⋯⋯⋯⋯⋯⋯⋯⋯⋯⋯

生财有道 663⋯⋯⋯⋯⋯⋯⋯⋯⋯⋯⋯⋯⋯⋯⋯⋯⋯⋯⋯⋯⋯⋯⋯⋯⋯⋯⋯

生离死别 663⋯⋯⋯⋯⋯⋯⋯⋯⋯⋯⋯⋯⋯⋯⋯⋯⋯⋯⋯⋯⋯⋯⋯⋯⋯⋯⋯

生灵涂炭 663⋯⋯⋯⋯⋯⋯⋯⋯⋯⋯⋯⋯⋯⋯⋯⋯⋯⋯⋯⋯⋯⋯⋯⋯⋯⋯⋯

生龙活虎 663⋯⋯⋯⋯⋯⋯⋯⋯⋯⋯⋯⋯⋯⋯⋯⋯⋯⋯⋯⋯⋯⋯⋯⋯⋯⋯⋯

生死之交 664⋯⋯⋯⋯⋯⋯⋯⋯⋯⋯⋯⋯⋯⋯⋯⋯⋯⋯⋯⋯⋯⋯⋯⋯⋯⋯⋯

生杀予夺 664⋯⋯⋯⋯⋯⋯⋯⋯⋯⋯⋯⋯⋯⋯⋯⋯⋯⋯⋯⋯⋯⋯⋯⋯⋯⋯⋯

生张熟魏 664⋯⋯⋯⋯⋯⋯⋯⋯⋯⋯⋯⋯⋯⋯⋯⋯⋯⋯⋯⋯⋯⋯⋯⋯⋯⋯⋯

生花妙笔 664⋯⋯⋯⋯⋯⋯⋯⋯⋯⋯⋯⋯⋯⋯⋯⋯⋯⋯⋯⋯⋯⋯⋯⋯⋯⋯⋯

生不逢辰 664⋯⋯⋯⋯⋯⋯⋯⋯⋯⋯⋯⋯⋯⋯⋯⋯⋯⋯⋯⋯⋯⋯⋯⋯⋯⋯⋯

生机勃勃 664⋯⋯⋯⋯⋯⋯⋯⋯⋯⋯⋯⋯⋯⋯⋯⋯⋯⋯⋯⋯⋯⋯⋯⋯⋯⋯⋯

生气勃勃 665⋯⋯⋯⋯⋯⋯⋯⋯⋯⋯⋯⋯⋯⋯⋯⋯⋯⋯⋯⋯⋯⋯⋯⋯⋯⋯⋯

生吞活剥 665⋯⋯⋯⋯⋯⋯⋯⋯⋯⋯⋯⋯⋯⋯⋯⋯⋯⋯⋯⋯⋯⋯⋯⋯⋯⋯⋯

生死存亡 665⋯⋯⋯⋯⋯⋯⋯⋯⋯⋯⋯⋯⋯⋯⋯⋯⋯⋯⋯⋯⋯⋯⋯⋯⋯⋯⋯

·821· 深神审甚生



生荣死哀 665⋯⋯⋯⋯⋯⋯⋯⋯⋯⋯⋯⋯⋯⋯⋯⋯⋯⋯⋯⋯⋯⋯⋯⋯⋯⋯⋯

生死攸关 665⋯⋯⋯⋯⋯⋯⋯⋯⋯⋯⋯⋯⋯⋯⋯⋯⋯⋯⋯⋯⋯⋯⋯⋯⋯⋯⋯

生意兴隆 665⋯⋯⋯⋯⋯⋯⋯⋯⋯⋯⋯⋯⋯⋯⋯⋯⋯⋯⋯⋯⋯⋯⋯⋯⋯⋯⋯

生于忧患 , 死于安乐 665⋯⋯⋯⋯⋯⋯⋯⋯⋯⋯⋯⋯⋯⋯⋯⋯⋯⋯⋯⋯⋯⋯⋯

声势浩大 666⋯⋯⋯⋯⋯⋯⋯⋯⋯⋯⋯⋯⋯⋯⋯⋯⋯⋯⋯⋯⋯⋯⋯⋯⋯⋯⋯

声东击西 666⋯⋯⋯⋯⋯⋯⋯⋯⋯⋯⋯⋯⋯⋯⋯⋯⋯⋯⋯⋯⋯⋯⋯⋯⋯⋯⋯

声名狼藉 666⋯⋯⋯⋯⋯⋯⋯⋯⋯⋯⋯⋯⋯⋯⋯⋯⋯⋯⋯⋯⋯⋯⋯⋯⋯⋯⋯

声泪俱下 666⋯⋯⋯⋯⋯⋯⋯⋯⋯⋯⋯⋯⋯⋯⋯⋯⋯⋯⋯⋯⋯⋯⋯⋯⋯⋯⋯

声色俱厉 667⋯⋯⋯⋯⋯⋯⋯⋯⋯⋯⋯⋯⋯⋯⋯⋯⋯⋯⋯⋯⋯⋯⋯⋯⋯⋯⋯

声誉卓著 667⋯⋯⋯⋯⋯⋯⋯⋯⋯⋯⋯⋯⋯⋯⋯⋯⋯⋯⋯⋯⋯⋯⋯⋯⋯⋯⋯

声色狗马 667⋯⋯⋯⋯⋯⋯⋯⋯⋯⋯⋯⋯⋯⋯⋯⋯⋯⋯⋯⋯⋯⋯⋯⋯⋯⋯⋯

声鼓雷鸣 667⋯⋯⋯⋯⋯⋯⋯⋯⋯⋯⋯⋯⋯⋯⋯⋯⋯⋯⋯⋯⋯⋯⋯⋯⋯⋯⋯

声音笑貌 667⋯⋯⋯⋯⋯⋯⋯⋯⋯⋯⋯⋯⋯⋯⋯⋯⋯⋯⋯⋯⋯⋯⋯⋯⋯⋯⋯

声嘶力竭 667⋯⋯⋯⋯⋯⋯⋯⋯⋯⋯⋯⋯⋯⋯⋯⋯⋯⋯⋯⋯⋯⋯⋯⋯⋯⋯⋯

绳之以法 667⋯⋯⋯⋯⋯⋯⋯⋯⋯⋯⋯⋯⋯⋯⋯⋯⋯⋯⋯⋯⋯⋯⋯⋯⋯⋯⋯

省吃俭用 668⋯⋯⋯⋯⋯⋯⋯⋯⋯⋯⋯⋯⋯⋯⋯⋯⋯⋯⋯⋯⋯⋯⋯⋯⋯⋯⋯

胜败乃兵家常事 668⋯⋯⋯⋯⋯⋯⋯⋯⋯⋯⋯⋯⋯⋯⋯⋯⋯⋯⋯⋯⋯⋯⋯⋯

胜不骄 , 败不馁 668⋯⋯⋯⋯⋯⋯⋯⋯⋯⋯⋯⋯⋯⋯⋯⋯⋯⋯⋯⋯⋯⋯⋯⋯⋯

胜任愉快 668⋯⋯⋯⋯⋯⋯⋯⋯⋯⋯⋯⋯⋯⋯⋯⋯⋯⋯⋯⋯⋯⋯⋯⋯⋯⋯⋯

盛极一时 668⋯⋯⋯⋯⋯⋯⋯⋯⋯⋯⋯⋯⋯⋯⋯⋯⋯⋯⋯⋯⋯⋯⋯⋯⋯⋯⋯

盛名之下 , 其实难副 668⋯⋯⋯⋯⋯⋯⋯⋯⋯⋯⋯⋯⋯⋯⋯⋯⋯⋯⋯⋯⋯⋯⋯

盛气凌人 669⋯⋯⋯⋯⋯⋯⋯⋯⋯⋯⋯⋯⋯⋯⋯⋯⋯⋯⋯⋯⋯⋯⋯⋯⋯⋯⋯

盛情难却 669⋯⋯⋯⋯⋯⋯⋯⋯⋯⋯⋯⋯⋯⋯⋯⋯⋯⋯⋯⋯⋯⋯⋯⋯⋯⋯⋯

shi 669⋯⋯⋯⋯⋯⋯⋯⋯⋯⋯⋯⋯⋯⋯⋯⋯⋯⋯

尸横遍野 669⋯⋯⋯⋯⋯⋯⋯⋯⋯⋯⋯⋯⋯⋯⋯⋯⋯⋯⋯⋯⋯⋯⋯⋯⋯⋯⋯

失败是成功之母 669⋯⋯⋯⋯⋯⋯⋯⋯⋯⋯⋯⋯⋯⋯⋯⋯⋯⋯⋯⋯⋯⋯⋯⋯

失魂落魄 669⋯⋯⋯⋯⋯⋯⋯⋯⋯⋯⋯⋯⋯⋯⋯⋯⋯⋯⋯⋯⋯⋯⋯⋯⋯⋯⋯

失之东隅 , 收之桑榆 670⋯⋯⋯⋯⋯⋯⋯⋯⋯⋯⋯⋯⋯⋯⋯⋯⋯⋯⋯⋯⋯⋯⋯

失之毫厘 , 差之千里 670⋯⋯⋯⋯⋯⋯⋯⋯⋯⋯⋯⋯⋯⋯⋯⋯⋯⋯⋯⋯⋯⋯⋯

失之交臂 670⋯⋯⋯⋯⋯⋯⋯⋯⋯⋯⋯⋯⋯⋯⋯⋯⋯⋯⋯⋯⋯⋯⋯⋯⋯⋯⋯

师出有名 670⋯⋯⋯⋯⋯⋯⋯⋯⋯⋯⋯⋯⋯⋯⋯⋯⋯⋯⋯⋯⋯⋯⋯⋯⋯⋯⋯

师心自用 670⋯⋯⋯⋯⋯⋯⋯⋯⋯⋯⋯⋯⋯⋯⋯⋯⋯⋯⋯⋯⋯⋯⋯⋯⋯⋯⋯

诗情画意 670⋯⋯⋯⋯⋯⋯⋯⋯⋯⋯⋯⋯⋯⋯⋯⋯⋯⋯⋯⋯⋯⋯⋯⋯⋯⋯⋯

·921·生声绳省胜盛尸失师诗



诗中有画 671⋯⋯⋯⋯⋯⋯⋯⋯⋯⋯⋯⋯⋯⋯⋯⋯⋯⋯⋯⋯⋯⋯⋯⋯⋯⋯⋯

十指如椎 671⋯⋯⋯⋯⋯⋯⋯⋯⋯⋯⋯⋯⋯⋯⋯⋯⋯⋯⋯⋯⋯⋯⋯⋯⋯⋯⋯

十室九空 671⋯⋯⋯⋯⋯⋯⋯⋯⋯⋯⋯⋯⋯⋯⋯⋯⋯⋯⋯⋯⋯⋯⋯⋯⋯⋯⋯

十字街头 671⋯⋯⋯⋯⋯⋯⋯⋯⋯⋯⋯⋯⋯⋯⋯⋯⋯⋯⋯⋯⋯⋯⋯⋯⋯⋯⋯

十恶不赦 671⋯⋯⋯⋯⋯⋯⋯⋯⋯⋯⋯⋯⋯⋯⋯⋯⋯⋯⋯⋯⋯⋯⋯⋯⋯⋯⋯

十里洋场 672⋯⋯⋯⋯⋯⋯⋯⋯⋯⋯⋯⋯⋯⋯⋯⋯⋯⋯⋯⋯⋯⋯⋯⋯⋯⋯⋯

十目所视 , 十手所指 672⋯⋯⋯⋯⋯⋯⋯⋯⋯⋯⋯⋯⋯⋯⋯⋯⋯⋯⋯⋯⋯⋯⋯

十拿九稳 672⋯⋯⋯⋯⋯⋯⋯⋯⋯⋯⋯⋯⋯⋯⋯⋯⋯⋯⋯⋯⋯⋯⋯⋯⋯⋯⋯

十年寒窗 672⋯⋯⋯⋯⋯⋯⋯⋯⋯⋯⋯⋯⋯⋯⋯⋯⋯⋯⋯⋯⋯⋯⋯⋯⋯⋯⋯

十年树木 , 百年树人 672⋯⋯⋯⋯⋯⋯⋯⋯⋯⋯⋯⋯⋯⋯⋯⋯⋯⋯⋯⋯⋯⋯⋯

十全十美 672⋯⋯⋯⋯⋯⋯⋯⋯⋯⋯⋯⋯⋯⋯⋯⋯⋯⋯⋯⋯⋯⋯⋯⋯⋯⋯⋯

十万火急 672⋯⋯⋯⋯⋯⋯⋯⋯⋯⋯⋯⋯⋯⋯⋯⋯⋯⋯⋯⋯⋯⋯⋯⋯⋯⋯⋯

石沉大海 673⋯⋯⋯⋯⋯⋯⋯⋯⋯⋯⋯⋯⋯⋯⋯⋯⋯⋯⋯⋯⋯⋯⋯⋯⋯⋯⋯

石破天惊 673⋯⋯⋯⋯⋯⋯⋯⋯⋯⋯⋯⋯⋯⋯⋯⋯⋯⋯⋯⋯⋯⋯⋯⋯⋯⋯⋯

时不我待 673⋯⋯⋯⋯⋯⋯⋯⋯⋯⋯⋯⋯⋯⋯⋯⋯⋯⋯⋯⋯⋯⋯⋯⋯⋯⋯⋯

时不我与 673⋯⋯⋯⋯⋯⋯⋯⋯⋯⋯⋯⋯⋯⋯⋯⋯⋯⋯⋯⋯⋯⋯⋯⋯⋯⋯⋯

时不再来 673⋯⋯⋯⋯⋯⋯⋯⋯⋯⋯⋯⋯⋯⋯⋯⋯⋯⋯⋯⋯⋯⋯⋯⋯⋯⋯⋯

时乖运蹇 673⋯⋯⋯⋯⋯⋯⋯⋯⋯⋯⋯⋯⋯⋯⋯⋯⋯⋯⋯⋯⋯⋯⋯⋯⋯⋯⋯

时过境迁 674⋯⋯⋯⋯⋯⋯⋯⋯⋯⋯⋯⋯⋯⋯⋯⋯⋯⋯⋯⋯⋯⋯⋯⋯⋯⋯⋯

时来运转 674⋯⋯⋯⋯⋯⋯⋯⋯⋯⋯⋯⋯⋯⋯⋯⋯⋯⋯⋯⋯⋯⋯⋯⋯⋯⋯⋯

时移世易 674⋯⋯⋯⋯⋯⋯⋯⋯⋯⋯⋯⋯⋯⋯⋯⋯⋯⋯⋯⋯⋯⋯⋯⋯⋯⋯⋯

识时务者为俊杰 674⋯⋯⋯⋯⋯⋯⋯⋯⋯⋯⋯⋯⋯⋯⋯⋯⋯⋯⋯⋯⋯⋯⋯⋯

识途老马 674⋯⋯⋯⋯⋯⋯⋯⋯⋯⋯⋯⋯⋯⋯⋯⋯⋯⋯⋯⋯⋯⋯⋯⋯⋯⋯⋯

实事求是 675⋯⋯⋯⋯⋯⋯⋯⋯⋯⋯⋯⋯⋯⋯⋯⋯⋯⋯⋯⋯⋯⋯⋯⋯⋯⋯⋯

拾金不昧 675⋯⋯⋯⋯⋯⋯⋯⋯⋯⋯⋯⋯⋯⋯⋯⋯⋯⋯⋯⋯⋯⋯⋯⋯⋯⋯⋯

拾人牙慧 675⋯⋯⋯⋯⋯⋯⋯⋯⋯⋯⋯⋯⋯⋯⋯⋯⋯⋯⋯⋯⋯⋯⋯⋯⋯⋯⋯

食不下咽 675⋯⋯⋯⋯⋯⋯⋯⋯⋯⋯⋯⋯⋯⋯⋯⋯⋯⋯⋯⋯⋯⋯⋯⋯⋯⋯⋯

食指浩繁 675⋯⋯⋯⋯⋯⋯⋯⋯⋯⋯⋯⋯⋯⋯⋯⋯⋯⋯⋯⋯⋯⋯⋯⋯⋯⋯⋯

食不甘味 675⋯⋯⋯⋯⋯⋯⋯⋯⋯⋯⋯⋯⋯⋯⋯⋯⋯⋯⋯⋯⋯⋯⋯⋯⋯⋯⋯

食古不化 676⋯⋯⋯⋯⋯⋯⋯⋯⋯⋯⋯⋯⋯⋯⋯⋯⋯⋯⋯⋯⋯⋯⋯⋯⋯⋯⋯

食不厌精 , 脍不厌细 676⋯⋯⋯⋯⋯⋯⋯⋯⋯⋯⋯⋯⋯⋯⋯⋯⋯⋯⋯⋯⋯⋯⋯

食肉寝皮 676⋯⋯⋯⋯⋯⋯⋯⋯⋯⋯⋯⋯⋯⋯⋯⋯⋯⋯⋯⋯⋯⋯⋯⋯⋯⋯⋯

食言而肥 676⋯⋯⋯⋯⋯⋯⋯⋯⋯⋯⋯⋯⋯⋯⋯⋯⋯⋯⋯⋯⋯⋯⋯⋯⋯⋯⋯

食之无味 , 弃之可惜 676⋯⋯⋯⋯⋯⋯⋯⋯⋯⋯⋯⋯⋯⋯⋯⋯⋯⋯⋯⋯⋯⋯⋯

史无前例 677⋯⋯⋯⋯⋯⋯⋯⋯⋯⋯⋯⋯⋯⋯⋯⋯⋯⋯⋯⋯⋯⋯⋯⋯⋯⋯⋯

·031· 诗十石时识实拾食史



史不绝书 677⋯⋯⋯⋯⋯⋯⋯⋯⋯⋯⋯⋯⋯⋯⋯⋯⋯⋯⋯⋯⋯⋯⋯⋯⋯⋯⋯

矢口否认 677⋯⋯⋯⋯⋯⋯⋯⋯⋯⋯⋯⋯⋯⋯⋯⋯⋯⋯⋯⋯⋯⋯⋯⋯⋯⋯⋯

矢志不移 677⋯⋯⋯⋯⋯⋯⋯⋯⋯⋯⋯⋯⋯⋯⋯⋯⋯⋯⋯⋯⋯⋯⋯⋯⋯⋯⋯

始终不懈 677⋯⋯⋯⋯⋯⋯⋯⋯⋯⋯⋯⋯⋯⋯⋯⋯⋯⋯⋯⋯⋯⋯⋯⋯⋯⋯⋯

始终不渝 677⋯⋯⋯⋯⋯⋯⋯⋯⋯⋯⋯⋯⋯⋯⋯⋯⋯⋯⋯⋯⋯⋯⋯⋯⋯⋯⋯

始终如一 677⋯⋯⋯⋯⋯⋯⋯⋯⋯⋯⋯⋯⋯⋯⋯⋯⋯⋯⋯⋯⋯⋯⋯⋯⋯⋯⋯

始作俑者 678⋯⋯⋯⋯⋯⋯⋯⋯⋯⋯⋯⋯⋯⋯⋯⋯⋯⋯⋯⋯⋯⋯⋯⋯⋯⋯⋯

世态炎凉 678⋯⋯⋯⋯⋯⋯⋯⋯⋯⋯⋯⋯⋯⋯⋯⋯⋯⋯⋯⋯⋯⋯⋯⋯⋯⋯⋯

世外桃源 678⋯⋯⋯⋯⋯⋯⋯⋯⋯⋯⋯⋯⋯⋯⋯⋯⋯⋯⋯⋯⋯⋯⋯⋯⋯⋯⋯

世异时移 679⋯⋯⋯⋯⋯⋯⋯⋯⋯⋯⋯⋯⋯⋯⋯⋯⋯⋯⋯⋯⋯⋯⋯⋯⋯⋯⋯

事半功倍 679⋯⋯⋯⋯⋯⋯⋯⋯⋯⋯⋯⋯⋯⋯⋯⋯⋯⋯⋯⋯⋯⋯⋯⋯⋯⋯⋯

事必躬亲 679⋯⋯⋯⋯⋯⋯⋯⋯⋯⋯⋯⋯⋯⋯⋯⋯⋯⋯⋯⋯⋯⋯⋯⋯⋯⋯⋯

事不关己 679⋯⋯⋯⋯⋯⋯⋯⋯⋯⋯⋯⋯⋯⋯⋯⋯⋯⋯⋯⋯⋯⋯⋯⋯⋯⋯⋯

事倍功半 679⋯⋯⋯⋯⋯⋯⋯⋯⋯⋯⋯⋯⋯⋯⋯⋯⋯⋯⋯⋯⋯⋯⋯⋯⋯⋯⋯

事出有因 679⋯⋯⋯⋯⋯⋯⋯⋯⋯⋯⋯⋯⋯⋯⋯⋯⋯⋯⋯⋯⋯⋯⋯⋯⋯⋯⋯

事不宜迟 680⋯⋯⋯⋯⋯⋯⋯⋯⋯⋯⋯⋯⋯⋯⋯⋯⋯⋯⋯⋯⋯⋯⋯⋯⋯⋯⋯

事过境迁 680⋯⋯⋯⋯⋯⋯⋯⋯⋯⋯⋯⋯⋯⋯⋯⋯⋯⋯⋯⋯⋯⋯⋯⋯⋯⋯⋯

事实胜于雄辩 680⋯⋯⋯⋯⋯⋯⋯⋯⋯⋯⋯⋯⋯⋯⋯⋯⋯⋯⋯⋯⋯⋯⋯⋯⋯

事与愿违 680⋯⋯⋯⋯⋯⋯⋯⋯⋯⋯⋯⋯⋯⋯⋯⋯⋯⋯⋯⋯⋯⋯⋯⋯⋯⋯⋯

事在人为 680⋯⋯⋯⋯⋯⋯⋯⋯⋯⋯⋯⋯⋯⋯⋯⋯⋯⋯⋯⋯⋯⋯⋯⋯⋯⋯⋯

势不可挡 680⋯⋯⋯⋯⋯⋯⋯⋯⋯⋯⋯⋯⋯⋯⋯⋯⋯⋯⋯⋯⋯⋯⋯⋯⋯⋯⋯

势不两立 680⋯⋯⋯⋯⋯⋯⋯⋯⋯⋯⋯⋯⋯⋯⋯⋯⋯⋯⋯⋯⋯⋯⋯⋯⋯⋯⋯

势均力敌 681⋯⋯⋯⋯⋯⋯⋯⋯⋯⋯⋯⋯⋯⋯⋯⋯⋯⋯⋯⋯⋯⋯⋯⋯⋯⋯⋯

势如破竹 681⋯⋯⋯⋯⋯⋯⋯⋯⋯⋯⋯⋯⋯⋯⋯⋯⋯⋯⋯⋯⋯⋯⋯⋯⋯⋯⋯

视而不见 , 听而不闻 681⋯⋯⋯⋯⋯⋯⋯⋯⋯⋯⋯⋯⋯⋯⋯⋯⋯⋯⋯⋯⋯⋯⋯

视死如归 681⋯⋯⋯⋯⋯⋯⋯⋯⋯⋯⋯⋯⋯⋯⋯⋯⋯⋯⋯⋯⋯⋯⋯⋯⋯⋯⋯

视若无睹 681⋯⋯⋯⋯⋯⋯⋯⋯⋯⋯⋯⋯⋯⋯⋯⋯⋯⋯⋯⋯⋯⋯⋯⋯⋯⋯⋯

视同儿戏 681⋯⋯⋯⋯⋯⋯⋯⋯⋯⋯⋯⋯⋯⋯⋯⋯⋯⋯⋯⋯⋯⋯⋯⋯⋯⋯⋯

视为畏途 682⋯⋯⋯⋯⋯⋯⋯⋯⋯⋯⋯⋯⋯⋯⋯⋯⋯⋯⋯⋯⋯⋯⋯⋯⋯⋯⋯

拭目而待 682⋯⋯⋯⋯⋯⋯⋯⋯⋯⋯⋯⋯⋯⋯⋯⋯⋯⋯⋯⋯⋯⋯⋯⋯⋯⋯⋯

是非分明 682⋯⋯⋯⋯⋯⋯⋯⋯⋯⋯⋯⋯⋯⋯⋯⋯⋯⋯⋯⋯⋯⋯⋯⋯⋯⋯⋯

是非曲直 682⋯⋯⋯⋯⋯⋯⋯⋯⋯⋯⋯⋯⋯⋯⋯⋯⋯⋯⋯⋯⋯⋯⋯⋯⋯⋯⋯

是古非今 682⋯⋯⋯⋯⋯⋯⋯⋯⋯⋯⋯⋯⋯⋯⋯⋯⋯⋯⋯⋯⋯⋯⋯⋯⋯⋯⋯

是可忍 , 孰不可忍 682⋯⋯⋯⋯⋯⋯⋯⋯⋯⋯⋯⋯⋯⋯⋯⋯⋯⋯⋯⋯⋯⋯⋯⋯

是是非非 683⋯⋯⋯⋯⋯⋯⋯⋯⋯⋯⋯⋯⋯⋯⋯⋯⋯⋯⋯⋯⋯⋯⋯⋯⋯⋯⋯

·131·史矢始世事势视拭是



适得其反 683⋯⋯⋯⋯⋯⋯⋯⋯⋯⋯⋯⋯⋯⋯⋯⋯⋯⋯⋯⋯⋯⋯⋯⋯⋯⋯⋯

适逢其会 683⋯⋯⋯⋯⋯⋯⋯⋯⋯⋯⋯⋯⋯⋯⋯⋯⋯⋯⋯⋯⋯⋯⋯⋯⋯⋯⋯

适可而止 683⋯⋯⋯⋯⋯⋯⋯⋯⋯⋯⋯⋯⋯⋯⋯⋯⋯⋯⋯⋯⋯⋯⋯⋯⋯⋯⋯

恃才傲物 683⋯⋯⋯⋯⋯⋯⋯⋯⋯⋯⋯⋯⋯⋯⋯⋯⋯⋯⋯⋯⋯⋯⋯⋯⋯⋯⋯

嗜杀成性 683⋯⋯⋯⋯⋯⋯⋯⋯⋯⋯⋯⋯⋯⋯⋯⋯⋯⋯⋯⋯⋯⋯⋯⋯⋯⋯⋯

誓不两立 684⋯⋯⋯⋯⋯⋯⋯⋯⋯⋯⋯⋯⋯⋯⋯⋯⋯⋯⋯⋯⋯⋯⋯⋯⋯⋯⋯

噬脐何及 684⋯⋯⋯⋯⋯⋯⋯⋯⋯⋯⋯⋯⋯⋯⋯⋯⋯⋯⋯⋯⋯⋯⋯⋯⋯⋯⋯

舐犊情深 684⋯⋯⋯⋯⋯⋯⋯⋯⋯⋯⋯⋯⋯⋯⋯⋯⋯⋯⋯⋯⋯⋯⋯⋯⋯⋯⋯

舐犊之情 684⋯⋯⋯⋯⋯⋯⋯⋯⋯⋯⋯⋯⋯⋯⋯⋯⋯⋯⋯⋯⋯⋯⋯⋯⋯⋯⋯

shou 684⋯⋯⋯⋯⋯⋯⋯⋯⋯⋯⋯⋯⋯⋯⋯⋯⋯

手不释卷 684⋯⋯⋯⋯⋯⋯⋯⋯⋯⋯⋯⋯⋯⋯⋯⋯⋯⋯⋯⋯⋯⋯⋯⋯⋯⋯⋯

手到病除 684⋯⋯⋯⋯⋯⋯⋯⋯⋯⋯⋯⋯⋯⋯⋯⋯⋯⋯⋯⋯⋯⋯⋯⋯⋯⋯⋯

手急眼快 685⋯⋯⋯⋯⋯⋯⋯⋯⋯⋯⋯⋯⋯⋯⋯⋯⋯⋯⋯⋯⋯⋯⋯⋯⋯⋯⋯

手忙脚乱 685⋯⋯⋯⋯⋯⋯⋯⋯⋯⋯⋯⋯⋯⋯⋯⋯⋯⋯⋯⋯⋯⋯⋯⋯⋯⋯⋯

手不停挥 685⋯⋯⋯⋯⋯⋯⋯⋯⋯⋯⋯⋯⋯⋯⋯⋯⋯⋯⋯⋯⋯⋯⋯⋯⋯⋯⋯

手如柔荑 685⋯⋯⋯⋯⋯⋯⋯⋯⋯⋯⋯⋯⋯⋯⋯⋯⋯⋯⋯⋯⋯⋯⋯⋯⋯⋯⋯

手足重茧 685⋯⋯⋯⋯⋯⋯⋯⋯⋯⋯⋯⋯⋯⋯⋯⋯⋯⋯⋯⋯⋯⋯⋯⋯⋯⋯⋯

手到擒来 685⋯⋯⋯⋯⋯⋯⋯⋯⋯⋯⋯⋯⋯⋯⋯⋯⋯⋯⋯⋯⋯⋯⋯⋯⋯⋯⋯

手下留情 685⋯⋯⋯⋯⋯⋯⋯⋯⋯⋯⋯⋯⋯⋯⋯⋯⋯⋯⋯⋯⋯⋯⋯⋯⋯⋯⋯

手无寸铁 686⋯⋯⋯⋯⋯⋯⋯⋯⋯⋯⋯⋯⋯⋯⋯⋯⋯⋯⋯⋯⋯⋯⋯⋯⋯⋯⋯

手舞足蹈 686⋯⋯⋯⋯⋯⋯⋯⋯⋯⋯⋯⋯⋯⋯⋯⋯⋯⋯⋯⋯⋯⋯⋯⋯⋯⋯⋯

手足无措 686⋯⋯⋯⋯⋯⋯⋯⋯⋯⋯⋯⋯⋯⋯⋯⋯⋯⋯⋯⋯⋯⋯⋯⋯⋯⋯⋯

手足之情 686⋯⋯⋯⋯⋯⋯⋯⋯⋯⋯⋯⋯⋯⋯⋯⋯⋯⋯⋯⋯⋯⋯⋯⋯⋯⋯⋯

守口如瓶 686⋯⋯⋯⋯⋯⋯⋯⋯⋯⋯⋯⋯⋯⋯⋯⋯⋯⋯⋯⋯⋯⋯⋯⋯⋯⋯⋯

守株待兔 686⋯⋯⋯⋯⋯⋯⋯⋯⋯⋯⋯⋯⋯⋯⋯⋯⋯⋯⋯⋯⋯⋯⋯⋯⋯⋯⋯

首当其冲 687⋯⋯⋯⋯⋯⋯⋯⋯⋯⋯⋯⋯⋯⋯⋯⋯⋯⋯⋯⋯⋯⋯⋯⋯⋯⋯⋯

首屈一指 687⋯⋯⋯⋯⋯⋯⋯⋯⋯⋯⋯⋯⋯⋯⋯⋯⋯⋯⋯⋯⋯⋯⋯⋯⋯⋯⋯

首尾相应 687⋯⋯⋯⋯⋯⋯⋯⋯⋯⋯⋯⋯⋯⋯⋯⋯⋯⋯⋯⋯⋯⋯⋯⋯⋯⋯⋯

首鼠两端 687⋯⋯⋯⋯⋯⋯⋯⋯⋯⋯⋯⋯⋯⋯⋯⋯⋯⋯⋯⋯⋯⋯⋯⋯⋯⋯⋯

寿比南山 687⋯⋯⋯⋯⋯⋯⋯⋯⋯⋯⋯⋯⋯⋯⋯⋯⋯⋯⋯⋯⋯⋯⋯⋯⋯⋯⋯

寿终正寝 687⋯⋯⋯⋯⋯⋯⋯⋯⋯⋯⋯⋯⋯⋯⋯⋯⋯⋯⋯⋯⋯⋯⋯⋯⋯⋯⋯

受宠若惊 688⋯⋯⋯⋯⋯⋯⋯⋯⋯⋯⋯⋯⋯⋯⋯⋯⋯⋯⋯⋯⋯⋯⋯⋯⋯⋯⋯

瘦骨嶙峋 688⋯⋯⋯⋯⋯⋯⋯⋯⋯⋯⋯⋯⋯⋯⋯⋯⋯⋯⋯⋯⋯⋯⋯⋯⋯⋯⋯

·231· 适恃嗜誓噬舐手守首寿受瘦



shu 688⋯⋯⋯⋯⋯⋯⋯⋯⋯⋯⋯⋯⋯⋯⋯⋯⋯

书声琅琅 688⋯⋯⋯⋯⋯⋯⋯⋯⋯⋯⋯⋯⋯⋯⋯⋯⋯⋯⋯⋯⋯⋯⋯⋯⋯⋯⋯

书香门第 688⋯⋯⋯⋯⋯⋯⋯⋯⋯⋯⋯⋯⋯⋯⋯⋯⋯⋯⋯⋯⋯⋯⋯⋯⋯⋯⋯

殊途同归 688⋯⋯⋯⋯⋯⋯⋯⋯⋯⋯⋯⋯⋯⋯⋯⋯⋯⋯⋯⋯⋯⋯⋯⋯⋯⋯⋯

熟能生巧 688⋯⋯⋯⋯⋯⋯⋯⋯⋯⋯⋯⋯⋯⋯⋯⋯⋯⋯⋯⋯⋯⋯⋯⋯⋯⋯⋯

熟视无睹 689⋯⋯⋯⋯⋯⋯⋯⋯⋯⋯⋯⋯⋯⋯⋯⋯⋯⋯⋯⋯⋯⋯⋯⋯⋯⋯⋯

鼠目寸光 689⋯⋯⋯⋯⋯⋯⋯⋯⋯⋯⋯⋯⋯⋯⋯⋯⋯⋯⋯⋯⋯⋯⋯⋯⋯⋯⋯

鼠窃狗盗 689⋯⋯⋯⋯⋯⋯⋯⋯⋯⋯⋯⋯⋯⋯⋯⋯⋯⋯⋯⋯⋯⋯⋯⋯⋯⋯⋯

蜀犬吠日 689⋯⋯⋯⋯⋯⋯⋯⋯⋯⋯⋯⋯⋯⋯⋯⋯⋯⋯⋯⋯⋯⋯⋯⋯⋯⋯⋯

数典忘祖 689⋯⋯⋯⋯⋯⋯⋯⋯⋯⋯⋯⋯⋯⋯⋯⋯⋯⋯⋯⋯⋯⋯⋯⋯⋯⋯⋯

数九寒天 689⋯⋯⋯⋯⋯⋯⋯⋯⋯⋯⋯⋯⋯⋯⋯⋯⋯⋯⋯⋯⋯⋯⋯⋯⋯⋯⋯

数往知来 690⋯⋯⋯⋯⋯⋯⋯⋯⋯⋯⋯⋯⋯⋯⋯⋯⋯⋯⋯⋯⋯⋯⋯⋯⋯⋯⋯

数不胜数 690⋯⋯⋯⋯⋯⋯⋯⋯⋯⋯⋯⋯⋯⋯⋯⋯⋯⋯⋯⋯⋯⋯⋯⋯⋯⋯⋯

数一数二 690⋯⋯⋯⋯⋯⋯⋯⋯⋯⋯⋯⋯⋯⋯⋯⋯⋯⋯⋯⋯⋯⋯⋯⋯⋯⋯⋯

束手待毙 690⋯⋯⋯⋯⋯⋯⋯⋯⋯⋯⋯⋯⋯⋯⋯⋯⋯⋯⋯⋯⋯⋯⋯⋯⋯⋯⋯

束手就擒 690⋯⋯⋯⋯⋯⋯⋯⋯⋯⋯⋯⋯⋯⋯⋯⋯⋯⋯⋯⋯⋯⋯⋯⋯⋯⋯⋯

束手无策 690⋯⋯⋯⋯⋯⋯⋯⋯⋯⋯⋯⋯⋯⋯⋯⋯⋯⋯⋯⋯⋯⋯⋯⋯⋯⋯⋯

束之高阁 691⋯⋯⋯⋯⋯⋯⋯⋯⋯⋯⋯⋯⋯⋯⋯⋯⋯⋯⋯⋯⋯⋯⋯⋯⋯⋯⋯

述而不作 691⋯⋯⋯⋯⋯⋯⋯⋯⋯⋯⋯⋯⋯⋯⋯⋯⋯⋯⋯⋯⋯⋯⋯⋯⋯⋯⋯

树大招风 691⋯⋯⋯⋯⋯⋯⋯⋯⋯⋯⋯⋯⋯⋯⋯⋯⋯⋯⋯⋯⋯⋯⋯⋯⋯⋯⋯

树倒猢狲散 691⋯⋯⋯⋯⋯⋯⋯⋯⋯⋯⋯⋯⋯⋯⋯⋯⋯⋯⋯⋯⋯⋯⋯⋯⋯⋯

树碑立传 691⋯⋯⋯⋯⋯⋯⋯⋯⋯⋯⋯⋯⋯⋯⋯⋯⋯⋯⋯⋯⋯⋯⋯⋯⋯⋯⋯

shuɑnɡ 692⋯⋯⋯⋯⋯⋯⋯⋯⋯⋯⋯⋯⋯⋯⋯⋯

双管齐下 692⋯⋯⋯⋯⋯⋯⋯⋯⋯⋯⋯⋯⋯⋯⋯⋯⋯⋯⋯⋯⋯⋯⋯⋯⋯⋯⋯

双喜临门 692⋯⋯⋯⋯⋯⋯⋯⋯⋯⋯⋯⋯⋯⋯⋯⋯⋯⋯⋯⋯⋯⋯⋯⋯⋯⋯⋯

shui 692⋯⋯⋯⋯⋯⋯⋯⋯⋯⋯⋯⋯⋯⋯⋯⋯⋯

水到渠成 692⋯⋯⋯⋯⋯⋯⋯⋯⋯⋯⋯⋯⋯⋯⋯⋯⋯⋯⋯⋯⋯⋯⋯⋯⋯⋯⋯

水滴石穿 692⋯⋯⋯⋯⋯⋯⋯⋯⋯⋯⋯⋯⋯⋯⋯⋯⋯⋯⋯⋯⋯⋯⋯⋯⋯⋯⋯

水落石出 692⋯⋯⋯⋯⋯⋯⋯⋯⋯⋯⋯⋯⋯⋯⋯⋯⋯⋯⋯⋯⋯⋯⋯⋯⋯⋯⋯

·331·书殊熟鼠蜀数束述树双水



水火不相容 693⋯⋯⋯⋯⋯⋯⋯⋯⋯⋯⋯⋯⋯⋯⋯⋯⋯⋯⋯⋯⋯⋯⋯⋯⋯⋯

水中捞月 693⋯⋯⋯⋯⋯⋯⋯⋯⋯⋯⋯⋯⋯⋯⋯⋯⋯⋯⋯⋯⋯⋯⋯⋯⋯⋯⋯

水乳交融 693⋯⋯⋯⋯⋯⋯⋯⋯⋯⋯⋯⋯⋯⋯⋯⋯⋯⋯⋯⋯⋯⋯⋯⋯⋯⋯⋯

水深火热 693⋯⋯⋯⋯⋯⋯⋯⋯⋯⋯⋯⋯⋯⋯⋯⋯⋯⋯⋯⋯⋯⋯⋯⋯⋯⋯⋯

水来土掩 693⋯⋯⋯⋯⋯⋯⋯⋯⋯⋯⋯⋯⋯⋯⋯⋯⋯⋯⋯⋯⋯⋯⋯⋯⋯⋯⋯

水磨功夫 694⋯⋯⋯⋯⋯⋯⋯⋯⋯⋯⋯⋯⋯⋯⋯⋯⋯⋯⋯⋯⋯⋯⋯⋯⋯⋯⋯

水火无情 694⋯⋯⋯⋯⋯⋯⋯⋯⋯⋯⋯⋯⋯⋯⋯⋯⋯⋯⋯⋯⋯⋯⋯⋯⋯⋯⋯

水泄不通 694⋯⋯⋯⋯⋯⋯⋯⋯⋯⋯⋯⋯⋯⋯⋯⋯⋯⋯⋯⋯⋯⋯⋯⋯⋯⋯⋯

水性杨花 694⋯⋯⋯⋯⋯⋯⋯⋯⋯⋯⋯⋯⋯⋯⋯⋯⋯⋯⋯⋯⋯⋯⋯⋯⋯⋯⋯

水涨船高 694⋯⋯⋯⋯⋯⋯⋯⋯⋯⋯⋯⋯⋯⋯⋯⋯⋯⋯⋯⋯⋯⋯⋯⋯⋯⋯⋯

睡眼蒙胧 694⋯⋯⋯⋯⋯⋯⋯⋯⋯⋯⋯⋯⋯⋯⋯⋯⋯⋯⋯⋯⋯⋯⋯⋯⋯⋯⋯

睡眼惺忪 695⋯⋯⋯⋯⋯⋯⋯⋯⋯⋯⋯⋯⋯⋯⋯⋯⋯⋯⋯⋯⋯⋯⋯⋯⋯⋯⋯

shun 695⋯⋯⋯⋯⋯⋯⋯⋯⋯⋯⋯⋯⋯⋯⋯⋯⋯

顺理成章 695⋯⋯⋯⋯⋯⋯⋯⋯⋯⋯⋯⋯⋯⋯⋯⋯⋯⋯⋯⋯⋯⋯⋯⋯⋯⋯⋯

顺手牵羊 695⋯⋯⋯⋯⋯⋯⋯⋯⋯⋯⋯⋯⋯⋯⋯⋯⋯⋯⋯⋯⋯⋯⋯⋯⋯⋯⋯

顺水人情 695⋯⋯⋯⋯⋯⋯⋯⋯⋯⋯⋯⋯⋯⋯⋯⋯⋯⋯⋯⋯⋯⋯⋯⋯⋯⋯⋯

顺之者昌 , 逆之者亡 695⋯⋯⋯⋯⋯⋯⋯⋯⋯⋯⋯⋯⋯⋯⋯⋯⋯⋯⋯⋯⋯⋯⋯

顺水推舟 695⋯⋯⋯⋯⋯⋯⋯⋯⋯⋯⋯⋯⋯⋯⋯⋯⋯⋯⋯⋯⋯⋯⋯⋯⋯⋯⋯

顺藤摸瓜 695⋯⋯⋯⋯⋯⋯⋯⋯⋯⋯⋯⋯⋯⋯⋯⋯⋯⋯⋯⋯⋯⋯⋯⋯⋯⋯⋯

瞬息即逝 696⋯⋯⋯⋯⋯⋯⋯⋯⋯⋯⋯⋯⋯⋯⋯⋯⋯⋯⋯⋯⋯⋯⋯⋯⋯⋯⋯

瞬息万变 696⋯⋯⋯⋯⋯⋯⋯⋯⋯⋯⋯⋯⋯⋯⋯⋯⋯⋯⋯⋯⋯⋯⋯⋯⋯⋯⋯

shuo 696⋯⋯⋯⋯⋯⋯⋯⋯⋯⋯⋯⋯⋯⋯⋯⋯⋯

说长道短 696⋯⋯⋯⋯⋯⋯⋯⋯⋯⋯⋯⋯⋯⋯⋯⋯⋯⋯⋯⋯⋯⋯⋯⋯⋯⋯⋯

说三道四 696⋯⋯⋯⋯⋯⋯⋯⋯⋯⋯⋯⋯⋯⋯⋯⋯⋯⋯⋯⋯⋯⋯⋯⋯⋯⋯⋯

说一不二 696⋯⋯⋯⋯⋯⋯⋯⋯⋯⋯⋯⋯⋯⋯⋯⋯⋯⋯⋯⋯⋯⋯⋯⋯⋯⋯⋯

硕大无朋 696⋯⋯⋯⋯⋯⋯⋯⋯⋯⋯⋯⋯⋯⋯⋯⋯⋯⋯⋯⋯⋯⋯⋯⋯⋯⋯⋯

硕果仅存 697⋯⋯⋯⋯⋯⋯⋯⋯⋯⋯⋯⋯⋯⋯⋯⋯⋯⋯⋯⋯⋯⋯⋯⋯⋯⋯⋯

si 697⋯⋯⋯⋯⋯⋯⋯⋯⋯⋯⋯⋯⋯⋯⋯⋯⋯⋯

司空见惯 697⋯⋯⋯⋯⋯⋯⋯⋯⋯⋯⋯⋯⋯⋯⋯⋯⋯⋯⋯⋯⋯⋯⋯⋯⋯⋯⋯

·431· 水睡顺瞬说硕司



司马昭之心 , 路人皆知 697⋯⋯⋯⋯⋯⋯⋯⋯⋯⋯⋯⋯⋯⋯⋯⋯⋯⋯⋯⋯⋯⋯

丝丝入扣 697⋯⋯⋯⋯⋯⋯⋯⋯⋯⋯⋯⋯⋯⋯⋯⋯⋯⋯⋯⋯⋯⋯⋯⋯⋯⋯⋯

思前想后 697⋯⋯⋯⋯⋯⋯⋯⋯⋯⋯⋯⋯⋯⋯⋯⋯⋯⋯⋯⋯⋯⋯⋯⋯⋯⋯⋯

斯文扫地 698⋯⋯⋯⋯⋯⋯⋯⋯⋯⋯⋯⋯⋯⋯⋯⋯⋯⋯⋯⋯⋯⋯⋯⋯⋯⋯⋯

死不瞑目 698⋯⋯⋯⋯⋯⋯⋯⋯⋯⋯⋯⋯⋯⋯⋯⋯⋯⋯⋯⋯⋯⋯⋯⋯⋯⋯⋯

死不足惜 698⋯⋯⋯⋯⋯⋯⋯⋯⋯⋯⋯⋯⋯⋯⋯⋯⋯⋯⋯⋯⋯⋯⋯⋯⋯⋯⋯

死于非命 698⋯⋯⋯⋯⋯⋯⋯⋯⋯⋯⋯⋯⋯⋯⋯⋯⋯⋯⋯⋯⋯⋯⋯⋯⋯⋯⋯

死不悔改 698⋯⋯⋯⋯⋯⋯⋯⋯⋯⋯⋯⋯⋯⋯⋯⋯⋯⋯⋯⋯⋯⋯⋯⋯⋯⋯⋯

死而复生 698⋯⋯⋯⋯⋯⋯⋯⋯⋯⋯⋯⋯⋯⋯⋯⋯⋯⋯⋯⋯⋯⋯⋯⋯⋯⋯⋯

死而后已 699⋯⋯⋯⋯⋯⋯⋯⋯⋯⋯⋯⋯⋯⋯⋯⋯⋯⋯⋯⋯⋯⋯⋯⋯⋯⋯⋯

死得其所 699⋯⋯⋯⋯⋯⋯⋯⋯⋯⋯⋯⋯⋯⋯⋯⋯⋯⋯⋯⋯⋯⋯⋯⋯⋯⋯⋯

死灰复燃 699⋯⋯⋯⋯⋯⋯⋯⋯⋯⋯⋯⋯⋯⋯⋯⋯⋯⋯⋯⋯⋯⋯⋯⋯⋯⋯⋯

死里逃生 699⋯⋯⋯⋯⋯⋯⋯⋯⋯⋯⋯⋯⋯⋯⋯⋯⋯⋯⋯⋯⋯⋯⋯⋯⋯⋯⋯

死皮赖脸 700⋯⋯⋯⋯⋯⋯⋯⋯⋯⋯⋯⋯⋯⋯⋯⋯⋯⋯⋯⋯⋯⋯⋯⋯⋯⋯⋯

死气沉沉 700⋯⋯⋯⋯⋯⋯⋯⋯⋯⋯⋯⋯⋯⋯⋯⋯⋯⋯⋯⋯⋯⋯⋯⋯⋯⋯⋯

死去活来 700⋯⋯⋯⋯⋯⋯⋯⋯⋯⋯⋯⋯⋯⋯⋯⋯⋯⋯⋯⋯⋯⋯⋯⋯⋯⋯⋯

死心塌地 700⋯⋯⋯⋯⋯⋯⋯⋯⋯⋯⋯⋯⋯⋯⋯⋯⋯⋯⋯⋯⋯⋯⋯⋯⋯⋯⋯

死有余辜 700⋯⋯⋯⋯⋯⋯⋯⋯⋯⋯⋯⋯⋯⋯⋯⋯⋯⋯⋯⋯⋯⋯⋯⋯⋯⋯⋯

死于非命 700⋯⋯⋯⋯⋯⋯⋯⋯⋯⋯⋯⋯⋯⋯⋯⋯⋯⋯⋯⋯⋯⋯⋯⋯⋯⋯⋯

四大皆空 701⋯⋯⋯⋯⋯⋯⋯⋯⋯⋯⋯⋯⋯⋯⋯⋯⋯⋯⋯⋯⋯⋯⋯⋯⋯⋯⋯

四分五裂 701⋯⋯⋯⋯⋯⋯⋯⋯⋯⋯⋯⋯⋯⋯⋯⋯⋯⋯⋯⋯⋯⋯⋯⋯⋯⋯⋯

四海为家 701⋯⋯⋯⋯⋯⋯⋯⋯⋯⋯⋯⋯⋯⋯⋯⋯⋯⋯⋯⋯⋯⋯⋯⋯⋯⋯⋯

四面八方 701⋯⋯⋯⋯⋯⋯⋯⋯⋯⋯⋯⋯⋯⋯⋯⋯⋯⋯⋯⋯⋯⋯⋯⋯⋯⋯⋯

四面楚歌 701⋯⋯⋯⋯⋯⋯⋯⋯⋯⋯⋯⋯⋯⋯⋯⋯⋯⋯⋯⋯⋯⋯⋯⋯⋯⋯⋯

四平八稳 702⋯⋯⋯⋯⋯⋯⋯⋯⋯⋯⋯⋯⋯⋯⋯⋯⋯⋯⋯⋯⋯⋯⋯⋯⋯⋯⋯

四体不勤 , 五谷不分 702⋯⋯⋯⋯⋯⋯⋯⋯⋯⋯⋯⋯⋯⋯⋯⋯⋯⋯⋯⋯⋯⋯⋯

四通八达 702⋯⋯⋯⋯⋯⋯⋯⋯⋯⋯⋯⋯⋯⋯⋯⋯⋯⋯⋯⋯⋯⋯⋯⋯⋯⋯⋯

似曾相识 702⋯⋯⋯⋯⋯⋯⋯⋯⋯⋯⋯⋯⋯⋯⋯⋯⋯⋯⋯⋯⋯⋯⋯⋯⋯⋯⋯

似是而非 702⋯⋯⋯⋯⋯⋯⋯⋯⋯⋯⋯⋯⋯⋯⋯⋯⋯⋯⋯⋯⋯⋯⋯⋯⋯⋯⋯

似懂非懂 702⋯⋯⋯⋯⋯⋯⋯⋯⋯⋯⋯⋯⋯⋯⋯⋯⋯⋯⋯⋯⋯⋯⋯⋯⋯⋯⋯

驷马难追 703⋯⋯⋯⋯⋯⋯⋯⋯⋯⋯⋯⋯⋯⋯⋯⋯⋯⋯⋯⋯⋯⋯⋯⋯⋯⋯⋯

肆无忌惮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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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ɡ 703⋯⋯⋯⋯⋯⋯⋯⋯⋯⋯⋯⋯⋯⋯⋯⋯⋯

耸人听闻 703⋯⋯⋯⋯⋯⋯⋯⋯⋯⋯⋯⋯⋯⋯⋯⋯⋯⋯⋯⋯⋯⋯⋯⋯⋯⋯⋯

送故迎新 703⋯⋯⋯⋯⋯⋯⋯⋯⋯⋯⋯⋯⋯⋯⋯⋯⋯⋯⋯⋯⋯⋯⋯⋯⋯⋯⋯

送君千里 , 终须一别 703⋯⋯⋯⋯⋯⋯⋯⋯⋯⋯⋯⋯⋯⋯⋯⋯⋯⋯⋯⋯⋯⋯⋯

送往迎来 703⋯⋯⋯⋯⋯⋯⋯⋯⋯⋯⋯⋯⋯⋯⋯⋯⋯⋯⋯⋯⋯⋯⋯⋯⋯⋯⋯

颂古非今 704⋯⋯⋯⋯⋯⋯⋯⋯⋯⋯⋯⋯⋯⋯⋯⋯⋯⋯⋯⋯⋯⋯⋯⋯⋯⋯⋯

sou 704⋯⋯⋯⋯⋯⋯⋯⋯⋯⋯⋯⋯⋯⋯⋯⋯⋯

搜索枯肠 704⋯⋯⋯⋯⋯⋯⋯⋯⋯⋯⋯⋯⋯⋯⋯⋯⋯⋯⋯⋯⋯⋯⋯⋯⋯⋯⋯

su 704⋯⋯⋯⋯⋯⋯⋯⋯⋯⋯⋯⋯⋯⋯⋯⋯⋯⋯

俗不可耐 704⋯⋯⋯⋯⋯⋯⋯⋯⋯⋯⋯⋯⋯⋯⋯⋯⋯⋯⋯⋯⋯⋯⋯⋯⋯⋯⋯

速战速决 704⋯⋯⋯⋯⋯⋯⋯⋯⋯⋯⋯⋯⋯⋯⋯⋯⋯⋯⋯⋯⋯⋯⋯⋯⋯⋯⋯

素昧平生 704⋯⋯⋯⋯⋯⋯⋯⋯⋯⋯⋯⋯⋯⋯⋯⋯⋯⋯⋯⋯⋯⋯⋯⋯⋯⋯⋯

素不相能 704⋯⋯⋯⋯⋯⋯⋯⋯⋯⋯⋯⋯⋯⋯⋯⋯⋯⋯⋯⋯⋯⋯⋯⋯⋯⋯⋯

素不相识 704⋯⋯⋯⋯⋯⋯⋯⋯⋯⋯⋯⋯⋯⋯⋯⋯⋯⋯⋯⋯⋯⋯⋯⋯⋯⋯⋯

肃然起敬 705⋯⋯⋯⋯⋯⋯⋯⋯⋯⋯⋯⋯⋯⋯⋯⋯⋯⋯⋯⋯⋯⋯⋯⋯⋯⋯⋯

夙兴夜寐 705⋯⋯⋯⋯⋯⋯⋯⋯⋯⋯⋯⋯⋯⋯⋯⋯⋯⋯⋯⋯⋯⋯⋯⋯⋯⋯⋯

suɑn 705⋯⋯⋯⋯⋯⋯⋯⋯⋯⋯⋯⋯⋯⋯⋯⋯⋯

酸甜苦辣 705⋯⋯⋯⋯⋯⋯⋯⋯⋯⋯⋯⋯⋯⋯⋯⋯⋯⋯⋯⋯⋯⋯⋯⋯⋯⋯⋯

sui 705⋯⋯⋯⋯⋯⋯⋯⋯⋯⋯⋯⋯⋯⋯⋯⋯⋯⋯

虽死犹生 705⋯⋯⋯⋯⋯⋯⋯⋯⋯⋯⋯⋯⋯⋯⋯⋯⋯⋯⋯⋯⋯⋯⋯⋯⋯⋯⋯

随波逐流 705⋯⋯⋯⋯⋯⋯⋯⋯⋯⋯⋯⋯⋯⋯⋯⋯⋯⋯⋯⋯⋯⋯⋯⋯⋯⋯⋯

随机应变 706⋯⋯⋯⋯⋯⋯⋯⋯⋯⋯⋯⋯⋯⋯⋯⋯⋯⋯⋯⋯⋯⋯⋯⋯⋯⋯⋯

随声附和 706⋯⋯⋯⋯⋯⋯⋯⋯⋯⋯⋯⋯⋯⋯⋯⋯⋯⋯⋯⋯⋯⋯⋯⋯⋯⋯⋯

随心所欲 706⋯⋯⋯⋯⋯⋯⋯⋯⋯⋯⋯⋯⋯⋯⋯⋯⋯⋯⋯⋯⋯⋯⋯⋯⋯⋯⋯

随遇而安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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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寒三友 706⋯⋯⋯⋯⋯⋯⋯⋯⋯⋯⋯⋯⋯⋯⋯⋯⋯⋯⋯⋯⋯⋯⋯⋯⋯⋯⋯

sun 706⋯⋯⋯⋯⋯⋯⋯⋯⋯⋯⋯⋯⋯⋯⋯⋯⋯

损兵折将 706⋯⋯⋯⋯⋯⋯⋯⋯⋯⋯⋯⋯⋯⋯⋯⋯⋯⋯⋯⋯⋯⋯⋯⋯⋯⋯⋯

损公肥私 707⋯⋯⋯⋯⋯⋯⋯⋯⋯⋯⋯⋯⋯⋯⋯⋯⋯⋯⋯⋯⋯⋯⋯⋯⋯⋯⋯

损人利己 707⋯⋯⋯⋯⋯⋯⋯⋯⋯⋯⋯⋯⋯⋯⋯⋯⋯⋯⋯⋯⋯⋯⋯⋯⋯⋯⋯

suo 707⋯⋯⋯⋯⋯⋯⋯⋯⋯⋯⋯⋯⋯⋯⋯⋯⋯

缩手缩脚 707⋯⋯⋯⋯⋯⋯⋯⋯⋯⋯⋯⋯⋯⋯⋯⋯⋯⋯⋯⋯⋯⋯⋯⋯⋯⋯⋯

所见所闻 707⋯⋯⋯⋯⋯⋯⋯⋯⋯⋯⋯⋯⋯⋯⋯⋯⋯⋯⋯⋯⋯⋯⋯⋯⋯⋯⋯

所向披靡 708⋯⋯⋯⋯⋯⋯⋯⋯⋯⋯⋯⋯⋯⋯⋯⋯⋯⋯⋯⋯⋯⋯⋯⋯⋯⋯⋯

所向无敌 708⋯⋯⋯⋯⋯⋯⋯⋯⋯⋯⋯⋯⋯⋯⋯⋯⋯⋯⋯⋯⋯⋯⋯⋯⋯⋯⋯

所作所为 708⋯⋯⋯⋯⋯⋯⋯⋯⋯⋯⋯⋯⋯⋯⋯⋯⋯⋯⋯⋯⋯⋯⋯⋯⋯⋯⋯

索然寡味 708⋯⋯⋯⋯⋯⋯⋯⋯⋯⋯⋯⋯⋯⋯⋯⋯⋯⋯⋯⋯⋯⋯⋯⋯⋯⋯⋯

T 709⋯⋯⋯⋯⋯⋯⋯⋯⋯⋯⋯⋯⋯⋯⋯⋯

tɑ 709⋯⋯⋯⋯⋯⋯⋯⋯⋯⋯⋯⋯⋯⋯⋯⋯⋯⋯

他山之石 709⋯⋯⋯⋯⋯⋯⋯⋯⋯⋯⋯⋯⋯⋯⋯⋯⋯⋯⋯⋯⋯⋯⋯⋯⋯⋯⋯

tɑi 709⋯⋯⋯⋯⋯⋯⋯⋯⋯⋯⋯⋯⋯⋯⋯⋯⋯⋯

太公钓鱼 , 愿者上钩 709⋯⋯⋯⋯⋯⋯⋯⋯⋯⋯⋯⋯⋯⋯⋯⋯⋯⋯⋯⋯⋯⋯⋯

太平盛世 709⋯⋯⋯⋯⋯⋯⋯⋯⋯⋯⋯⋯⋯⋯⋯⋯⋯⋯⋯⋯⋯⋯⋯⋯⋯⋯⋯

泰然自若 709⋯⋯⋯⋯⋯⋯⋯⋯⋯⋯⋯⋯⋯⋯⋯⋯⋯⋯⋯⋯⋯⋯⋯⋯⋯⋯⋯

泰山北斗 710⋯⋯⋯⋯⋯⋯⋯⋯⋯⋯⋯⋯⋯⋯⋯⋯⋯⋯⋯⋯⋯⋯⋯⋯⋯⋯⋯

泰山压顶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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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ɑn 710⋯⋯⋯⋯⋯⋯⋯⋯⋯⋯⋯⋯⋯⋯⋯⋯⋯⋯

贪财慕势 710⋯⋯⋯⋯⋯⋯⋯⋯⋯⋯⋯⋯⋯⋯⋯⋯⋯⋯⋯⋯⋯⋯⋯⋯⋯⋯⋯

贪得无厌 710⋯⋯⋯⋯⋯⋯⋯⋯⋯⋯⋯⋯⋯⋯⋯⋯⋯⋯⋯⋯⋯⋯⋯⋯⋯⋯⋯

贪多务得 710⋯⋯⋯⋯⋯⋯⋯⋯⋯⋯⋯⋯⋯⋯⋯⋯⋯⋯⋯⋯⋯⋯⋯⋯⋯⋯⋯

贪官污吏 710⋯⋯⋯⋯⋯⋯⋯⋯⋯⋯⋯⋯⋯⋯⋯⋯⋯⋯⋯⋯⋯⋯⋯⋯⋯⋯⋯

贪生怕死 710⋯⋯⋯⋯⋯⋯⋯⋯⋯⋯⋯⋯⋯⋯⋯⋯⋯⋯⋯⋯⋯⋯⋯⋯⋯⋯⋯

贪天之功 711⋯⋯⋯⋯⋯⋯⋯⋯⋯⋯⋯⋯⋯⋯⋯⋯⋯⋯⋯⋯⋯⋯⋯⋯⋯⋯⋯

贪污腐化 711⋯⋯⋯⋯⋯⋯⋯⋯⋯⋯⋯⋯⋯⋯⋯⋯⋯⋯⋯⋯⋯⋯⋯⋯⋯⋯⋯

贪赃枉法 711⋯⋯⋯⋯⋯⋯⋯⋯⋯⋯⋯⋯⋯⋯⋯⋯⋯⋯⋯⋯⋯⋯⋯⋯⋯⋯⋯

昙花一现 711⋯⋯⋯⋯⋯⋯⋯⋯⋯⋯⋯⋯⋯⋯⋯⋯⋯⋯⋯⋯⋯⋯⋯⋯⋯⋯⋯

谈何容易 711⋯⋯⋯⋯⋯⋯⋯⋯⋯⋯⋯⋯⋯⋯⋯⋯⋯⋯⋯⋯⋯⋯⋯⋯⋯⋯⋯

谈虎色变 712⋯⋯⋯⋯⋯⋯⋯⋯⋯⋯⋯⋯⋯⋯⋯⋯⋯⋯⋯⋯⋯⋯⋯⋯⋯⋯⋯

谈天说地 712⋯⋯⋯⋯⋯⋯⋯⋯⋯⋯⋯⋯⋯⋯⋯⋯⋯⋯⋯⋯⋯⋯⋯⋯⋯⋯⋯

谈笑风生 712⋯⋯⋯⋯⋯⋯⋯⋯⋯⋯⋯⋯⋯⋯⋯⋯⋯⋯⋯⋯⋯⋯⋯⋯⋯⋯⋯

弹冠相庆 713⋯⋯⋯⋯⋯⋯⋯⋯⋯⋯⋯⋯⋯⋯⋯⋯⋯⋯⋯⋯⋯⋯⋯⋯⋯⋯⋯

弹指之间 713⋯⋯⋯⋯⋯⋯⋯⋯⋯⋯⋯⋯⋯⋯⋯⋯⋯⋯⋯⋯⋯⋯⋯⋯⋯⋯⋯

忐忑不安 713⋯⋯⋯⋯⋯⋯⋯⋯⋯⋯⋯⋯⋯⋯⋯⋯⋯⋯⋯⋯⋯⋯⋯⋯⋯⋯⋯

叹为观止 713⋯⋯⋯⋯⋯⋯⋯⋯⋯⋯⋯⋯⋯⋯⋯⋯⋯⋯⋯⋯⋯⋯⋯⋯⋯⋯⋯

探囊取物 713⋯⋯⋯⋯⋯⋯⋯⋯⋯⋯⋯⋯⋯⋯⋯⋯⋯⋯⋯⋯⋯⋯⋯⋯⋯⋯⋯

探头探脑 714⋯⋯⋯⋯⋯⋯⋯⋯⋯⋯⋯⋯⋯⋯⋯⋯⋯⋯⋯⋯⋯⋯⋯⋯⋯⋯⋯

tɑnɡ 714⋯⋯⋯⋯⋯⋯⋯⋯⋯⋯⋯⋯⋯⋯⋯⋯⋯

堂而皇之 714⋯⋯⋯⋯⋯⋯⋯⋯⋯⋯⋯⋯⋯⋯⋯⋯⋯⋯⋯⋯⋯⋯⋯⋯⋯⋯⋯

堂堂正正 714⋯⋯⋯⋯⋯⋯⋯⋯⋯⋯⋯⋯⋯⋯⋯⋯⋯⋯⋯⋯⋯⋯⋯⋯⋯⋯⋯

糖衣炮弹 715⋯⋯⋯⋯⋯⋯⋯⋯⋯⋯⋯⋯⋯⋯⋯⋯⋯⋯⋯⋯⋯⋯⋯⋯⋯⋯⋯

螳臂当车 715⋯⋯⋯⋯⋯⋯⋯⋯⋯⋯⋯⋯⋯⋯⋯⋯⋯⋯⋯⋯⋯⋯⋯⋯⋯⋯⋯

螳螂捕蝉 , 黄雀在后 715⋯⋯⋯⋯⋯⋯⋯⋯⋯⋯⋯⋯⋯⋯⋯⋯⋯⋯⋯⋯⋯⋯⋯

tɑo 715⋯⋯⋯⋯⋯⋯⋯⋯⋯⋯⋯⋯⋯⋯⋯⋯⋯⋯

滔滔不绝 715⋯⋯⋯⋯⋯⋯⋯⋯⋯⋯⋯⋯⋯⋯⋯⋯⋯⋯⋯⋯⋯⋯⋯⋯⋯⋯⋯

滔天罪行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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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之夭夭 715⋯⋯⋯⋯⋯⋯⋯⋯⋯⋯⋯⋯⋯⋯⋯⋯⋯⋯⋯⋯⋯⋯⋯⋯⋯⋯⋯

桃红柳绿 716⋯⋯⋯⋯⋯⋯⋯⋯⋯⋯⋯⋯⋯⋯⋯⋯⋯⋯⋯⋯⋯⋯⋯⋯⋯⋯⋯

桃李满天下 716⋯⋯⋯⋯⋯⋯⋯⋯⋯⋯⋯⋯⋯⋯⋯⋯⋯⋯⋯⋯⋯⋯⋯⋯⋯⋯

讨价还价 716⋯⋯⋯⋯⋯⋯⋯⋯⋯⋯⋯⋯⋯⋯⋯⋯⋯⋯⋯⋯⋯⋯⋯⋯⋯⋯⋯

tenɡ 716⋯⋯⋯⋯⋯⋯⋯⋯⋯⋯⋯⋯⋯⋯⋯⋯⋯

腾云驾雾 716⋯⋯⋯⋯⋯⋯⋯⋯⋯⋯⋯⋯⋯⋯⋯⋯⋯⋯⋯⋯⋯⋯⋯⋯⋯⋯⋯

ti 716⋯⋯⋯⋯⋯⋯⋯⋯⋯⋯⋯⋯⋯⋯⋯⋯⋯⋯

提纲挈领 716⋯⋯⋯⋯⋯⋯⋯⋯⋯⋯⋯⋯⋯⋯⋯⋯⋯⋯⋯⋯⋯⋯⋯⋯⋯⋯⋯

提心吊胆 716⋯⋯⋯⋯⋯⋯⋯⋯⋯⋯⋯⋯⋯⋯⋯⋯⋯⋯⋯⋯⋯⋯⋯⋯⋯⋯⋯

啼笑皆非 717⋯⋯⋯⋯⋯⋯⋯⋯⋯⋯⋯⋯⋯⋯⋯⋯⋯⋯⋯⋯⋯⋯⋯⋯⋯⋯⋯

啼饥号寒 717⋯⋯⋯⋯⋯⋯⋯⋯⋯⋯⋯⋯⋯⋯⋯⋯⋯⋯⋯⋯⋯⋯⋯⋯⋯⋯⋯

醍醐灌顶 717⋯⋯⋯⋯⋯⋯⋯⋯⋯⋯⋯⋯⋯⋯⋯⋯⋯⋯⋯⋯⋯⋯⋯⋯⋯⋯⋯

体贴入微 717⋯⋯⋯⋯⋯⋯⋯⋯⋯⋯⋯⋯⋯⋯⋯⋯⋯⋯⋯⋯⋯⋯⋯⋯⋯⋯⋯

体无完肤 717⋯⋯⋯⋯⋯⋯⋯⋯⋯⋯⋯⋯⋯⋯⋯⋯⋯⋯⋯⋯⋯⋯⋯⋯⋯⋯⋯

替天行道 718⋯⋯⋯⋯⋯⋯⋯⋯⋯⋯⋯⋯⋯⋯⋯⋯⋯⋯⋯⋯⋯⋯⋯⋯⋯⋯⋯

tiɑn 718⋯⋯⋯⋯⋯⋯⋯⋯⋯⋯⋯⋯⋯⋯⋯⋯⋯

天崩地裂 718⋯⋯⋯⋯⋯⋯⋯⋯⋯⋯⋯⋯⋯⋯⋯⋯⋯⋯⋯⋯⋯⋯⋯⋯⋯⋯⋯

天长地久 718⋯⋯⋯⋯⋯⋯⋯⋯⋯⋯⋯⋯⋯⋯⋯⋯⋯⋯⋯⋯⋯⋯⋯⋯⋯⋯⋯

天不假年 718⋯⋯⋯⋯⋯⋯⋯⋯⋯⋯⋯⋯⋯⋯⋯⋯⋯⋯⋯⋯⋯⋯⋯⋯⋯⋯⋯

天生尤物 718⋯⋯⋯⋯⋯⋯⋯⋯⋯⋯⋯⋯⋯⋯⋯⋯⋯⋯⋯⋯⋯⋯⋯⋯⋯⋯⋯

天灾人祸 718⋯⋯⋯⋯⋯⋯⋯⋯⋯⋯⋯⋯⋯⋯⋯⋯⋯⋯⋯⋯⋯⋯⋯⋯⋯⋯⋯

天理良心 718⋯⋯⋯⋯⋯⋯⋯⋯⋯⋯⋯⋯⋯⋯⋯⋯⋯⋯⋯⋯⋯⋯⋯⋯⋯⋯⋯

天香国色 719⋯⋯⋯⋯⋯⋯⋯⋯⋯⋯⋯⋯⋯⋯⋯⋯⋯⋯⋯⋯⋯⋯⋯⋯⋯⋯⋯

天高地厚 719⋯⋯⋯⋯⋯⋯⋯⋯⋯⋯⋯⋯⋯⋯⋯⋯⋯⋯⋯⋯⋯⋯⋯⋯⋯⋯⋯

天理循环 719⋯⋯⋯⋯⋯⋯⋯⋯⋯⋯⋯⋯⋯⋯⋯⋯⋯⋯⋯⋯⋯⋯⋯⋯⋯⋯⋯

天理难容 719⋯⋯⋯⋯⋯⋯⋯⋯⋯⋯⋯⋯⋯⋯⋯⋯⋯⋯⋯⋯⋯⋯⋯⋯⋯⋯⋯

天诛地灭 719⋯⋯⋯⋯⋯⋯⋯⋯⋯⋯⋯⋯⋯⋯⋯⋯⋯⋯⋯⋯⋯⋯⋯⋯⋯⋯⋯

天翻地覆 719⋯⋯⋯⋯⋯⋯⋯⋯⋯⋯⋯⋯⋯⋯⋯⋯⋯⋯⋯⋯⋯⋯⋯⋯⋯⋯⋯

天寒地冻 719⋯⋯⋯⋯⋯⋯⋯⋯⋯⋯⋯⋯⋯⋯⋯⋯⋯⋯⋯⋯⋯⋯⋯⋯⋯⋯⋯

·931·逃桃讨腾提啼醍体替天



天南地北 720⋯⋯⋯⋯⋯⋯⋯⋯⋯⋯⋯⋯⋯⋯⋯⋯⋯⋯⋯⋯⋯⋯⋯⋯⋯⋯⋯

天女散花 720⋯⋯⋯⋯⋯⋯⋯⋯⋯⋯⋯⋯⋯⋯⋯⋯⋯⋯⋯⋯⋯⋯⋯⋯⋯⋯⋯

天下为公 720⋯⋯⋯⋯⋯⋯⋯⋯⋯⋯⋯⋯⋯⋯⋯⋯⋯⋯⋯⋯⋯⋯⋯⋯⋯⋯⋯

天摇地动 720⋯⋯⋯⋯⋯⋯⋯⋯⋯⋯⋯⋯⋯⋯⋯⋯⋯⋯⋯⋯⋯⋯⋯⋯⋯⋯⋯

天府之国 720⋯⋯⋯⋯⋯⋯⋯⋯⋯⋯⋯⋯⋯⋯⋯⋯⋯⋯⋯⋯⋯⋯⋯⋯⋯⋯⋯

天高地迥 720⋯⋯⋯⋯⋯⋯⋯⋯⋯⋯⋯⋯⋯⋯⋯⋯⋯⋯⋯⋯⋯⋯⋯⋯⋯⋯⋯

天各一方 721⋯⋯⋯⋯⋯⋯⋯⋯⋯⋯⋯⋯⋯⋯⋯⋯⋯⋯⋯⋯⋯⋯⋯⋯⋯⋯⋯

天公不作美 721⋯⋯⋯⋯⋯⋯⋯⋯⋯⋯⋯⋯⋯⋯⋯⋯⋯⋯⋯⋯⋯⋯⋯⋯⋯⋯

天公地道 721⋯⋯⋯⋯⋯⋯⋯⋯⋯⋯⋯⋯⋯⋯⋯⋯⋯⋯⋯⋯⋯⋯⋯⋯⋯⋯⋯

天花乱坠 721⋯⋯⋯⋯⋯⋯⋯⋯⋯⋯⋯⋯⋯⋯⋯⋯⋯⋯⋯⋯⋯⋯⋯⋯⋯⋯⋯

天荒地老 721⋯⋯⋯⋯⋯⋯⋯⋯⋯⋯⋯⋯⋯⋯⋯⋯⋯⋯⋯⋯⋯⋯⋯⋯⋯⋯⋯

天昏地暗 721⋯⋯⋯⋯⋯⋯⋯⋯⋯⋯⋯⋯⋯⋯⋯⋯⋯⋯⋯⋯⋯⋯⋯⋯⋯⋯⋯

天经地义 722⋯⋯⋯⋯⋯⋯⋯⋯⋯⋯⋯⋯⋯⋯⋯⋯⋯⋯⋯⋯⋯⋯⋯⋯⋯⋯⋯

天伦之乐 722⋯⋯⋯⋯⋯⋯⋯⋯⋯⋯⋯⋯⋯⋯⋯⋯⋯⋯⋯⋯⋯⋯⋯⋯⋯⋯⋯

天罗地网 722⋯⋯⋯⋯⋯⋯⋯⋯⋯⋯⋯⋯⋯⋯⋯⋯⋯⋯⋯⋯⋯⋯⋯⋯⋯⋯⋯

天网恢恢 , 疏而不漏 722⋯⋯⋯⋯⋯⋯⋯⋯⋯⋯⋯⋯⋯⋯⋯⋯⋯⋯⋯⋯⋯⋯⋯

天无绝人之路 722⋯⋯⋯⋯⋯⋯⋯⋯⋯⋯⋯⋯⋯⋯⋯⋯⋯⋯⋯⋯⋯⋯⋯⋯⋯

天马行空 722⋯⋯⋯⋯⋯⋯⋯⋯⋯⋯⋯⋯⋯⋯⋯⋯⋯⋯⋯⋯⋯⋯⋯⋯⋯⋯⋯

天怒人怨 723⋯⋯⋯⋯⋯⋯⋯⋯⋯⋯⋯⋯⋯⋯⋯⋯⋯⋯⋯⋯⋯⋯⋯⋯⋯⋯⋯

天壤之别 723⋯⋯⋯⋯⋯⋯⋯⋯⋯⋯⋯⋯⋯⋯⋯⋯⋯⋯⋯⋯⋯⋯⋯⋯⋯⋯⋯

天衣无缝 723⋯⋯⋯⋯⋯⋯⋯⋯⋯⋯⋯⋯⋯⋯⋯⋯⋯⋯⋯⋯⋯⋯⋯⋯⋯⋯⋯

天造地设 724⋯⋯⋯⋯⋯⋯⋯⋯⋯⋯⋯⋯⋯⋯⋯⋯⋯⋯⋯⋯⋯⋯⋯⋯⋯⋯⋯

天真烂漫 724⋯⋯⋯⋯⋯⋯⋯⋯⋯⋯⋯⋯⋯⋯⋯⋯⋯⋯⋯⋯⋯⋯⋯⋯⋯⋯⋯

天之骄子 724⋯⋯⋯⋯⋯⋯⋯⋯⋯⋯⋯⋯⋯⋯⋯⋯⋯⋯⋯⋯⋯⋯⋯⋯⋯⋯⋯

天下太平 724⋯⋯⋯⋯⋯⋯⋯⋯⋯⋯⋯⋯⋯⋯⋯⋯⋯⋯⋯⋯⋯⋯⋯⋯⋯⋯⋯

天下无敌 724⋯⋯⋯⋯⋯⋯⋯⋯⋯⋯⋯⋯⋯⋯⋯⋯⋯⋯⋯⋯⋯⋯⋯⋯⋯⋯⋯

天下无双 724⋯⋯⋯⋯⋯⋯⋯⋯⋯⋯⋯⋯⋯⋯⋯⋯⋯⋯⋯⋯⋯⋯⋯⋯⋯⋯⋯

天作之合 725⋯⋯⋯⋯⋯⋯⋯⋯⋯⋯⋯⋯⋯⋯⋯⋯⋯⋯⋯⋯⋯⋯⋯⋯⋯⋯⋯

天旋地转 725⋯⋯⋯⋯⋯⋯⋯⋯⋯⋯⋯⋯⋯⋯⋯⋯⋯⋯⋯⋯⋯⋯⋯⋯⋯⋯⋯

天涯海角 725⋯⋯⋯⋯⋯⋯⋯⋯⋯⋯⋯⋯⋯⋯⋯⋯⋯⋯⋯⋯⋯⋯⋯⋯⋯⋯⋯

添油加醋 725⋯⋯⋯⋯⋯⋯⋯⋯⋯⋯⋯⋯⋯⋯⋯⋯⋯⋯⋯⋯⋯⋯⋯⋯⋯⋯⋯

添枝加叶 725⋯⋯⋯⋯⋯⋯⋯⋯⋯⋯⋯⋯⋯⋯⋯⋯⋯⋯⋯⋯⋯⋯⋯⋯⋯⋯⋯

添砖加瓦 725⋯⋯⋯⋯⋯⋯⋯⋯⋯⋯⋯⋯⋯⋯⋯⋯⋯⋯⋯⋯⋯⋯⋯⋯⋯⋯⋯

恬不知耻 725⋯⋯⋯⋯⋯⋯⋯⋯⋯⋯⋯⋯⋯⋯⋯⋯⋯⋯⋯⋯⋯⋯⋯⋯⋯⋯⋯

甜言蜜语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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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ɑo 726⋯⋯⋯⋯⋯⋯⋯⋯⋯⋯⋯⋯⋯⋯⋯⋯⋯

挑肥拣瘦 726⋯⋯⋯⋯⋯⋯⋯⋯⋯⋯⋯⋯⋯⋯⋯⋯⋯⋯⋯⋯⋯⋯⋯⋯⋯⋯⋯

挑三拣四 726⋯⋯⋯⋯⋯⋯⋯⋯⋯⋯⋯⋯⋯⋯⋯⋯⋯⋯⋯⋯⋯⋯⋯⋯⋯⋯⋯

调朱弄粉 726⋯⋯⋯⋯⋯⋯⋯⋯⋯⋯⋯⋯⋯⋯⋯⋯⋯⋯⋯⋯⋯⋯⋯⋯⋯⋯⋯

挑拨离间 726⋯⋯⋯⋯⋯⋯⋯⋯⋯⋯⋯⋯⋯⋯⋯⋯⋯⋯⋯⋯⋯⋯⋯⋯⋯⋯⋯

跳梁小丑 726⋯⋯⋯⋯⋯⋯⋯⋯⋯⋯⋯⋯⋯⋯⋯⋯⋯⋯⋯⋯⋯⋯⋯⋯⋯⋯⋯

tie 726⋯⋯⋯⋯⋯⋯⋯⋯⋯⋯⋯⋯⋯⋯⋯⋯⋯⋯

铁面无私 726⋯⋯⋯⋯⋯⋯⋯⋯⋯⋯⋯⋯⋯⋯⋯⋯⋯⋯⋯⋯⋯⋯⋯⋯⋯⋯⋯

铁石心肠 727⋯⋯⋯⋯⋯⋯⋯⋯⋯⋯⋯⋯⋯⋯⋯⋯⋯⋯⋯⋯⋯⋯⋯⋯⋯⋯⋯

铁树开花 727⋯⋯⋯⋯⋯⋯⋯⋯⋯⋯⋯⋯⋯⋯⋯⋯⋯⋯⋯⋯⋯⋯⋯⋯⋯⋯⋯

tinɡ 727⋯⋯⋯⋯⋯⋯⋯⋯⋯⋯⋯⋯⋯⋯⋯⋯⋯

听天由命 727⋯⋯⋯⋯⋯⋯⋯⋯⋯⋯⋯⋯⋯⋯⋯⋯⋯⋯⋯⋯⋯⋯⋯⋯⋯⋯⋯

听其自然 727⋯⋯⋯⋯⋯⋯⋯⋯⋯⋯⋯⋯⋯⋯⋯⋯⋯⋯⋯⋯⋯⋯⋯⋯⋯⋯⋯

听之任之 727⋯⋯⋯⋯⋯⋯⋯⋯⋯⋯⋯⋯⋯⋯⋯⋯⋯⋯⋯⋯⋯⋯⋯⋯⋯⋯⋯

亭亭玉立 728⋯⋯⋯⋯⋯⋯⋯⋯⋯⋯⋯⋯⋯⋯⋯⋯⋯⋯⋯⋯⋯⋯⋯⋯⋯⋯⋯

停滞不前 728⋯⋯⋯⋯⋯⋯⋯⋯⋯⋯⋯⋯⋯⋯⋯⋯⋯⋯⋯⋯⋯⋯⋯⋯⋯⋯⋯

挺身而出 728⋯⋯⋯⋯⋯⋯⋯⋯⋯⋯⋯⋯⋯⋯⋯⋯⋯⋯⋯⋯⋯⋯⋯⋯⋯⋯⋯

铤而走险 728⋯⋯⋯⋯⋯⋯⋯⋯⋯⋯⋯⋯⋯⋯⋯⋯⋯⋯⋯⋯⋯⋯⋯⋯⋯⋯⋯

tonɡ 728⋯⋯⋯⋯⋯⋯⋯⋯⋯⋯⋯⋯⋯⋯⋯⋯⋯

通都大邑 728⋯⋯⋯⋯⋯⋯⋯⋯⋯⋯⋯⋯⋯⋯⋯⋯⋯⋯⋯⋯⋯⋯⋯⋯⋯⋯⋯

通风报信 728⋯⋯⋯⋯⋯⋯⋯⋯⋯⋯⋯⋯⋯⋯⋯⋯⋯⋯⋯⋯⋯⋯⋯⋯⋯⋯⋯

通力合作 728⋯⋯⋯⋯⋯⋯⋯⋯⋯⋯⋯⋯⋯⋯⋯⋯⋯⋯⋯⋯⋯⋯⋯⋯⋯⋯⋯

通情达理 729⋯⋯⋯⋯⋯⋯⋯⋯⋯⋯⋯⋯⋯⋯⋯⋯⋯⋯⋯⋯⋯⋯⋯⋯⋯⋯⋯

通权达变 729⋯⋯⋯⋯⋯⋯⋯⋯⋯⋯⋯⋯⋯⋯⋯⋯⋯⋯⋯⋯⋯⋯⋯⋯⋯⋯⋯

通宵达旦 729⋯⋯⋯⋯⋯⋯⋯⋯⋯⋯⋯⋯⋯⋯⋯⋯⋯⋯⋯⋯⋯⋯⋯⋯⋯⋯⋯

同病相怜 729⋯⋯⋯⋯⋯⋯⋯⋯⋯⋯⋯⋯⋯⋯⋯⋯⋯⋯⋯⋯⋯⋯⋯⋯⋯⋯⋯

同仇敌忾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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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床异梦 729⋯⋯⋯⋯⋯⋯⋯⋯⋯⋯⋯⋯⋯⋯⋯⋯⋯⋯⋯⋯⋯⋯⋯⋯⋯⋯⋯

同流合污 729⋯⋯⋯⋯⋯⋯⋯⋯⋯⋯⋯⋯⋯⋯⋯⋯⋯⋯⋯⋯⋯⋯⋯⋯⋯⋯⋯

同甘共苦 730⋯⋯⋯⋯⋯⋯⋯⋯⋯⋯⋯⋯⋯⋯⋯⋯⋯⋯⋯⋯⋯⋯⋯⋯⋯⋯⋯

同室操戈 730⋯⋯⋯⋯⋯⋯⋯⋯⋯⋯⋯⋯⋯⋯⋯⋯⋯⋯⋯⋯⋯⋯⋯⋯⋯⋯⋯

同日而语 730⋯⋯⋯⋯⋯⋯⋯⋯⋯⋯⋯⋯⋯⋯⋯⋯⋯⋯⋯⋯⋯⋯⋯⋯⋯⋯⋯

同心同德 730⋯⋯⋯⋯⋯⋯⋯⋯⋯⋯⋯⋯⋯⋯⋯⋯⋯⋯⋯⋯⋯⋯⋯⋯⋯⋯⋯

同心协力 731⋯⋯⋯⋯⋯⋯⋯⋯⋯⋯⋯⋯⋯⋯⋯⋯⋯⋯⋯⋯⋯⋯⋯⋯⋯⋯⋯

同舟共济 731⋯⋯⋯⋯⋯⋯⋯⋯⋯⋯⋯⋯⋯⋯⋯⋯⋯⋯⋯⋯⋯⋯⋯⋯⋯⋯⋯

童叟无欺 732⋯⋯⋯⋯⋯⋯⋯⋯⋯⋯⋯⋯⋯⋯⋯⋯⋯⋯⋯⋯⋯⋯⋯⋯⋯⋯⋯

童心未泯 732⋯⋯⋯⋯⋯⋯⋯⋯⋯⋯⋯⋯⋯⋯⋯⋯⋯⋯⋯⋯⋯⋯⋯⋯⋯⋯⋯

童颜鹤发 732⋯⋯⋯⋯⋯⋯⋯⋯⋯⋯⋯⋯⋯⋯⋯⋯⋯⋯⋯⋯⋯⋯⋯⋯⋯⋯⋯

童言无忌 732⋯⋯⋯⋯⋯⋯⋯⋯⋯⋯⋯⋯⋯⋯⋯⋯⋯⋯⋯⋯⋯⋯⋯⋯⋯⋯⋯

痛定思痛 732⋯⋯⋯⋯⋯⋯⋯⋯⋯⋯⋯⋯⋯⋯⋯⋯⋯⋯⋯⋯⋯⋯⋯⋯⋯⋯⋯

痛快淋漓 732⋯⋯⋯⋯⋯⋯⋯⋯⋯⋯⋯⋯⋯⋯⋯⋯⋯⋯⋯⋯⋯⋯⋯⋯⋯⋯⋯

痛心疾首 732⋯⋯⋯⋯⋯⋯⋯⋯⋯⋯⋯⋯⋯⋯⋯⋯⋯⋯⋯⋯⋯⋯⋯⋯⋯⋯⋯

痛改前非 733⋯⋯⋯⋯⋯⋯⋯⋯⋯⋯⋯⋯⋯⋯⋯⋯⋯⋯⋯⋯⋯⋯⋯⋯⋯⋯⋯

痛哭流涕 733⋯⋯⋯⋯⋯⋯⋯⋯⋯⋯⋯⋯⋯⋯⋯⋯⋯⋯⋯⋯⋯⋯⋯⋯⋯⋯⋯

tou 733⋯⋯⋯⋯⋯⋯⋯⋯⋯⋯⋯⋯⋯⋯⋯⋯⋯⋯

偷梁换柱 733⋯⋯⋯⋯⋯⋯⋯⋯⋯⋯⋯⋯⋯⋯⋯⋯⋯⋯⋯⋯⋯⋯⋯⋯⋯⋯⋯

偷工减料 733⋯⋯⋯⋯⋯⋯⋯⋯⋯⋯⋯⋯⋯⋯⋯⋯⋯⋯⋯⋯⋯⋯⋯⋯⋯⋯⋯

偷偷摸摸 733⋯⋯⋯⋯⋯⋯⋯⋯⋯⋯⋯⋯⋯⋯⋯⋯⋯⋯⋯⋯⋯⋯⋯⋯⋯⋯⋯

偷天换日 733⋯⋯⋯⋯⋯⋯⋯⋯⋯⋯⋯⋯⋯⋯⋯⋯⋯⋯⋯⋯⋯⋯⋯⋯⋯⋯⋯

头破血流 734⋯⋯⋯⋯⋯⋯⋯⋯⋯⋯⋯⋯⋯⋯⋯⋯⋯⋯⋯⋯⋯⋯⋯⋯⋯⋯⋯

头头是道 734⋯⋯⋯⋯⋯⋯⋯⋯⋯⋯⋯⋯⋯⋯⋯⋯⋯⋯⋯⋯⋯⋯⋯⋯⋯⋯⋯

头重脚轻 734⋯⋯⋯⋯⋯⋯⋯⋯⋯⋯⋯⋯⋯⋯⋯⋯⋯⋯⋯⋯⋯⋯⋯⋯⋯⋯⋯

头昏眼花 734⋯⋯⋯⋯⋯⋯⋯⋯⋯⋯⋯⋯⋯⋯⋯⋯⋯⋯⋯⋯⋯⋯⋯⋯⋯⋯⋯

头昏脑胀 734⋯⋯⋯⋯⋯⋯⋯⋯⋯⋯⋯⋯⋯⋯⋯⋯⋯⋯⋯⋯⋯⋯⋯⋯⋯⋯⋯

头疼脑热 734⋯⋯⋯⋯⋯⋯⋯⋯⋯⋯⋯⋯⋯⋯⋯⋯⋯⋯⋯⋯⋯⋯⋯⋯⋯⋯⋯

投笔从戎 734⋯⋯⋯⋯⋯⋯⋯⋯⋯⋯⋯⋯⋯⋯⋯⋯⋯⋯⋯⋯⋯⋯⋯⋯⋯⋯⋯

投鞭断流 735⋯⋯⋯⋯⋯⋯⋯⋯⋯⋯⋯⋯⋯⋯⋯⋯⋯⋯⋯⋯⋯⋯⋯⋯⋯⋯⋯

投机取巧 735⋯⋯⋯⋯⋯⋯⋯⋯⋯⋯⋯⋯⋯⋯⋯⋯⋯⋯⋯⋯⋯⋯⋯⋯⋯⋯⋯

投机倒把 735⋯⋯⋯⋯⋯⋯⋯⋯⋯⋯⋯⋯⋯⋯⋯⋯⋯⋯⋯⋯⋯⋯⋯⋯⋯⋯⋯

投机钻营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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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其所好 735⋯⋯⋯⋯⋯⋯⋯⋯⋯⋯⋯⋯⋯⋯⋯⋯⋯⋯⋯⋯⋯⋯⋯⋯⋯⋯⋯

tu 735⋯⋯⋯⋯⋯⋯⋯⋯⋯⋯⋯⋯⋯⋯⋯⋯⋯⋯

突如其来 735⋯⋯⋯⋯⋯⋯⋯⋯⋯⋯⋯⋯⋯⋯⋯⋯⋯⋯⋯⋯⋯⋯⋯⋯⋯⋯⋯

突飞猛进 736⋯⋯⋯⋯⋯⋯⋯⋯⋯⋯⋯⋯⋯⋯⋯⋯⋯⋯⋯⋯⋯⋯⋯⋯⋯⋯⋯

荼毒生灵 736⋯⋯⋯⋯⋯⋯⋯⋯⋯⋯⋯⋯⋯⋯⋯⋯⋯⋯⋯⋯⋯⋯⋯⋯⋯⋯⋯

徒劳无益 736⋯⋯⋯⋯⋯⋯⋯⋯⋯⋯⋯⋯⋯⋯⋯⋯⋯⋯⋯⋯⋯⋯⋯⋯⋯⋯⋯

徒有虚名 736⋯⋯⋯⋯⋯⋯⋯⋯⋯⋯⋯⋯⋯⋯⋯⋯⋯⋯⋯⋯⋯⋯⋯⋯⋯⋯⋯

土崩瓦解 736⋯⋯⋯⋯⋯⋯⋯⋯⋯⋯⋯⋯⋯⋯⋯⋯⋯⋯⋯⋯⋯⋯⋯⋯⋯⋯⋯

土生土长 736⋯⋯⋯⋯⋯⋯⋯⋯⋯⋯⋯⋯⋯⋯⋯⋯⋯⋯⋯⋯⋯⋯⋯⋯⋯⋯⋯

吐故纳新 736⋯⋯⋯⋯⋯⋯⋯⋯⋯⋯⋯⋯⋯⋯⋯⋯⋯⋯⋯⋯⋯⋯⋯⋯⋯⋯⋯

兔起鹘落 737⋯⋯⋯⋯⋯⋯⋯⋯⋯⋯⋯⋯⋯⋯⋯⋯⋯⋯⋯⋯⋯⋯⋯⋯⋯⋯⋯

兔死狗烹 737⋯⋯⋯⋯⋯⋯⋯⋯⋯⋯⋯⋯⋯⋯⋯⋯⋯⋯⋯⋯⋯⋯⋯⋯⋯⋯⋯

兔死狐悲 737⋯⋯⋯⋯⋯⋯⋯⋯⋯⋯⋯⋯⋯⋯⋯⋯⋯⋯⋯⋯⋯⋯⋯⋯⋯⋯⋯

tui 737⋯⋯⋯⋯⋯⋯⋯⋯⋯⋯⋯⋯⋯⋯⋯⋯⋯⋯

推本溯源 737⋯⋯⋯⋯⋯⋯⋯⋯⋯⋯⋯⋯⋯⋯⋯⋯⋯⋯⋯⋯⋯⋯⋯⋯⋯⋯⋯

推波助澜 737⋯⋯⋯⋯⋯⋯⋯⋯⋯⋯⋯⋯⋯⋯⋯⋯⋯⋯⋯⋯⋯⋯⋯⋯⋯⋯⋯

推陈出新 737⋯⋯⋯⋯⋯⋯⋯⋯⋯⋯⋯⋯⋯⋯⋯⋯⋯⋯⋯⋯⋯⋯⋯⋯⋯⋯⋯

推心置腹 738⋯⋯⋯⋯⋯⋯⋯⋯⋯⋯⋯⋯⋯⋯⋯⋯⋯⋯⋯⋯⋯⋯⋯⋯⋯⋯⋯

推诚相见 738⋯⋯⋯⋯⋯⋯⋯⋯⋯⋯⋯⋯⋯⋯⋯⋯⋯⋯⋯⋯⋯⋯⋯⋯⋯⋯⋯

推而广之 738⋯⋯⋯⋯⋯⋯⋯⋯⋯⋯⋯⋯⋯⋯⋯⋯⋯⋯⋯⋯⋯⋯⋯⋯⋯⋯⋯

推己及人 738⋯⋯⋯⋯⋯⋯⋯⋯⋯⋯⋯⋯⋯⋯⋯⋯⋯⋯⋯⋯⋯⋯⋯⋯⋯⋯⋯

退避三舍 738⋯⋯⋯⋯⋯⋯⋯⋯⋯⋯⋯⋯⋯⋯⋯⋯⋯⋯⋯⋯⋯⋯⋯⋯⋯⋯⋯

蜕化变质 738⋯⋯⋯⋯⋯⋯⋯⋯⋯⋯⋯⋯⋯⋯⋯⋯⋯⋯⋯⋯⋯⋯⋯⋯⋯⋯⋯

tun 738⋯⋯⋯⋯⋯⋯⋯⋯⋯⋯⋯⋯⋯⋯⋯⋯⋯⋯

吞吞吐吐 738⋯⋯⋯⋯⋯⋯⋯⋯⋯⋯⋯⋯⋯⋯⋯⋯⋯⋯⋯⋯⋯⋯⋯⋯⋯⋯⋯

吞云吐雾 739⋯⋯⋯⋯⋯⋯⋯⋯⋯⋯⋯⋯⋯⋯⋯⋯⋯⋯⋯⋯⋯⋯⋯⋯⋯⋯⋯

囤积居奇 739⋯⋯⋯⋯⋯⋯⋯⋯⋯⋯⋯⋯⋯⋯⋯⋯⋯⋯⋯⋯⋯⋯⋯⋯⋯⋯⋯

·341·投突荼徒土吐兔推退蜕吞囤



tuo 739⋯⋯⋯⋯⋯⋯⋯⋯⋯⋯⋯⋯⋯⋯⋯⋯⋯⋯

拖泥带水 739⋯⋯⋯⋯⋯⋯⋯⋯⋯⋯⋯⋯⋯⋯⋯⋯⋯⋯⋯⋯⋯⋯⋯⋯⋯⋯⋯

拖人下水 739⋯⋯⋯⋯⋯⋯⋯⋯⋯⋯⋯⋯⋯⋯⋯⋯⋯⋯⋯⋯⋯⋯⋯⋯⋯⋯⋯

脱缰之马 739⋯⋯⋯⋯⋯⋯⋯⋯⋯⋯⋯⋯⋯⋯⋯⋯⋯⋯⋯⋯⋯⋯⋯⋯⋯⋯⋯

脱口而出 739⋯⋯⋯⋯⋯⋯⋯⋯⋯⋯⋯⋯⋯⋯⋯⋯⋯⋯⋯⋯⋯⋯⋯⋯⋯⋯⋯

脱胎换骨 739⋯⋯⋯⋯⋯⋯⋯⋯⋯⋯⋯⋯⋯⋯⋯⋯⋯⋯⋯⋯⋯⋯⋯⋯⋯⋯⋯

脱颖而出 740⋯⋯⋯⋯⋯⋯⋯⋯⋯⋯⋯⋯⋯⋯⋯⋯⋯⋯⋯⋯⋯⋯⋯⋯⋯⋯⋯

唾手可得 740⋯⋯⋯⋯⋯⋯⋯⋯⋯⋯⋯⋯⋯⋯⋯⋯⋯⋯⋯⋯⋯⋯⋯⋯⋯⋯⋯

W 741⋯⋯⋯⋯⋯⋯⋯⋯⋯⋯⋯⋯⋯⋯⋯⋯

wɑ 741⋯⋯⋯⋯⋯⋯⋯⋯⋯⋯⋯⋯⋯⋯⋯⋯⋯⋯

挖空心思 741⋯⋯⋯⋯⋯⋯⋯⋯⋯⋯⋯⋯⋯⋯⋯⋯⋯⋯⋯⋯⋯⋯⋯⋯⋯⋯⋯

瓦解冰消 741⋯⋯⋯⋯⋯⋯⋯⋯⋯⋯⋯⋯⋯⋯⋯⋯⋯⋯⋯⋯⋯⋯⋯⋯⋯⋯⋯

wɑi 741⋯⋯⋯⋯⋯⋯⋯⋯⋯⋯⋯⋯⋯⋯⋯⋯⋯

歪打正着 741⋯⋯⋯⋯⋯⋯⋯⋯⋯⋯⋯⋯⋯⋯⋯⋯⋯⋯⋯⋯⋯⋯⋯⋯⋯⋯⋯

歪风邪气 741⋯⋯⋯⋯⋯⋯⋯⋯⋯⋯⋯⋯⋯⋯⋯⋯⋯⋯⋯⋯⋯⋯⋯⋯⋯⋯⋯

歪门邪道 741⋯⋯⋯⋯⋯⋯⋯⋯⋯⋯⋯⋯⋯⋯⋯⋯⋯⋯⋯⋯⋯⋯⋯⋯⋯⋯⋯

外强中干 741⋯⋯⋯⋯⋯⋯⋯⋯⋯⋯⋯⋯⋯⋯⋯⋯⋯⋯⋯⋯⋯⋯⋯⋯⋯⋯⋯

wɑn 742⋯⋯⋯⋯⋯⋯⋯⋯⋯⋯⋯⋯⋯⋯⋯⋯⋯

剜肉补疮 742⋯⋯⋯⋯⋯⋯⋯⋯⋯⋯⋯⋯⋯⋯⋯⋯⋯⋯⋯⋯⋯⋯⋯⋯⋯⋯⋯

纨绔子弟 742⋯⋯⋯⋯⋯⋯⋯⋯⋯⋯⋯⋯⋯⋯⋯⋯⋯⋯⋯⋯⋯⋯⋯⋯⋯⋯⋯

完璧归赵 742⋯⋯⋯⋯⋯⋯⋯⋯⋯⋯⋯⋯⋯⋯⋯⋯⋯⋯⋯⋯⋯⋯⋯⋯⋯⋯⋯

完美无缺 742⋯⋯⋯⋯⋯⋯⋯⋯⋯⋯⋯⋯⋯⋯⋯⋯⋯⋯⋯⋯⋯⋯⋯⋯⋯⋯⋯

玩忽职守 742⋯⋯⋯⋯⋯⋯⋯⋯⋯⋯⋯⋯⋯⋯⋯⋯⋯⋯⋯⋯⋯⋯⋯⋯⋯⋯⋯

·441· 拖脱唾挖瓦歪外剜纨完玩



玩世不恭 742⋯⋯⋯⋯⋯⋯⋯⋯⋯⋯⋯⋯⋯⋯⋯⋯⋯⋯⋯⋯⋯⋯⋯⋯⋯⋯⋯

玩物丧志 742⋯⋯⋯⋯⋯⋯⋯⋯⋯⋯⋯⋯⋯⋯⋯⋯⋯⋯⋯⋯⋯⋯⋯⋯⋯⋯⋯

玩火自焚 743⋯⋯⋯⋯⋯⋯⋯⋯⋯⋯⋯⋯⋯⋯⋯⋯⋯⋯⋯⋯⋯⋯⋯⋯⋯⋯⋯

顽固不化 743⋯⋯⋯⋯⋯⋯⋯⋯⋯⋯⋯⋯⋯⋯⋯⋯⋯⋯⋯⋯⋯⋯⋯⋯⋯⋯⋯

莞尔一笑 743⋯⋯⋯⋯⋯⋯⋯⋯⋯⋯⋯⋯⋯⋯⋯⋯⋯⋯⋯⋯⋯⋯⋯⋯⋯⋯⋯

婉言谢绝 743⋯⋯⋯⋯⋯⋯⋯⋯⋯⋯⋯⋯⋯⋯⋯⋯⋯⋯⋯⋯⋯⋯⋯⋯⋯⋯⋯

万般无奈 744⋯⋯⋯⋯⋯⋯⋯⋯⋯⋯⋯⋯⋯⋯⋯⋯⋯⋯⋯⋯⋯⋯⋯⋯⋯⋯⋯

万变不离其宗 744⋯⋯⋯⋯⋯⋯⋯⋯⋯⋯⋯⋯⋯⋯⋯⋯⋯⋯⋯⋯⋯⋯⋯⋯⋯

万不得已 744⋯⋯⋯⋯⋯⋯⋯⋯⋯⋯⋯⋯⋯⋯⋯⋯⋯⋯⋯⋯⋯⋯⋯⋯⋯⋯⋯

万夫莫敌 744⋯⋯⋯⋯⋯⋯⋯⋯⋯⋯⋯⋯⋯⋯⋯⋯⋯⋯⋯⋯⋯⋯⋯⋯⋯⋯⋯

万古不变 744⋯⋯⋯⋯⋯⋯⋯⋯⋯⋯⋯⋯⋯⋯⋯⋯⋯⋯⋯⋯⋯⋯⋯⋯⋯⋯⋯

万家生佛 744⋯⋯⋯⋯⋯⋯⋯⋯⋯⋯⋯⋯⋯⋯⋯⋯⋯⋯⋯⋯⋯⋯⋯⋯⋯⋯⋯

万紫千红 744⋯⋯⋯⋯⋯⋯⋯⋯⋯⋯⋯⋯⋯⋯⋯⋯⋯⋯⋯⋯⋯⋯⋯⋯⋯⋯⋯

万古长存 744⋯⋯⋯⋯⋯⋯⋯⋯⋯⋯⋯⋯⋯⋯⋯⋯⋯⋯⋯⋯⋯⋯⋯⋯⋯⋯⋯

万古长青 745⋯⋯⋯⋯⋯⋯⋯⋯⋯⋯⋯⋯⋯⋯⋯⋯⋯⋯⋯⋯⋯⋯⋯⋯⋯⋯⋯

万古流芳 745⋯⋯⋯⋯⋯⋯⋯⋯⋯⋯⋯⋯⋯⋯⋯⋯⋯⋯⋯⋯⋯⋯⋯⋯⋯⋯⋯

万古千秋 745⋯⋯⋯⋯⋯⋯⋯⋯⋯⋯⋯⋯⋯⋯⋯⋯⋯⋯⋯⋯⋯⋯⋯⋯⋯⋯⋯

万贯家私 745⋯⋯⋯⋯⋯⋯⋯⋯⋯⋯⋯⋯⋯⋯⋯⋯⋯⋯⋯⋯⋯⋯⋯⋯⋯⋯⋯

万箭攒心 745⋯⋯⋯⋯⋯⋯⋯⋯⋯⋯⋯⋯⋯⋯⋯⋯⋯⋯⋯⋯⋯⋯⋯⋯⋯⋯⋯

万籁无声 745⋯⋯⋯⋯⋯⋯⋯⋯⋯⋯⋯⋯⋯⋯⋯⋯⋯⋯⋯⋯⋯⋯⋯⋯⋯⋯⋯

万事大吉 746⋯⋯⋯⋯⋯⋯⋯⋯⋯⋯⋯⋯⋯⋯⋯⋯⋯⋯⋯⋯⋯⋯⋯⋯⋯⋯⋯

万事亨通 746⋯⋯⋯⋯⋯⋯⋯⋯⋯⋯⋯⋯⋯⋯⋯⋯⋯⋯⋯⋯⋯⋯⋯⋯⋯⋯⋯

万死不辞 746⋯⋯⋯⋯⋯⋯⋯⋯⋯⋯⋯⋯⋯⋯⋯⋯⋯⋯⋯⋯⋯⋯⋯⋯⋯⋯⋯

万家灯火 746⋯⋯⋯⋯⋯⋯⋯⋯⋯⋯⋯⋯⋯⋯⋯⋯⋯⋯⋯⋯⋯⋯⋯⋯⋯⋯⋯

万劫不复 746⋯⋯⋯⋯⋯⋯⋯⋯⋯⋯⋯⋯⋯⋯⋯⋯⋯⋯⋯⋯⋯⋯⋯⋯⋯⋯⋯

万籁俱寂 746⋯⋯⋯⋯⋯⋯⋯⋯⋯⋯⋯⋯⋯⋯⋯⋯⋯⋯⋯⋯⋯⋯⋯⋯⋯⋯⋯

万里长城 747⋯⋯⋯⋯⋯⋯⋯⋯⋯⋯⋯⋯⋯⋯⋯⋯⋯⋯⋯⋯⋯⋯⋯⋯⋯⋯⋯

万里长征 747⋯⋯⋯⋯⋯⋯⋯⋯⋯⋯⋯⋯⋯⋯⋯⋯⋯⋯⋯⋯⋯⋯⋯⋯⋯⋯⋯

万马奔腾 747⋯⋯⋯⋯⋯⋯⋯⋯⋯⋯⋯⋯⋯⋯⋯⋯⋯⋯⋯⋯⋯⋯⋯⋯⋯⋯⋯

万马齐� 747⋯⋯⋯⋯⋯⋯⋯⋯⋯⋯⋯⋯⋯⋯⋯⋯⋯⋯⋯⋯⋯⋯⋯⋯⋯⋯⋯

万人空巷 747⋯⋯⋯⋯⋯⋯⋯⋯⋯⋯⋯⋯⋯⋯⋯⋯⋯⋯⋯⋯⋯⋯⋯⋯⋯⋯⋯

万念俱灰 747⋯⋯⋯⋯⋯⋯⋯⋯⋯⋯⋯⋯⋯⋯⋯⋯⋯⋯⋯⋯⋯⋯⋯⋯⋯⋯⋯

万事大吉 747⋯⋯⋯⋯⋯⋯⋯⋯⋯⋯⋯⋯⋯⋯⋯⋯⋯⋯⋯⋯⋯⋯⋯⋯⋯⋯⋯

万事俱备 , 只欠东风 748⋯⋯⋯⋯⋯⋯⋯⋯⋯⋯⋯⋯⋯⋯⋯⋯⋯⋯⋯⋯⋯⋯⋯

万寿无疆 748⋯⋯⋯⋯⋯⋯⋯⋯⋯⋯⋯⋯⋯⋯⋯⋯⋯⋯⋯⋯⋯⋯⋯⋯⋯⋯⋯

·541·玩顽莞婉万



万全之策 748⋯⋯⋯⋯⋯⋯⋯⋯⋯⋯⋯⋯⋯⋯⋯⋯⋯⋯⋯⋯⋯⋯⋯⋯⋯⋯⋯

万头攒动 748⋯⋯⋯⋯⋯⋯⋯⋯⋯⋯⋯⋯⋯⋯⋯⋯⋯⋯⋯⋯⋯⋯⋯⋯⋯⋯⋯

万无一失 748⋯⋯⋯⋯⋯⋯⋯⋯⋯⋯⋯⋯⋯⋯⋯⋯⋯⋯⋯⋯⋯⋯⋯⋯⋯⋯⋯

万丈高楼平地起 748⋯⋯⋯⋯⋯⋯⋯⋯⋯⋯⋯⋯⋯⋯⋯⋯⋯⋯⋯⋯⋯⋯⋯⋯

万象更新 749⋯⋯⋯⋯⋯⋯⋯⋯⋯⋯⋯⋯⋯⋯⋯⋯⋯⋯⋯⋯⋯⋯⋯⋯⋯⋯⋯

万众一心 749⋯⋯⋯⋯⋯⋯⋯⋯⋯⋯⋯⋯⋯⋯⋯⋯⋯⋯⋯⋯⋯⋯⋯⋯⋯⋯⋯

wɑnɡ 749⋯⋯⋯⋯⋯⋯⋯⋯⋯⋯⋯⋯⋯⋯⋯⋯⋯

汪洋大海 749⋯⋯⋯⋯⋯⋯⋯⋯⋯⋯⋯⋯⋯⋯⋯⋯⋯⋯⋯⋯⋯⋯⋯⋯⋯⋯⋯

亡国之音 749⋯⋯⋯⋯⋯⋯⋯⋯⋯⋯⋯⋯⋯⋯⋯⋯⋯⋯⋯⋯⋯⋯⋯⋯⋯⋯⋯

亡命之徒 749⋯⋯⋯⋯⋯⋯⋯⋯⋯⋯⋯⋯⋯⋯⋯⋯⋯⋯⋯⋯⋯⋯⋯⋯⋯⋯⋯

亡羊补牢 749⋯⋯⋯⋯⋯⋯⋯⋯⋯⋯⋯⋯⋯⋯⋯⋯⋯⋯⋯⋯⋯⋯⋯⋯⋯⋯⋯

枉费心机 750⋯⋯⋯⋯⋯⋯⋯⋯⋯⋯⋯⋯⋯⋯⋯⋯⋯⋯⋯⋯⋯⋯⋯⋯⋯⋯⋯

妄自菲薄 750⋯⋯⋯⋯⋯⋯⋯⋯⋯⋯⋯⋯⋯⋯⋯⋯⋯⋯⋯⋯⋯⋯⋯⋯⋯⋯⋯

妄自尊大 750⋯⋯⋯⋯⋯⋯⋯⋯⋯⋯⋯⋯⋯⋯⋯⋯⋯⋯⋯⋯⋯⋯⋯⋯⋯⋯⋯

忘恩负义 750⋯⋯⋯⋯⋯⋯⋯⋯⋯⋯⋯⋯⋯⋯⋯⋯⋯⋯⋯⋯⋯⋯⋯⋯⋯⋯⋯

望尘莫及 750⋯⋯⋯⋯⋯⋯⋯⋯⋯⋯⋯⋯⋯⋯⋯⋯⋯⋯⋯⋯⋯⋯⋯⋯⋯⋯⋯

望穿秋水 751⋯⋯⋯⋯⋯⋯⋯⋯⋯⋯⋯⋯⋯⋯⋯⋯⋯⋯⋯⋯⋯⋯⋯⋯⋯⋯⋯

望而生畏 751⋯⋯⋯⋯⋯⋯⋯⋯⋯⋯⋯⋯⋯⋯⋯⋯⋯⋯⋯⋯⋯⋯⋯⋯⋯⋯⋯

望而却步 751⋯⋯⋯⋯⋯⋯⋯⋯⋯⋯⋯⋯⋯⋯⋯⋯⋯⋯⋯⋯⋯⋯⋯⋯⋯⋯⋯

望风而逃 751⋯⋯⋯⋯⋯⋯⋯⋯⋯⋯⋯⋯⋯⋯⋯⋯⋯⋯⋯⋯⋯⋯⋯⋯⋯⋯⋯

望风披靡 751⋯⋯⋯⋯⋯⋯⋯⋯⋯⋯⋯⋯⋯⋯⋯⋯⋯⋯⋯⋯⋯⋯⋯⋯⋯⋯⋯

望衡对宇 751⋯⋯⋯⋯⋯⋯⋯⋯⋯⋯⋯⋯⋯⋯⋯⋯⋯⋯⋯⋯⋯⋯⋯⋯⋯⋯⋯

望眼欲穿 752⋯⋯⋯⋯⋯⋯⋯⋯⋯⋯⋯⋯⋯⋯⋯⋯⋯⋯⋯⋯⋯⋯⋯⋯⋯⋯⋯

望梅止渴 752⋯⋯⋯⋯⋯⋯⋯⋯⋯⋯⋯⋯⋯⋯⋯⋯⋯⋯⋯⋯⋯⋯⋯⋯⋯⋯⋯

望文生义 752⋯⋯⋯⋯⋯⋯⋯⋯⋯⋯⋯⋯⋯⋯⋯⋯⋯⋯⋯⋯⋯⋯⋯⋯⋯⋯⋯

望洋兴叹 752⋯⋯⋯⋯⋯⋯⋯⋯⋯⋯⋯⋯⋯⋯⋯⋯⋯⋯⋯⋯⋯⋯⋯⋯⋯⋯⋯

望子成龙 753⋯⋯⋯⋯⋯⋯⋯⋯⋯⋯⋯⋯⋯⋯⋯⋯⋯⋯⋯⋯⋯⋯⋯⋯⋯⋯⋯

wei 753⋯⋯⋯⋯⋯⋯⋯⋯⋯⋯⋯⋯⋯⋯⋯⋯⋯

危机四伏 753⋯⋯⋯⋯⋯⋯⋯⋯⋯⋯⋯⋯⋯⋯⋯⋯⋯⋯⋯⋯⋯⋯⋯⋯⋯⋯⋯

危如累卵 753⋯⋯⋯⋯⋯⋯⋯⋯⋯⋯⋯⋯⋯⋯⋯⋯⋯⋯⋯⋯⋯⋯⋯⋯⋯⋯⋯

危言耸听 753⋯⋯⋯⋯⋯⋯⋯⋯⋯⋯⋯⋯⋯⋯⋯⋯⋯⋯⋯⋯⋯⋯⋯⋯⋯⋯⋯

·641· 万汪亡枉妄忘望危



危在旦夕 753⋯⋯⋯⋯⋯⋯⋯⋯⋯⋯⋯⋯⋯⋯⋯⋯⋯⋯⋯⋯⋯⋯⋯⋯⋯⋯⋯

威信扫地 754⋯⋯⋯⋯⋯⋯⋯⋯⋯⋯⋯⋯⋯⋯⋯⋯⋯⋯⋯⋯⋯⋯⋯⋯⋯⋯⋯

威震天下 754⋯⋯⋯⋯⋯⋯⋯⋯⋯⋯⋯⋯⋯⋯⋯⋯⋯⋯⋯⋯⋯⋯⋯⋯⋯⋯⋯

威风凛凛 754⋯⋯⋯⋯⋯⋯⋯⋯⋯⋯⋯⋯⋯⋯⋯⋯⋯⋯⋯⋯⋯⋯⋯⋯⋯⋯⋯

微不足道 754⋯⋯⋯⋯⋯⋯⋯⋯⋯⋯⋯⋯⋯⋯⋯⋯⋯⋯⋯⋯⋯⋯⋯⋯⋯⋯⋯

微乎其微 754⋯⋯⋯⋯⋯⋯⋯⋯⋯⋯⋯⋯⋯⋯⋯⋯⋯⋯⋯⋯⋯⋯⋯⋯⋯⋯⋯

微言大义 754⋯⋯⋯⋯⋯⋯⋯⋯⋯⋯⋯⋯⋯⋯⋯⋯⋯⋯⋯⋯⋯⋯⋯⋯⋯⋯⋯

巍然屹立 755⋯⋯⋯⋯⋯⋯⋯⋯⋯⋯⋯⋯⋯⋯⋯⋯⋯⋯⋯⋯⋯⋯⋯⋯⋯⋯⋯

为非作歹 755⋯⋯⋯⋯⋯⋯⋯⋯⋯⋯⋯⋯⋯⋯⋯⋯⋯⋯⋯⋯⋯⋯⋯⋯⋯⋯⋯

为富不仁 755⋯⋯⋯⋯⋯⋯⋯⋯⋯⋯⋯⋯⋯⋯⋯⋯⋯⋯⋯⋯⋯⋯⋯⋯⋯⋯⋯

为所欲为 755⋯⋯⋯⋯⋯⋯⋯⋯⋯⋯⋯⋯⋯⋯⋯⋯⋯⋯⋯⋯⋯⋯⋯⋯⋯⋯⋯

违法乱纪 755⋯⋯⋯⋯⋯⋯⋯⋯⋯⋯⋯⋯⋯⋯⋯⋯⋯⋯⋯⋯⋯⋯⋯⋯⋯⋯⋯

围魏救赵 755⋯⋯⋯⋯⋯⋯⋯⋯⋯⋯⋯⋯⋯⋯⋯⋯⋯⋯⋯⋯⋯⋯⋯⋯⋯⋯⋯

唯利是图 756⋯⋯⋯⋯⋯⋯⋯⋯⋯⋯⋯⋯⋯⋯⋯⋯⋯⋯⋯⋯⋯⋯⋯⋯⋯⋯⋯

唯命是听 756⋯⋯⋯⋯⋯⋯⋯⋯⋯⋯⋯⋯⋯⋯⋯⋯⋯⋯⋯⋯⋯⋯⋯⋯⋯⋯⋯

唯我独尊 756⋯⋯⋯⋯⋯⋯⋯⋯⋯⋯⋯⋯⋯⋯⋯⋯⋯⋯⋯⋯⋯⋯⋯⋯⋯⋯⋯

唯唯连声 756⋯⋯⋯⋯⋯⋯⋯⋯⋯⋯⋯⋯⋯⋯⋯⋯⋯⋯⋯⋯⋯⋯⋯⋯⋯⋯⋯

唯唯诺诺 756⋯⋯⋯⋯⋯⋯⋯⋯⋯⋯⋯⋯⋯⋯⋯⋯⋯⋯⋯⋯⋯⋯⋯⋯⋯⋯⋯

嵬然不动 756⋯⋯⋯⋯⋯⋯⋯⋯⋯⋯⋯⋯⋯⋯⋯⋯⋯⋯⋯⋯⋯⋯⋯⋯⋯⋯⋯

惟妙惟肖 757⋯⋯⋯⋯⋯⋯⋯⋯⋯⋯⋯⋯⋯⋯⋯⋯⋯⋯⋯⋯⋯⋯⋯⋯⋯⋯⋯

尾大不掉 757⋯⋯⋯⋯⋯⋯⋯⋯⋯⋯⋯⋯⋯⋯⋯⋯⋯⋯⋯⋯⋯⋯⋯⋯⋯⋯⋯

委曲求全 757⋯⋯⋯⋯⋯⋯⋯⋯⋯⋯⋯⋯⋯⋯⋯⋯⋯⋯⋯⋯⋯⋯⋯⋯⋯⋯⋯

娓娓动听 757⋯⋯⋯⋯⋯⋯⋯⋯⋯⋯⋯⋯⋯⋯⋯⋯⋯⋯⋯⋯⋯⋯⋯⋯⋯⋯⋯

娓娓而谈 757⋯⋯⋯⋯⋯⋯⋯⋯⋯⋯⋯⋯⋯⋯⋯⋯⋯⋯⋯⋯⋯⋯⋯⋯⋯⋯⋯

萎靡不振 757⋯⋯⋯⋯⋯⋯⋯⋯⋯⋯⋯⋯⋯⋯⋯⋯⋯⋯⋯⋯⋯⋯⋯⋯⋯⋯⋯

为虎作伥 757⋯⋯⋯⋯⋯⋯⋯⋯⋯⋯⋯⋯⋯⋯⋯⋯⋯⋯⋯⋯⋯⋯⋯⋯⋯⋯⋯

为民请命 758⋯⋯⋯⋯⋯⋯⋯⋯⋯⋯⋯⋯⋯⋯⋯⋯⋯⋯⋯⋯⋯⋯⋯⋯⋯⋯⋯

为人作嫁 758⋯⋯⋯⋯⋯⋯⋯⋯⋯⋯⋯⋯⋯⋯⋯⋯⋯⋯⋯⋯⋯⋯⋯⋯⋯⋯⋯

为渊驱鱼 , 为丛驱雀 758⋯⋯⋯⋯⋯⋯⋯⋯⋯⋯⋯⋯⋯⋯⋯⋯⋯⋯⋯⋯⋯⋯⋯

未卜先知 758⋯⋯⋯⋯⋯⋯⋯⋯⋯⋯⋯⋯⋯⋯⋯⋯⋯⋯⋯⋯⋯⋯⋯⋯⋯⋯⋯

未老先衰 758⋯⋯⋯⋯⋯⋯⋯⋯⋯⋯⋯⋯⋯⋯⋯⋯⋯⋯⋯⋯⋯⋯⋯⋯⋯⋯⋯

未能免俗 759⋯⋯⋯⋯⋯⋯⋯⋯⋯⋯⋯⋯⋯⋯⋯⋯⋯⋯⋯⋯⋯⋯⋯⋯⋯⋯⋯

未雨绸缪 759⋯⋯⋯⋯⋯⋯⋯⋯⋯⋯⋯⋯⋯⋯⋯⋯⋯⋯⋯⋯⋯⋯⋯⋯⋯⋯⋯

味同嚼蜡 759⋯⋯⋯⋯⋯⋯⋯⋯⋯⋯⋯⋯⋯⋯⋯⋯⋯⋯⋯⋯⋯⋯⋯⋯⋯⋯⋯

畏首畏尾 759⋯⋯⋯⋯⋯⋯⋯⋯⋯⋯⋯⋯⋯⋯⋯⋯⋯⋯⋯⋯⋯⋯⋯⋯⋯⋯⋯

·741·危威微巍为违围唯嵬惟尾委娓萎为未味畏



畏缩不前 759⋯⋯⋯⋯⋯⋯⋯⋯⋯⋯⋯⋯⋯⋯⋯⋯⋯⋯⋯⋯⋯⋯⋯⋯⋯⋯⋯

蔚然成风 759⋯⋯⋯⋯⋯⋯⋯⋯⋯⋯⋯⋯⋯⋯⋯⋯⋯⋯⋯⋯⋯⋯⋯⋯⋯⋯⋯

蔚为大观 759⋯⋯⋯⋯⋯⋯⋯⋯⋯⋯⋯⋯⋯⋯⋯⋯⋯⋯⋯⋯⋯⋯⋯⋯⋯⋯⋯

wen 760⋯⋯⋯⋯⋯⋯⋯⋯⋯⋯⋯⋯⋯⋯⋯⋯⋯

温故知新 760⋯⋯⋯⋯⋯⋯⋯⋯⋯⋯⋯⋯⋯⋯⋯⋯⋯⋯⋯⋯⋯⋯⋯⋯⋯⋯⋯

温良恭俭让 760⋯⋯⋯⋯⋯⋯⋯⋯⋯⋯⋯⋯⋯⋯⋯⋯⋯⋯⋯⋯⋯⋯⋯⋯⋯⋯

温情脉脉 760⋯⋯⋯⋯⋯⋯⋯⋯⋯⋯⋯⋯⋯⋯⋯⋯⋯⋯⋯⋯⋯⋯⋯⋯⋯⋯⋯

温文尔雅 760⋯⋯⋯⋯⋯⋯⋯⋯⋯⋯⋯⋯⋯⋯⋯⋯⋯⋯⋯⋯⋯⋯⋯⋯⋯⋯⋯

文不对题 760⋯⋯⋯⋯⋯⋯⋯⋯⋯⋯⋯⋯⋯⋯⋯⋯⋯⋯⋯⋯⋯⋯⋯⋯⋯⋯⋯

文风不动 760⋯⋯⋯⋯⋯⋯⋯⋯⋯⋯⋯⋯⋯⋯⋯⋯⋯⋯⋯⋯⋯⋯⋯⋯⋯⋯⋯

文从字顺 761⋯⋯⋯⋯⋯⋯⋯⋯⋯⋯⋯⋯⋯⋯⋯⋯⋯⋯⋯⋯⋯⋯⋯⋯⋯⋯⋯

文房四宝 761⋯⋯⋯⋯⋯⋯⋯⋯⋯⋯⋯⋯⋯⋯⋯⋯⋯⋯⋯⋯⋯⋯⋯⋯⋯⋯⋯

文过饰非 761⋯⋯⋯⋯⋯⋯⋯⋯⋯⋯⋯⋯⋯⋯⋯⋯⋯⋯⋯⋯⋯⋯⋯⋯⋯⋯⋯

文人相轻 761⋯⋯⋯⋯⋯⋯⋯⋯⋯⋯⋯⋯⋯⋯⋯⋯⋯⋯⋯⋯⋯⋯⋯⋯⋯⋯⋯

文如其人 761⋯⋯⋯⋯⋯⋯⋯⋯⋯⋯⋯⋯⋯⋯⋯⋯⋯⋯⋯⋯⋯⋯⋯⋯⋯⋯⋯

文恬武嬉 761⋯⋯⋯⋯⋯⋯⋯⋯⋯⋯⋯⋯⋯⋯⋯⋯⋯⋯⋯⋯⋯⋯⋯⋯⋯⋯⋯

文武双全 761⋯⋯⋯⋯⋯⋯⋯⋯⋯⋯⋯⋯⋯⋯⋯⋯⋯⋯⋯⋯⋯⋯⋯⋯⋯⋯⋯

文江学海 762⋯⋯⋯⋯⋯⋯⋯⋯⋯⋯⋯⋯⋯⋯⋯⋯⋯⋯⋯⋯⋯⋯⋯⋯⋯⋯⋯

文君新寡 762⋯⋯⋯⋯⋯⋯⋯⋯⋯⋯⋯⋯⋯⋯⋯⋯⋯⋯⋯⋯⋯⋯⋯⋯⋯⋯⋯

文治武功 762⋯⋯⋯⋯⋯⋯⋯⋯⋯⋯⋯⋯⋯⋯⋯⋯⋯⋯⋯⋯⋯⋯⋯⋯⋯⋯⋯

文无定法 762⋯⋯⋯⋯⋯⋯⋯⋯⋯⋯⋯⋯⋯⋯⋯⋯⋯⋯⋯⋯⋯⋯⋯⋯⋯⋯⋯

文责自负 762⋯⋯⋯⋯⋯⋯⋯⋯⋯⋯⋯⋯⋯⋯⋯⋯⋯⋯⋯⋯⋯⋯⋯⋯⋯⋯⋯

文过其实 762⋯⋯⋯⋯⋯⋯⋯⋯⋯⋯⋯⋯⋯⋯⋯⋯⋯⋯⋯⋯⋯⋯⋯⋯⋯⋯⋯

文韬武略 762⋯⋯⋯⋯⋯⋯⋯⋯⋯⋯⋯⋯⋯⋯⋯⋯⋯⋯⋯⋯⋯⋯⋯⋯⋯⋯⋯

文武全才 762⋯⋯⋯⋯⋯⋯⋯⋯⋯⋯⋯⋯⋯⋯⋯⋯⋯⋯⋯⋯⋯⋯⋯⋯⋯⋯⋯

文武之道 , 一张一弛 763⋯⋯⋯⋯⋯⋯⋯⋯⋯⋯⋯⋯⋯⋯⋯⋯⋯⋯⋯⋯⋯⋯⋯

文以载道 763⋯⋯⋯⋯⋯⋯⋯⋯⋯⋯⋯⋯⋯⋯⋯⋯⋯⋯⋯⋯⋯⋯⋯⋯⋯⋯⋯

文质彬彬 763⋯⋯⋯⋯⋯⋯⋯⋯⋯⋯⋯⋯⋯⋯⋯⋯⋯⋯⋯⋯⋯⋯⋯⋯⋯⋯⋯

纹丝不动 763⋯⋯⋯⋯⋯⋯⋯⋯⋯⋯⋯⋯⋯⋯⋯⋯⋯⋯⋯⋯⋯⋯⋯⋯⋯⋯⋯

闻风而起 763⋯⋯⋯⋯⋯⋯⋯⋯⋯⋯⋯⋯⋯⋯⋯⋯⋯⋯⋯⋯⋯⋯⋯⋯⋯⋯⋯

闻风丧胆 764⋯⋯⋯⋯⋯⋯⋯⋯⋯⋯⋯⋯⋯⋯⋯⋯⋯⋯⋯⋯⋯⋯⋯⋯⋯⋯⋯

闻过则喜 764⋯⋯⋯⋯⋯⋯⋯⋯⋯⋯⋯⋯⋯⋯⋯⋯⋯⋯⋯⋯⋯⋯⋯⋯⋯⋯⋯

闻鸡起舞 764⋯⋯⋯⋯⋯⋯⋯⋯⋯⋯⋯⋯⋯⋯⋯⋯⋯⋯⋯⋯⋯⋯⋯⋯⋯⋯⋯

·841· 畏蔚温文纹闻



闻所未闻 764⋯⋯⋯⋯⋯⋯⋯⋯⋯⋯⋯⋯⋯⋯⋯⋯⋯⋯⋯⋯⋯⋯⋯⋯⋯⋯⋯

刎颈之交 764⋯⋯⋯⋯⋯⋯⋯⋯⋯⋯⋯⋯⋯⋯⋯⋯⋯⋯⋯⋯⋯⋯⋯⋯⋯⋯⋯

稳操胜券 764⋯⋯⋯⋯⋯⋯⋯⋯⋯⋯⋯⋯⋯⋯⋯⋯⋯⋯⋯⋯⋯⋯⋯⋯⋯⋯⋯

稳如泰山 764⋯⋯⋯⋯⋯⋯⋯⋯⋯⋯⋯⋯⋯⋯⋯⋯⋯⋯⋯⋯⋯⋯⋯⋯⋯⋯⋯

稳扎稳打 765⋯⋯⋯⋯⋯⋯⋯⋯⋯⋯⋯⋯⋯⋯⋯⋯⋯⋯⋯⋯⋯⋯⋯⋯⋯⋯⋯

问长问短 765⋯⋯⋯⋯⋯⋯⋯⋯⋯⋯⋯⋯⋯⋯⋯⋯⋯⋯⋯⋯⋯⋯⋯⋯⋯⋯⋯

问道于盲 765⋯⋯⋯⋯⋯⋯⋯⋯⋯⋯⋯⋯⋯⋯⋯⋯⋯⋯⋯⋯⋯⋯⋯⋯⋯⋯⋯

问寒问暖 765⋯⋯⋯⋯⋯⋯⋯⋯⋯⋯⋯⋯⋯⋯⋯⋯⋯⋯⋯⋯⋯⋯⋯⋯⋯⋯⋯

问心无愧 765⋯⋯⋯⋯⋯⋯⋯⋯⋯⋯⋯⋯⋯⋯⋯⋯⋯⋯⋯⋯⋯⋯⋯⋯⋯⋯⋯

问罪之师 765⋯⋯⋯⋯⋯⋯⋯⋯⋯⋯⋯⋯⋯⋯⋯⋯⋯⋯⋯⋯⋯⋯⋯⋯⋯⋯⋯

wenɡ 766⋯⋯⋯⋯⋯⋯⋯⋯⋯⋯⋯⋯⋯⋯⋯⋯⋯

瓮牖绳枢 766⋯⋯⋯⋯⋯⋯⋯⋯⋯⋯⋯⋯⋯⋯⋯⋯⋯⋯⋯⋯⋯⋯⋯⋯⋯⋯⋯

瓮中捉鳖 766⋯⋯⋯⋯⋯⋯⋯⋯⋯⋯⋯⋯⋯⋯⋯⋯⋯⋯⋯⋯⋯⋯⋯⋯⋯⋯⋯

wo 766⋯⋯⋯⋯⋯⋯⋯⋯⋯⋯⋯⋯⋯⋯⋯⋯⋯⋯

蜗角虚名 , 蝇头微利 766⋯⋯⋯⋯⋯⋯⋯⋯⋯⋯⋯⋯⋯⋯⋯⋯⋯⋯⋯⋯⋯⋯⋯

我行我素 766⋯⋯⋯⋯⋯⋯⋯⋯⋯⋯⋯⋯⋯⋯⋯⋯⋯⋯⋯⋯⋯⋯⋯⋯⋯⋯⋯

卧不安席 , 食不甘味 766⋯⋯⋯⋯⋯⋯⋯⋯⋯⋯⋯⋯⋯⋯⋯⋯⋯⋯⋯⋯⋯⋯⋯

卧薪尝胆 767⋯⋯⋯⋯⋯⋯⋯⋯⋯⋯⋯⋯⋯⋯⋯⋯⋯⋯⋯⋯⋯⋯⋯⋯⋯⋯⋯

握手言和 767⋯⋯⋯⋯⋯⋯⋯⋯⋯⋯⋯⋯⋯⋯⋯⋯⋯⋯⋯⋯⋯⋯⋯⋯⋯⋯⋯

wu 767⋯⋯⋯⋯⋯⋯⋯⋯⋯⋯⋯⋯⋯⋯⋯⋯⋯⋯

乌合之众 767⋯⋯⋯⋯⋯⋯⋯⋯⋯⋯⋯⋯⋯⋯⋯⋯⋯⋯⋯⋯⋯⋯⋯⋯⋯⋯⋯

乌七八糟 767⋯⋯⋯⋯⋯⋯⋯⋯⋯⋯⋯⋯⋯⋯⋯⋯⋯⋯⋯⋯⋯⋯⋯⋯⋯⋯⋯

乌烟瘴气 767⋯⋯⋯⋯⋯⋯⋯⋯⋯⋯⋯⋯⋯⋯⋯⋯⋯⋯⋯⋯⋯⋯⋯⋯⋯⋯⋯

污泥浊水 767⋯⋯⋯⋯⋯⋯⋯⋯⋯⋯⋯⋯⋯⋯⋯⋯⋯⋯⋯⋯⋯⋯⋯⋯⋯⋯⋯

呜呼哀哉 768⋯⋯⋯⋯⋯⋯⋯⋯⋯⋯⋯⋯⋯⋯⋯⋯⋯⋯⋯⋯⋯⋯⋯⋯⋯⋯⋯

屋上建瓴 768⋯⋯⋯⋯⋯⋯⋯⋯⋯⋯⋯⋯⋯⋯⋯⋯⋯⋯⋯⋯⋯⋯⋯⋯⋯⋯⋯

无本之木 , 无源之水 768⋯⋯⋯⋯⋯⋯⋯⋯⋯⋯⋯⋯⋯⋯⋯⋯⋯⋯⋯⋯⋯⋯⋯

无边无际 768⋯⋯⋯⋯⋯⋯⋯⋯⋯⋯⋯⋯⋯⋯⋯⋯⋯⋯⋯⋯⋯⋯⋯⋯⋯⋯⋯

无病呻吟 768⋯⋯⋯⋯⋯⋯⋯⋯⋯⋯⋯⋯⋯⋯⋯⋯⋯⋯⋯⋯⋯⋯⋯⋯⋯⋯⋯

·941·闻刎稳问瓮蜗我卧握乌污呜屋无



无耻之尤 769⋯⋯⋯⋯⋯⋯⋯⋯⋯⋯⋯⋯⋯⋯⋯⋯⋯⋯⋯⋯⋯⋯⋯⋯⋯⋯⋯

无出其右 769⋯⋯⋯⋯⋯⋯⋯⋯⋯⋯⋯⋯⋯⋯⋯⋯⋯⋯⋯⋯⋯⋯⋯⋯⋯⋯⋯

无地自容 769⋯⋯⋯⋯⋯⋯⋯⋯⋯⋯⋯⋯⋯⋯⋯⋯⋯⋯⋯⋯⋯⋯⋯⋯⋯⋯⋯

无的放矢 769⋯⋯⋯⋯⋯⋯⋯⋯⋯⋯⋯⋯⋯⋯⋯⋯⋯⋯⋯⋯⋯⋯⋯⋯⋯⋯⋯

无动于衷 769⋯⋯⋯⋯⋯⋯⋯⋯⋯⋯⋯⋯⋯⋯⋯⋯⋯⋯⋯⋯⋯⋯⋯⋯⋯⋯⋯

无独有偶 769⋯⋯⋯⋯⋯⋯⋯⋯⋯⋯⋯⋯⋯⋯⋯⋯⋯⋯⋯⋯⋯⋯⋯⋯⋯⋯⋯

无恶不作 770⋯⋯⋯⋯⋯⋯⋯⋯⋯⋯⋯⋯⋯⋯⋯⋯⋯⋯⋯⋯⋯⋯⋯⋯⋯⋯⋯

无法无天 770⋯⋯⋯⋯⋯⋯⋯⋯⋯⋯⋯⋯⋯⋯⋯⋯⋯⋯⋯⋯⋯⋯⋯⋯⋯⋯⋯

无风不起浪 770⋯⋯⋯⋯⋯⋯⋯⋯⋯⋯⋯⋯⋯⋯⋯⋯⋯⋯⋯⋯⋯⋯⋯⋯⋯⋯

无功受禄 770⋯⋯⋯⋯⋯⋯⋯⋯⋯⋯⋯⋯⋯⋯⋯⋯⋯⋯⋯⋯⋯⋯⋯⋯⋯⋯⋯

无稽之谈 770⋯⋯⋯⋯⋯⋯⋯⋯⋯⋯⋯⋯⋯⋯⋯⋯⋯⋯⋯⋯⋯⋯⋯⋯⋯⋯⋯

无济于事 770⋯⋯⋯⋯⋯⋯⋯⋯⋯⋯⋯⋯⋯⋯⋯⋯⋯⋯⋯⋯⋯⋯⋯⋯⋯⋯⋯

无价之宝 771⋯⋯⋯⋯⋯⋯⋯⋯⋯⋯⋯⋯⋯⋯⋯⋯⋯⋯⋯⋯⋯⋯⋯⋯⋯⋯⋯

无坚不摧 771⋯⋯⋯⋯⋯⋯⋯⋯⋯⋯⋯⋯⋯⋯⋯⋯⋯⋯⋯⋯⋯⋯⋯⋯⋯⋯⋯

无拘无束 771⋯⋯⋯⋯⋯⋯⋯⋯⋯⋯⋯⋯⋯⋯⋯⋯⋯⋯⋯⋯⋯⋯⋯⋯⋯⋯⋯

无可比拟 771⋯⋯⋯⋯⋯⋯⋯⋯⋯⋯⋯⋯⋯⋯⋯⋯⋯⋯⋯⋯⋯⋯⋯⋯⋯⋯⋯

无可辩驳 771⋯⋯⋯⋯⋯⋯⋯⋯⋯⋯⋯⋯⋯⋯⋯⋯⋯⋯⋯⋯⋯⋯⋯⋯⋯⋯⋯

无可非议 771⋯⋯⋯⋯⋯⋯⋯⋯⋯⋯⋯⋯⋯⋯⋯⋯⋯⋯⋯⋯⋯⋯⋯⋯⋯⋯⋯

无可厚非 772⋯⋯⋯⋯⋯⋯⋯⋯⋯⋯⋯⋯⋯⋯⋯⋯⋯⋯⋯⋯⋯⋯⋯⋯⋯⋯⋯

无可奈何 772⋯⋯⋯⋯⋯⋯⋯⋯⋯⋯⋯⋯⋯⋯⋯⋯⋯⋯⋯⋯⋯⋯⋯⋯⋯⋯⋯

无可无不可 772⋯⋯⋯⋯⋯⋯⋯⋯⋯⋯⋯⋯⋯⋯⋯⋯⋯⋯⋯⋯⋯⋯⋯⋯⋯⋯

无孔不入 772⋯⋯⋯⋯⋯⋯⋯⋯⋯⋯⋯⋯⋯⋯⋯⋯⋯⋯⋯⋯⋯⋯⋯⋯⋯⋯⋯

无理取闹 772⋯⋯⋯⋯⋯⋯⋯⋯⋯⋯⋯⋯⋯⋯⋯⋯⋯⋯⋯⋯⋯⋯⋯⋯⋯⋯⋯

无论如何 772⋯⋯⋯⋯⋯⋯⋯⋯⋯⋯⋯⋯⋯⋯⋯⋯⋯⋯⋯⋯⋯⋯⋯⋯⋯⋯⋯

无名小卒 772⋯⋯⋯⋯⋯⋯⋯⋯⋯⋯⋯⋯⋯⋯⋯⋯⋯⋯⋯⋯⋯⋯⋯⋯⋯⋯⋯

无明业火 773⋯⋯⋯⋯⋯⋯⋯⋯⋯⋯⋯⋯⋯⋯⋯⋯⋯⋯⋯⋯⋯⋯⋯⋯⋯⋯⋯

无能为力 773⋯⋯⋯⋯⋯⋯⋯⋯⋯⋯⋯⋯⋯⋯⋯⋯⋯⋯⋯⋯⋯⋯⋯⋯⋯⋯⋯

无奇不有 773⋯⋯⋯⋯⋯⋯⋯⋯⋯⋯⋯⋯⋯⋯⋯⋯⋯⋯⋯⋯⋯⋯⋯⋯⋯⋯⋯

无穷无尽 773⋯⋯⋯⋯⋯⋯⋯⋯⋯⋯⋯⋯⋯⋯⋯⋯⋯⋯⋯⋯⋯⋯⋯⋯⋯⋯⋯

无人问津 773⋯⋯⋯⋯⋯⋯⋯⋯⋯⋯⋯⋯⋯⋯⋯⋯⋯⋯⋯⋯⋯⋯⋯⋯⋯⋯⋯

无伤大雅 773⋯⋯⋯⋯⋯⋯⋯⋯⋯⋯⋯⋯⋯⋯⋯⋯⋯⋯⋯⋯⋯⋯⋯⋯⋯⋯⋯

无声无息 774⋯⋯⋯⋯⋯⋯⋯⋯⋯⋯⋯⋯⋯⋯⋯⋯⋯⋯⋯⋯⋯⋯⋯⋯⋯⋯⋯

无时无刻 774⋯⋯⋯⋯⋯⋯⋯⋯⋯⋯⋯⋯⋯⋯⋯⋯⋯⋯⋯⋯⋯⋯⋯⋯⋯⋯⋯

无事不登三宝殿 774⋯⋯⋯⋯⋯⋯⋯⋯⋯⋯⋯⋯⋯⋯⋯⋯⋯⋯⋯⋯⋯⋯⋯⋯

无事生非 774⋯⋯⋯⋯⋯⋯⋯⋯⋯⋯⋯⋯⋯⋯⋯⋯⋯⋯⋯⋯⋯⋯⋯⋯⋯⋯⋯

·051· 无



无所不为 774⋯⋯⋯⋯⋯⋯⋯⋯⋯⋯⋯⋯⋯⋯⋯⋯⋯⋯⋯⋯⋯⋯⋯⋯⋯⋯⋯

无所不用其极 774⋯⋯⋯⋯⋯⋯⋯⋯⋯⋯⋯⋯⋯⋯⋯⋯⋯⋯⋯⋯⋯⋯⋯⋯⋯

无所不有 775⋯⋯⋯⋯⋯⋯⋯⋯⋯⋯⋯⋯⋯⋯⋯⋯⋯⋯⋯⋯⋯⋯⋯⋯⋯⋯⋯

无所不在 775⋯⋯⋯⋯⋯⋯⋯⋯⋯⋯⋯⋯⋯⋯⋯⋯⋯⋯⋯⋯⋯⋯⋯⋯⋯⋯⋯

无所不至 775⋯⋯⋯⋯⋯⋯⋯⋯⋯⋯⋯⋯⋯⋯⋯⋯⋯⋯⋯⋯⋯⋯⋯⋯⋯⋯⋯

无所适从 775⋯⋯⋯⋯⋯⋯⋯⋯⋯⋯⋯⋯⋯⋯⋯⋯⋯⋯⋯⋯⋯⋯⋯⋯⋯⋯⋯

无所作为 775⋯⋯⋯⋯⋯⋯⋯⋯⋯⋯⋯⋯⋯⋯⋯⋯⋯⋯⋯⋯⋯⋯⋯⋯⋯⋯⋯

无妄之灾 775⋯⋯⋯⋯⋯⋯⋯⋯⋯⋯⋯⋯⋯⋯⋯⋯⋯⋯⋯⋯⋯⋯⋯⋯⋯⋯⋯

无微不至 776⋯⋯⋯⋯⋯⋯⋯⋯⋯⋯⋯⋯⋯⋯⋯⋯⋯⋯⋯⋯⋯⋯⋯⋯⋯⋯⋯

无隙可乘 776⋯⋯⋯⋯⋯⋯⋯⋯⋯⋯⋯⋯⋯⋯⋯⋯⋯⋯⋯⋯⋯⋯⋯⋯⋯⋯⋯

无庸赘述 776⋯⋯⋯⋯⋯⋯⋯⋯⋯⋯⋯⋯⋯⋯⋯⋯⋯⋯⋯⋯⋯⋯⋯⋯⋯⋯⋯

无懈可击 776⋯⋯⋯⋯⋯⋯⋯⋯⋯⋯⋯⋯⋯⋯⋯⋯⋯⋯⋯⋯⋯⋯⋯⋯⋯⋯⋯

无以复加 776⋯⋯⋯⋯⋯⋯⋯⋯⋯⋯⋯⋯⋯⋯⋯⋯⋯⋯⋯⋯⋯⋯⋯⋯⋯⋯⋯

无依无靠 776⋯⋯⋯⋯⋯⋯⋯⋯⋯⋯⋯⋯⋯⋯⋯⋯⋯⋯⋯⋯⋯⋯⋯⋯⋯⋯⋯

无庸讳言 777⋯⋯⋯⋯⋯⋯⋯⋯⋯⋯⋯⋯⋯⋯⋯⋯⋯⋯⋯⋯⋯⋯⋯⋯⋯⋯⋯

无与伦比 777⋯⋯⋯⋯⋯⋯⋯⋯⋯⋯⋯⋯⋯⋯⋯⋯⋯⋯⋯⋯⋯⋯⋯⋯⋯⋯⋯

无中生有 777⋯⋯⋯⋯⋯⋯⋯⋯⋯⋯⋯⋯⋯⋯⋯⋯⋯⋯⋯⋯⋯⋯⋯⋯⋯⋯⋯

无忧无虑 777⋯⋯⋯⋯⋯⋯⋯⋯⋯⋯⋯⋯⋯⋯⋯⋯⋯⋯⋯⋯⋯⋯⋯⋯⋯⋯⋯

无缘无故 777⋯⋯⋯⋯⋯⋯⋯⋯⋯⋯⋯⋯⋯⋯⋯⋯⋯⋯⋯⋯⋯⋯⋯⋯⋯⋯⋯

无足轻重 777⋯⋯⋯⋯⋯⋯⋯⋯⋯⋯⋯⋯⋯⋯⋯⋯⋯⋯⋯⋯⋯⋯⋯⋯⋯⋯⋯

五彩缤纷 778⋯⋯⋯⋯⋯⋯⋯⋯⋯⋯⋯⋯⋯⋯⋯⋯⋯⋯⋯⋯⋯⋯⋯⋯⋯⋯⋯

五短身材 778⋯⋯⋯⋯⋯⋯⋯⋯⋯⋯⋯⋯⋯⋯⋯⋯⋯⋯⋯⋯⋯⋯⋯⋯⋯⋯⋯

五谷丰登 778⋯⋯⋯⋯⋯⋯⋯⋯⋯⋯⋯⋯⋯⋯⋯⋯⋯⋯⋯⋯⋯⋯⋯⋯⋯⋯⋯

五光十色 778⋯⋯⋯⋯⋯⋯⋯⋯⋯⋯⋯⋯⋯⋯⋯⋯⋯⋯⋯⋯⋯⋯⋯⋯⋯⋯⋯

五湖四海 778⋯⋯⋯⋯⋯⋯⋯⋯⋯⋯⋯⋯⋯⋯⋯⋯⋯⋯⋯⋯⋯⋯⋯⋯⋯⋯⋯

五花八门 778⋯⋯⋯⋯⋯⋯⋯⋯⋯⋯⋯⋯⋯⋯⋯⋯⋯⋯⋯⋯⋯⋯⋯⋯⋯⋯⋯

五内如焚 779⋯⋯⋯⋯⋯⋯⋯⋯⋯⋯⋯⋯⋯⋯⋯⋯⋯⋯⋯⋯⋯⋯⋯⋯⋯⋯⋯

五世同堂 779⋯⋯⋯⋯⋯⋯⋯⋯⋯⋯⋯⋯⋯⋯⋯⋯⋯⋯⋯⋯⋯⋯⋯⋯⋯⋯⋯

五花大绑 779⋯⋯⋯⋯⋯⋯⋯⋯⋯⋯⋯⋯⋯⋯⋯⋯⋯⋯⋯⋯⋯⋯⋯⋯⋯⋯⋯

五黄六月 779⋯⋯⋯⋯⋯⋯⋯⋯⋯⋯⋯⋯⋯⋯⋯⋯⋯⋯⋯⋯⋯⋯⋯⋯⋯⋯⋯

五马分尸 779⋯⋯⋯⋯⋯⋯⋯⋯⋯⋯⋯⋯⋯⋯⋯⋯⋯⋯⋯⋯⋯⋯⋯⋯⋯⋯⋯

五十步笑百步 779⋯⋯⋯⋯⋯⋯⋯⋯⋯⋯⋯⋯⋯⋯⋯⋯⋯⋯⋯⋯⋯⋯⋯⋯⋯

五体投地 779⋯⋯⋯⋯⋯⋯⋯⋯⋯⋯⋯⋯⋯⋯⋯⋯⋯⋯⋯⋯⋯⋯⋯⋯⋯⋯⋯

五颜六色 780⋯⋯⋯⋯⋯⋯⋯⋯⋯⋯⋯⋯⋯⋯⋯⋯⋯⋯⋯⋯⋯⋯⋯⋯⋯⋯⋯

五洲四海 780⋯⋯⋯⋯⋯⋯⋯⋯⋯⋯⋯⋯⋯⋯⋯⋯⋯⋯⋯⋯⋯⋯⋯⋯⋯⋯⋯

·151·无五



五脏六腑 780⋯⋯⋯⋯⋯⋯⋯⋯⋯⋯⋯⋯⋯⋯⋯⋯⋯⋯⋯⋯⋯⋯⋯⋯⋯⋯⋯

舞文弄墨 780⋯⋯⋯⋯⋯⋯⋯⋯⋯⋯⋯⋯⋯⋯⋯⋯⋯⋯⋯⋯⋯⋯⋯⋯⋯⋯⋯

勿谓言之不预 780⋯⋯⋯⋯⋯⋯⋯⋯⋯⋯⋯⋯⋯⋯⋯⋯⋯⋯⋯⋯⋯⋯⋯⋯⋯

物极必反 780⋯⋯⋯⋯⋯⋯⋯⋯⋯⋯⋯⋯⋯⋯⋯⋯⋯⋯⋯⋯⋯⋯⋯⋯⋯⋯⋯

物尽其用 781⋯⋯⋯⋯⋯⋯⋯⋯⋯⋯⋯⋯⋯⋯⋯⋯⋯⋯⋯⋯⋯⋯⋯⋯⋯⋯⋯

物是人非 781⋯⋯⋯⋯⋯⋯⋯⋯⋯⋯⋯⋯⋯⋯⋯⋯⋯⋯⋯⋯⋯⋯⋯⋯⋯⋯⋯

物以类聚 , 人以群分 781⋯⋯⋯⋯⋯⋯⋯⋯⋯⋯⋯⋯⋯⋯⋯⋯⋯⋯⋯⋯⋯⋯⋯

物以稀为贵 781⋯⋯⋯⋯⋯⋯⋯⋯⋯⋯⋯⋯⋯⋯⋯⋯⋯⋯⋯⋯⋯⋯⋯⋯⋯⋯

误人子弟 782⋯⋯⋯⋯⋯⋯⋯⋯⋯⋯⋯⋯⋯⋯⋯⋯⋯⋯⋯⋯⋯⋯⋯⋯⋯⋯⋯

误入歧途 782⋯⋯⋯⋯⋯⋯⋯⋯⋯⋯⋯⋯⋯⋯⋯⋯⋯⋯⋯⋯⋯⋯⋯⋯⋯⋯⋯

雾里看花 782⋯⋯⋯⋯⋯⋯⋯⋯⋯⋯⋯⋯⋯⋯⋯⋯⋯⋯⋯⋯⋯⋯⋯⋯⋯⋯⋯

X 783⋯⋯⋯⋯⋯⋯⋯⋯⋯⋯⋯⋯⋯⋯⋯⋯

xi 783⋯⋯⋯⋯⋯⋯⋯⋯⋯⋯⋯⋯⋯⋯⋯⋯⋯⋯

夕阳西下 783⋯⋯⋯⋯⋯⋯⋯⋯⋯⋯⋯⋯⋯⋯⋯⋯⋯⋯⋯⋯⋯⋯⋯⋯⋯⋯⋯

西装革履 783⋯⋯⋯⋯⋯⋯⋯⋯⋯⋯⋯⋯⋯⋯⋯⋯⋯⋯⋯⋯⋯⋯⋯⋯⋯⋯⋯

希世之宝 783⋯⋯⋯⋯⋯⋯⋯⋯⋯⋯⋯⋯⋯⋯⋯⋯⋯⋯⋯⋯⋯⋯⋯⋯⋯⋯⋯

息事宁人 783⋯⋯⋯⋯⋯⋯⋯⋯⋯⋯⋯⋯⋯⋯⋯⋯⋯⋯⋯⋯⋯⋯⋯⋯⋯⋯⋯

息息相通 783⋯⋯⋯⋯⋯⋯⋯⋯⋯⋯⋯⋯⋯⋯⋯⋯⋯⋯⋯⋯⋯⋯⋯⋯⋯⋯⋯

惜墨如金 783⋯⋯⋯⋯⋯⋯⋯⋯⋯⋯⋯⋯⋯⋯⋯⋯⋯⋯⋯⋯⋯⋯⋯⋯⋯⋯⋯

熙熙攘攘 784⋯⋯⋯⋯⋯⋯⋯⋯⋯⋯⋯⋯⋯⋯⋯⋯⋯⋯⋯⋯⋯⋯⋯⋯⋯⋯⋯

嬉皮笑脸 784⋯⋯⋯⋯⋯⋯⋯⋯⋯⋯⋯⋯⋯⋯⋯⋯⋯⋯⋯⋯⋯⋯⋯⋯⋯⋯⋯

嬉笑怒骂 784⋯⋯⋯⋯⋯⋯⋯⋯⋯⋯⋯⋯⋯⋯⋯⋯⋯⋯⋯⋯⋯⋯⋯⋯⋯⋯⋯

习非成是 784⋯⋯⋯⋯⋯⋯⋯⋯⋯⋯⋯⋯⋯⋯⋯⋯⋯⋯⋯⋯⋯⋯⋯⋯⋯⋯⋯

习惯成自然 784⋯⋯⋯⋯⋯⋯⋯⋯⋯⋯⋯⋯⋯⋯⋯⋯⋯⋯⋯⋯⋯⋯⋯⋯⋯⋯

习以为常 784⋯⋯⋯⋯⋯⋯⋯⋯⋯⋯⋯⋯⋯⋯⋯⋯⋯⋯⋯⋯⋯⋯⋯⋯⋯⋯⋯

席不暇暖 785⋯⋯⋯⋯⋯⋯⋯⋯⋯⋯⋯⋯⋯⋯⋯⋯⋯⋯⋯⋯⋯⋯⋯⋯⋯⋯⋯

席地而坐 785⋯⋯⋯⋯⋯⋯⋯⋯⋯⋯⋯⋯⋯⋯⋯⋯⋯⋯⋯⋯⋯⋯⋯⋯⋯⋯⋯

洗耳恭听 785⋯⋯⋯⋯⋯⋯⋯⋯⋯⋯⋯⋯⋯⋯⋯⋯⋯⋯⋯⋯⋯⋯⋯⋯⋯⋯⋯

洗心革面 785⋯⋯⋯⋯⋯⋯⋯⋯⋯⋯⋯⋯⋯⋯⋯⋯⋯⋯⋯⋯⋯⋯⋯⋯⋯⋯⋯

·251· 五舞勿物误雾夕西希息惜熙嬉习席洗



喜不自胜 785⋯⋯⋯⋯⋯⋯⋯⋯⋯⋯⋯⋯⋯⋯⋯⋯⋯⋯⋯⋯⋯⋯⋯⋯⋯⋯⋯

喜出望外 785⋯⋯⋯⋯⋯⋯⋯⋯⋯⋯⋯⋯⋯⋯⋯⋯⋯⋯⋯⋯⋯⋯⋯⋯⋯⋯⋯

喜从天降 786⋯⋯⋯⋯⋯⋯⋯⋯⋯⋯⋯⋯⋯⋯⋯⋯⋯⋯⋯⋯⋯⋯⋯⋯⋯⋯⋯

喜怒哀乐 786⋯⋯⋯⋯⋯⋯⋯⋯⋯⋯⋯⋯⋯⋯⋯⋯⋯⋯⋯⋯⋯⋯⋯⋯⋯⋯⋯

喜溢眉宇 786⋯⋯⋯⋯⋯⋯⋯⋯⋯⋯⋯⋯⋯⋯⋯⋯⋯⋯⋯⋯⋯⋯⋯⋯⋯⋯⋯

喜眉笑眼 786⋯⋯⋯⋯⋯⋯⋯⋯⋯⋯⋯⋯⋯⋯⋯⋯⋯⋯⋯⋯⋯⋯⋯⋯⋯⋯⋯

喜气洋洋 786⋯⋯⋯⋯⋯⋯⋯⋯⋯⋯⋯⋯⋯⋯⋯⋯⋯⋯⋯⋯⋯⋯⋯⋯⋯⋯⋯

喜上眉梢 786⋯⋯⋯⋯⋯⋯⋯⋯⋯⋯⋯⋯⋯⋯⋯⋯⋯⋯⋯⋯⋯⋯⋯⋯⋯⋯⋯

喜新厌旧 787⋯⋯⋯⋯⋯⋯⋯⋯⋯⋯⋯⋯⋯⋯⋯⋯⋯⋯⋯⋯⋯⋯⋯⋯⋯⋯⋯

喜怒无常 787⋯⋯⋯⋯⋯⋯⋯⋯⋯⋯⋯⋯⋯⋯⋯⋯⋯⋯⋯⋯⋯⋯⋯⋯⋯⋯⋯

喜闻乐见 787⋯⋯⋯⋯⋯⋯⋯⋯⋯⋯⋯⋯⋯⋯⋯⋯⋯⋯⋯⋯⋯⋯⋯⋯⋯⋯⋯

喜笑颜开 787⋯⋯⋯⋯⋯⋯⋯⋯⋯⋯⋯⋯⋯⋯⋯⋯⋯⋯⋯⋯⋯⋯⋯⋯⋯⋯⋯

喜形于色 787⋯⋯⋯⋯⋯⋯⋯⋯⋯⋯⋯⋯⋯⋯⋯⋯⋯⋯⋯⋯⋯⋯⋯⋯⋯⋯⋯

细大不捐 787⋯⋯⋯⋯⋯⋯⋯⋯⋯⋯⋯⋯⋯⋯⋯⋯⋯⋯⋯⋯⋯⋯⋯⋯⋯⋯⋯

细水长流 788⋯⋯⋯⋯⋯⋯⋯⋯⋯⋯⋯⋯⋯⋯⋯⋯⋯⋯⋯⋯⋯⋯⋯⋯⋯⋯⋯

细枝末节 788⋯⋯⋯⋯⋯⋯⋯⋯⋯⋯⋯⋯⋯⋯⋯⋯⋯⋯⋯⋯⋯⋯⋯⋯⋯⋯⋯

细针密缕 788⋯⋯⋯⋯⋯⋯⋯⋯⋯⋯⋯⋯⋯⋯⋯⋯⋯⋯⋯⋯⋯⋯⋯⋯⋯⋯⋯

xiɑ 788⋯⋯⋯⋯⋯⋯⋯⋯⋯⋯⋯⋯⋯⋯⋯⋯⋯⋯

虾兵蟹将 788⋯⋯⋯⋯⋯⋯⋯⋯⋯⋯⋯⋯⋯⋯⋯⋯⋯⋯⋯⋯⋯⋯⋯⋯⋯⋯⋯

瞎子摸鱼 788⋯⋯⋯⋯⋯⋯⋯⋯⋯⋯⋯⋯⋯⋯⋯⋯⋯⋯⋯⋯⋯⋯⋯⋯⋯⋯⋯

狭路相逢 789⋯⋯⋯⋯⋯⋯⋯⋯⋯⋯⋯⋯⋯⋯⋯⋯⋯⋯⋯⋯⋯⋯⋯⋯⋯⋯⋯

瑕不掩瑜 789⋯⋯⋯⋯⋯⋯⋯⋯⋯⋯⋯⋯⋯⋯⋯⋯⋯⋯⋯⋯⋯⋯⋯⋯⋯⋯⋯

下笔千言 , 离题万里 789⋯⋯⋯⋯⋯⋯⋯⋯⋯⋯⋯⋯⋯⋯⋯⋯⋯⋯⋯⋯⋯⋯⋯

下笔如有神 789⋯⋯⋯⋯⋯⋯⋯⋯⋯⋯⋯⋯⋯⋯⋯⋯⋯⋯⋯⋯⋯⋯⋯⋯⋯⋯

下不为例 789⋯⋯⋯⋯⋯⋯⋯⋯⋯⋯⋯⋯⋯⋯⋯⋯⋯⋯⋯⋯⋯⋯⋯⋯⋯⋯⋯

下车伊始 789⋯⋯⋯⋯⋯⋯⋯⋯⋯⋯⋯⋯⋯⋯⋯⋯⋯⋯⋯⋯⋯⋯⋯⋯⋯⋯⋯

下里巴人 790⋯⋯⋯⋯⋯⋯⋯⋯⋯⋯⋯⋯⋯⋯⋯⋯⋯⋯⋯⋯⋯⋯⋯⋯⋯⋯⋯

下马威 790⋯⋯⋯⋯⋯⋯⋯⋯⋯⋯⋯⋯⋯⋯⋯⋯⋯⋯⋯⋯⋯⋯⋯⋯⋯⋯⋯⋯

夏日可畏 790⋯⋯⋯⋯⋯⋯⋯⋯⋯⋯⋯⋯⋯⋯⋯⋯⋯⋯⋯⋯⋯⋯⋯⋯⋯⋯⋯

夏雨雨人 790⋯⋯⋯⋯⋯⋯⋯⋯⋯⋯⋯⋯⋯⋯⋯⋯⋯⋯⋯⋯⋯⋯⋯⋯⋯⋯⋯

·351·喜细虾瞎狭瑕下夏



xiɑn 790⋯⋯⋯⋯⋯⋯⋯⋯⋯⋯⋯⋯⋯⋯⋯⋯⋯

仙风道骨 790⋯⋯⋯⋯⋯⋯⋯⋯⋯⋯⋯⋯⋯⋯⋯⋯⋯⋯⋯⋯⋯⋯⋯⋯⋯⋯⋯

仙山楼阁 790⋯⋯⋯⋯⋯⋯⋯⋯⋯⋯⋯⋯⋯⋯⋯⋯⋯⋯⋯⋯⋯⋯⋯⋯⋯⋯⋯

先睹为快 791⋯⋯⋯⋯⋯⋯⋯⋯⋯⋯⋯⋯⋯⋯⋯⋯⋯⋯⋯⋯⋯⋯⋯⋯⋯⋯⋯

先发制人 791⋯⋯⋯⋯⋯⋯⋯⋯⋯⋯⋯⋯⋯⋯⋯⋯⋯⋯⋯⋯⋯⋯⋯⋯⋯⋯⋯

先见之明 791⋯⋯⋯⋯⋯⋯⋯⋯⋯⋯⋯⋯⋯⋯⋯⋯⋯⋯⋯⋯⋯⋯⋯⋯⋯⋯⋯

先来后到 791⋯⋯⋯⋯⋯⋯⋯⋯⋯⋯⋯⋯⋯⋯⋯⋯⋯⋯⋯⋯⋯⋯⋯⋯⋯⋯⋯

先礼后兵 791⋯⋯⋯⋯⋯⋯⋯⋯⋯⋯⋯⋯⋯⋯⋯⋯⋯⋯⋯⋯⋯⋯⋯⋯⋯⋯⋯

先入为主 791⋯⋯⋯⋯⋯⋯⋯⋯⋯⋯⋯⋯⋯⋯⋯⋯⋯⋯⋯⋯⋯⋯⋯⋯⋯⋯⋯

先声夺人 792⋯⋯⋯⋯⋯⋯⋯⋯⋯⋯⋯⋯⋯⋯⋯⋯⋯⋯⋯⋯⋯⋯⋯⋯⋯⋯⋯

先天不足 792⋯⋯⋯⋯⋯⋯⋯⋯⋯⋯⋯⋯⋯⋯⋯⋯⋯⋯⋯⋯⋯⋯⋯⋯⋯⋯⋯

先意承志 792⋯⋯⋯⋯⋯⋯⋯⋯⋯⋯⋯⋯⋯⋯⋯⋯⋯⋯⋯⋯⋯⋯⋯⋯⋯⋯⋯

先忧后乐 792⋯⋯⋯⋯⋯⋯⋯⋯⋯⋯⋯⋯⋯⋯⋯⋯⋯⋯⋯⋯⋯⋯⋯⋯⋯⋯⋯

先斩后奏 792⋯⋯⋯⋯⋯⋯⋯⋯⋯⋯⋯⋯⋯⋯⋯⋯⋯⋯⋯⋯⋯⋯⋯⋯⋯⋯⋯

先知先觉 792⋯⋯⋯⋯⋯⋯⋯⋯⋯⋯⋯⋯⋯⋯⋯⋯⋯⋯⋯⋯⋯⋯⋯⋯⋯⋯⋯

纤尘不染 792⋯⋯⋯⋯⋯⋯⋯⋯⋯⋯⋯⋯⋯⋯⋯⋯⋯⋯⋯⋯⋯⋯⋯⋯⋯⋯⋯

纤毫不爽 793⋯⋯⋯⋯⋯⋯⋯⋯⋯⋯⋯⋯⋯⋯⋯⋯⋯⋯⋯⋯⋯⋯⋯⋯⋯⋯⋯

闲情逸致 793⋯⋯⋯⋯⋯⋯⋯⋯⋯⋯⋯⋯⋯⋯⋯⋯⋯⋯⋯⋯⋯⋯⋯⋯⋯⋯⋯

闲言碎语 793⋯⋯⋯⋯⋯⋯⋯⋯⋯⋯⋯⋯⋯⋯⋯⋯⋯⋯⋯⋯⋯⋯⋯⋯⋯⋯⋯

弦外之音 793⋯⋯⋯⋯⋯⋯⋯⋯⋯⋯⋯⋯⋯⋯⋯⋯⋯⋯⋯⋯⋯⋯⋯⋯⋯⋯⋯

咸与维新 793⋯⋯⋯⋯⋯⋯⋯⋯⋯⋯⋯⋯⋯⋯⋯⋯⋯⋯⋯⋯⋯⋯⋯⋯⋯⋯⋯

嫌贫爱富 793⋯⋯⋯⋯⋯⋯⋯⋯⋯⋯⋯⋯⋯⋯⋯⋯⋯⋯⋯⋯⋯⋯⋯⋯⋯⋯⋯

显而易见 794⋯⋯⋯⋯⋯⋯⋯⋯⋯⋯⋯⋯⋯⋯⋯⋯⋯⋯⋯⋯⋯⋯⋯⋯⋯⋯⋯

显亲扬名 794⋯⋯⋯⋯⋯⋯⋯⋯⋯⋯⋯⋯⋯⋯⋯⋯⋯⋯⋯⋯⋯⋯⋯⋯⋯⋯⋯

鲜为人知 794⋯⋯⋯⋯⋯⋯⋯⋯⋯⋯⋯⋯⋯⋯⋯⋯⋯⋯⋯⋯⋯⋯⋯⋯⋯⋯⋯

现身说法 794⋯⋯⋯⋯⋯⋯⋯⋯⋯⋯⋯⋯⋯⋯⋯⋯⋯⋯⋯⋯⋯⋯⋯⋯⋯⋯⋯

现世宝 794⋯⋯⋯⋯⋯⋯⋯⋯⋯⋯⋯⋯⋯⋯⋯⋯⋯⋯⋯⋯⋯⋯⋯⋯⋯⋯⋯⋯

xiɑnɡ 794⋯⋯⋯⋯⋯⋯⋯⋯⋯⋯⋯⋯⋯⋯⋯⋯⋯

相安无事 794⋯⋯⋯⋯⋯⋯⋯⋯⋯⋯⋯⋯⋯⋯⋯⋯⋯⋯⋯⋯⋯⋯⋯⋯⋯⋯⋯

相亲相爱 795⋯⋯⋯⋯⋯⋯⋯⋯⋯⋯⋯⋯⋯⋯⋯⋯⋯⋯⋯⋯⋯⋯⋯⋯⋯⋯⋯

相濡以沫 795⋯⋯⋯⋯⋯⋯⋯⋯⋯⋯⋯⋯⋯⋯⋯⋯⋯⋯⋯⋯⋯⋯⋯⋯⋯⋯⋯

·451· 仙先纤闲弦咸嫌显鲜现相



相形失色 795⋯⋯⋯⋯⋯⋯⋯⋯⋯⋯⋯⋯⋯⋯⋯⋯⋯⋯⋯⋯⋯⋯⋯⋯⋯⋯⋯

相得益彰 795⋯⋯⋯⋯⋯⋯⋯⋯⋯⋯⋯⋯⋯⋯⋯⋯⋯⋯⋯⋯⋯⋯⋯⋯⋯⋯⋯

相反相成 795⋯⋯⋯⋯⋯⋯⋯⋯⋯⋯⋯⋯⋯⋯⋯⋯⋯⋯⋯⋯⋯⋯⋯⋯⋯⋯⋯

相敬如宾 795⋯⋯⋯⋯⋯⋯⋯⋯⋯⋯⋯⋯⋯⋯⋯⋯⋯⋯⋯⋯⋯⋯⋯⋯⋯⋯⋯

相忍为国 796⋯⋯⋯⋯⋯⋯⋯⋯⋯⋯⋯⋯⋯⋯⋯⋯⋯⋯⋯⋯⋯⋯⋯⋯⋯⋯⋯

相提并论 796⋯⋯⋯⋯⋯⋯⋯⋯⋯⋯⋯⋯⋯⋯⋯⋯⋯⋯⋯⋯⋯⋯⋯⋯⋯⋯⋯

相形见绌 796⋯⋯⋯⋯⋯⋯⋯⋯⋯⋯⋯⋯⋯⋯⋯⋯⋯⋯⋯⋯⋯⋯⋯⋯⋯⋯⋯

相依为命 796⋯⋯⋯⋯⋯⋯⋯⋯⋯⋯⋯⋯⋯⋯⋯⋯⋯⋯⋯⋯⋯⋯⋯⋯⋯⋯⋯

相见恨晚 796⋯⋯⋯⋯⋯⋯⋯⋯⋯⋯⋯⋯⋯⋯⋯⋯⋯⋯⋯⋯⋯⋯⋯⋯⋯⋯⋯

相差无几 796⋯⋯⋯⋯⋯⋯⋯⋯⋯⋯⋯⋯⋯⋯⋯⋯⋯⋯⋯⋯⋯⋯⋯⋯⋯⋯⋯

相持不下 797⋯⋯⋯⋯⋯⋯⋯⋯⋯⋯⋯⋯⋯⋯⋯⋯⋯⋯⋯⋯⋯⋯⋯⋯⋯⋯⋯

相辅相成 797⋯⋯⋯⋯⋯⋯⋯⋯⋯⋯⋯⋯⋯⋯⋯⋯⋯⋯⋯⋯⋯⋯⋯⋯⋯⋯⋯

相煎何急 797⋯⋯⋯⋯⋯⋯⋯⋯⋯⋯⋯⋯⋯⋯⋯⋯⋯⋯⋯⋯⋯⋯⋯⋯⋯⋯⋯

相知恨晚 797⋯⋯⋯⋯⋯⋯⋯⋯⋯⋯⋯⋯⋯⋯⋯⋯⋯⋯⋯⋯⋯⋯⋯⋯⋯⋯⋯

相映成趣 798⋯⋯⋯⋯⋯⋯⋯⋯⋯⋯⋯⋯⋯⋯⋯⋯⋯⋯⋯⋯⋯⋯⋯⋯⋯⋯⋯

香销玉殒 798⋯⋯⋯⋯⋯⋯⋯⋯⋯⋯⋯⋯⋯⋯⋯⋯⋯⋯⋯⋯⋯⋯⋯⋯⋯⋯⋯

降龙伏虎 798⋯⋯⋯⋯⋯⋯⋯⋯⋯⋯⋯⋯⋯⋯⋯⋯⋯⋯⋯⋯⋯⋯⋯⋯⋯⋯⋯

响彻云霄 798⋯⋯⋯⋯⋯⋯⋯⋯⋯⋯⋯⋯⋯⋯⋯⋯⋯⋯⋯⋯⋯⋯⋯⋯⋯⋯⋯

响遏行云 798⋯⋯⋯⋯⋯⋯⋯⋯⋯⋯⋯⋯⋯⋯⋯⋯⋯⋯⋯⋯⋯⋯⋯⋯⋯⋯⋯

想方设计 798⋯⋯⋯⋯⋯⋯⋯⋯⋯⋯⋯⋯⋯⋯⋯⋯⋯⋯⋯⋯⋯⋯⋯⋯⋯⋯⋯

想入非非 799⋯⋯⋯⋯⋯⋯⋯⋯⋯⋯⋯⋯⋯⋯⋯⋯⋯⋯⋯⋯⋯⋯⋯⋯⋯⋯⋯

向壁虚造 799⋯⋯⋯⋯⋯⋯⋯⋯⋯⋯⋯⋯⋯⋯⋯⋯⋯⋯⋯⋯⋯⋯⋯⋯⋯⋯⋯

向隅而泣 799⋯⋯⋯⋯⋯⋯⋯⋯⋯⋯⋯⋯⋯⋯⋯⋯⋯⋯⋯⋯⋯⋯⋯⋯⋯⋯⋯

项庄舞剑 , 意在沛公 799⋯⋯⋯⋯⋯⋯⋯⋯⋯⋯⋯⋯⋯⋯⋯⋯⋯⋯⋯⋯⋯⋯⋯

相貌堂堂 799⋯⋯⋯⋯⋯⋯⋯⋯⋯⋯⋯⋯⋯⋯⋯⋯⋯⋯⋯⋯⋯⋯⋯⋯⋯⋯⋯

相时而动 800⋯⋯⋯⋯⋯⋯⋯⋯⋯⋯⋯⋯⋯⋯⋯⋯⋯⋯⋯⋯⋯⋯⋯⋯⋯⋯⋯

像模像样 800⋯⋯⋯⋯⋯⋯⋯⋯⋯⋯⋯⋯⋯⋯⋯⋯⋯⋯⋯⋯⋯⋯⋯⋯⋯⋯⋯

xiɑo 800⋯⋯⋯⋯⋯⋯⋯⋯⋯⋯⋯⋯⋯⋯⋯⋯⋯

逍遥法外 800⋯⋯⋯⋯⋯⋯⋯⋯⋯⋯⋯⋯⋯⋯⋯⋯⋯⋯⋯⋯⋯⋯⋯⋯⋯⋯⋯

逍遥自在 800⋯⋯⋯⋯⋯⋯⋯⋯⋯⋯⋯⋯⋯⋯⋯⋯⋯⋯⋯⋯⋯⋯⋯⋯⋯⋯⋯

销声匿迹 800⋯⋯⋯⋯⋯⋯⋯⋯⋯⋯⋯⋯⋯⋯⋯⋯⋯⋯⋯⋯⋯⋯⋯⋯⋯⋯⋯

小不忍则乱大谋 800⋯⋯⋯⋯⋯⋯⋯⋯⋯⋯⋯⋯⋯⋯⋯⋯⋯⋯⋯⋯⋯⋯⋯⋯

小家碧玉 800⋯⋯⋯⋯⋯⋯⋯⋯⋯⋯⋯⋯⋯⋯⋯⋯⋯⋯⋯⋯⋯⋯⋯⋯⋯⋯⋯

·551·相香降响想向项相像逍销小



小巧玲珑 801⋯⋯⋯⋯⋯⋯⋯⋯⋯⋯⋯⋯⋯⋯⋯⋯⋯⋯⋯⋯⋯⋯⋯⋯⋯⋯⋯

小人得志 801⋯⋯⋯⋯⋯⋯⋯⋯⋯⋯⋯⋯⋯⋯⋯⋯⋯⋯⋯⋯⋯⋯⋯⋯⋯⋯⋯

小材大用 801⋯⋯⋯⋯⋯⋯⋯⋯⋯⋯⋯⋯⋯⋯⋯⋯⋯⋯⋯⋯⋯⋯⋯⋯⋯⋯⋯

小康之家 801⋯⋯⋯⋯⋯⋯⋯⋯⋯⋯⋯⋯⋯⋯⋯⋯⋯⋯⋯⋯⋯⋯⋯⋯⋯⋯⋯

小试其技 801⋯⋯⋯⋯⋯⋯⋯⋯⋯⋯⋯⋯⋯⋯⋯⋯⋯⋯⋯⋯⋯⋯⋯⋯⋯⋯⋯

小惩大诫 801⋯⋯⋯⋯⋯⋯⋯⋯⋯⋯⋯⋯⋯⋯⋯⋯⋯⋯⋯⋯⋯⋯⋯⋯⋯⋯⋯

小试锋芒 801⋯⋯⋯⋯⋯⋯⋯⋯⋯⋯⋯⋯⋯⋯⋯⋯⋯⋯⋯⋯⋯⋯⋯⋯⋯⋯⋯

小本经营 802⋯⋯⋯⋯⋯⋯⋯⋯⋯⋯⋯⋯⋯⋯⋯⋯⋯⋯⋯⋯⋯⋯⋯⋯⋯⋯⋯

小恩小惠 802⋯⋯⋯⋯⋯⋯⋯⋯⋯⋯⋯⋯⋯⋯⋯⋯⋯⋯⋯⋯⋯⋯⋯⋯⋯⋯⋯

小鸟依人 802⋯⋯⋯⋯⋯⋯⋯⋯⋯⋯⋯⋯⋯⋯⋯⋯⋯⋯⋯⋯⋯⋯⋯⋯⋯⋯⋯

小心谨慎 802⋯⋯⋯⋯⋯⋯⋯⋯⋯⋯⋯⋯⋯⋯⋯⋯⋯⋯⋯⋯⋯⋯⋯⋯⋯⋯⋯

小题大做 802⋯⋯⋯⋯⋯⋯⋯⋯⋯⋯⋯⋯⋯⋯⋯⋯⋯⋯⋯⋯⋯⋯⋯⋯⋯⋯⋯

小巫见大巫 802⋯⋯⋯⋯⋯⋯⋯⋯⋯⋯⋯⋯⋯⋯⋯⋯⋯⋯⋯⋯⋯⋯⋯⋯⋯⋯

小心翼翼 803⋯⋯⋯⋯⋯⋯⋯⋯⋯⋯⋯⋯⋯⋯⋯⋯⋯⋯⋯⋯⋯⋯⋯⋯⋯⋯⋯

晓风残月 803⋯⋯⋯⋯⋯⋯⋯⋯⋯⋯⋯⋯⋯⋯⋯⋯⋯⋯⋯⋯⋯⋯⋯⋯⋯⋯⋯

晓以大义 803⋯⋯⋯⋯⋯⋯⋯⋯⋯⋯⋯⋯⋯⋯⋯⋯⋯⋯⋯⋯⋯⋯⋯⋯⋯⋯⋯

孝子贤孙 803⋯⋯⋯⋯⋯⋯⋯⋯⋯⋯⋯⋯⋯⋯⋯⋯⋯⋯⋯⋯⋯⋯⋯⋯⋯⋯⋯

笑里藏刀 803⋯⋯⋯⋯⋯⋯⋯⋯⋯⋯⋯⋯⋯⋯⋯⋯⋯⋯⋯⋯⋯⋯⋯⋯⋯⋯⋯

笑容可掬 803⋯⋯⋯⋯⋯⋯⋯⋯⋯⋯⋯⋯⋯⋯⋯⋯⋯⋯⋯⋯⋯⋯⋯⋯⋯⋯⋯

xie 804⋯⋯⋯⋯⋯⋯⋯⋯⋯⋯⋯⋯⋯⋯⋯⋯⋯⋯

邪魔歪道 804⋯⋯⋯⋯⋯⋯⋯⋯⋯⋯⋯⋯⋯⋯⋯⋯⋯⋯⋯⋯⋯⋯⋯⋯⋯⋯⋯

胁肩谄笑 804⋯⋯⋯⋯⋯⋯⋯⋯⋯⋯⋯⋯⋯⋯⋯⋯⋯⋯⋯⋯⋯⋯⋯⋯⋯⋯⋯

挟天子令诸侯 805⋯⋯⋯⋯⋯⋯⋯⋯⋯⋯⋯⋯⋯⋯⋯⋯⋯⋯⋯⋯⋯⋯⋯⋯⋯

谢天谢地 805⋯⋯⋯⋯⋯⋯⋯⋯⋯⋯⋯⋯⋯⋯⋯⋯⋯⋯⋯⋯⋯⋯⋯⋯⋯⋯⋯

卸磨杀驴 805⋯⋯⋯⋯⋯⋯⋯⋯⋯⋯⋯⋯⋯⋯⋯⋯⋯⋯⋯⋯⋯⋯⋯⋯⋯⋯⋯

邂逅相遇 805⋯⋯⋯⋯⋯⋯⋯⋯⋯⋯⋯⋯⋯⋯⋯⋯⋯⋯⋯⋯⋯⋯⋯⋯⋯⋯⋯

xin 805⋯⋯⋯⋯⋯⋯⋯⋯⋯⋯⋯⋯⋯⋯⋯⋯⋯⋯

心安理得 805⋯⋯⋯⋯⋯⋯⋯⋯⋯⋯⋯⋯⋯⋯⋯⋯⋯⋯⋯⋯⋯⋯⋯⋯⋯⋯⋯

心不在焉 805⋯⋯⋯⋯⋯⋯⋯⋯⋯⋯⋯⋯⋯⋯⋯⋯⋯⋯⋯⋯⋯⋯⋯⋯⋯⋯⋯

心潮澎湃 806⋯⋯⋯⋯⋯⋯⋯⋯⋯⋯⋯⋯⋯⋯⋯⋯⋯⋯⋯⋯⋯⋯⋯⋯⋯⋯⋯

心驰神往 806⋯⋯⋯⋯⋯⋯⋯⋯⋯⋯⋯⋯⋯⋯⋯⋯⋯⋯⋯⋯⋯⋯⋯⋯⋯⋯⋯

·651· 小晓孝笑邪胁挟谢卸邂心



心慈手软 806⋯⋯⋯⋯⋯⋯⋯⋯⋯⋯⋯⋯⋯⋯⋯⋯⋯⋯⋯⋯⋯⋯⋯⋯⋯⋯⋯

心力交瘁 806⋯⋯⋯⋯⋯⋯⋯⋯⋯⋯⋯⋯⋯⋯⋯⋯⋯⋯⋯⋯⋯⋯⋯⋯⋯⋯⋯

心不由主 806⋯⋯⋯⋯⋯⋯⋯⋯⋯⋯⋯⋯⋯⋯⋯⋯⋯⋯⋯⋯⋯⋯⋯⋯⋯⋯⋯

心灰意懒 806⋯⋯⋯⋯⋯⋯⋯⋯⋯⋯⋯⋯⋯⋯⋯⋯⋯⋯⋯⋯⋯⋯⋯⋯⋯⋯⋯

心怀鬼胎 806⋯⋯⋯⋯⋯⋯⋯⋯⋯⋯⋯⋯⋯⋯⋯⋯⋯⋯⋯⋯⋯⋯⋯⋯⋯⋯⋯

心怀叵测 807⋯⋯⋯⋯⋯⋯⋯⋯⋯⋯⋯⋯⋯⋯⋯⋯⋯⋯⋯⋯⋯⋯⋯⋯⋯⋯⋯

心慌意乱 807⋯⋯⋯⋯⋯⋯⋯⋯⋯⋯⋯⋯⋯⋯⋯⋯⋯⋯⋯⋯⋯⋯⋯⋯⋯⋯⋯

心胆俱裂 807⋯⋯⋯⋯⋯⋯⋯⋯⋯⋯⋯⋯⋯⋯⋯⋯⋯⋯⋯⋯⋯⋯⋯⋯⋯⋯⋯

心烦意乱 807⋯⋯⋯⋯⋯⋯⋯⋯⋯⋯⋯⋯⋯⋯⋯⋯⋯⋯⋯⋯⋯⋯⋯⋯⋯⋯⋯

心急火燎 807⋯⋯⋯⋯⋯⋯⋯⋯⋯⋯⋯⋯⋯⋯⋯⋯⋯⋯⋯⋯⋯⋯⋯⋯⋯⋯⋯

心惊肉跳 807⋯⋯⋯⋯⋯⋯⋯⋯⋯⋯⋯⋯⋯⋯⋯⋯⋯⋯⋯⋯⋯⋯⋯⋯⋯⋯⋯

心惊胆战 808⋯⋯⋯⋯⋯⋯⋯⋯⋯⋯⋯⋯⋯⋯⋯⋯⋯⋯⋯⋯⋯⋯⋯⋯⋯⋯⋯

心旌摇摇 808⋯⋯⋯⋯⋯⋯⋯⋯⋯⋯⋯⋯⋯⋯⋯⋯⋯⋯⋯⋯⋯⋯⋯⋯⋯⋯⋯

心领神会 808⋯⋯⋯⋯⋯⋯⋯⋯⋯⋯⋯⋯⋯⋯⋯⋯⋯⋯⋯⋯⋯⋯⋯⋯⋯⋯⋯

心乱如麻 808⋯⋯⋯⋯⋯⋯⋯⋯⋯⋯⋯⋯⋯⋯⋯⋯⋯⋯⋯⋯⋯⋯⋯⋯⋯⋯⋯

心如刀割 808⋯⋯⋯⋯⋯⋯⋯⋯⋯⋯⋯⋯⋯⋯⋯⋯⋯⋯⋯⋯⋯⋯⋯⋯⋯⋯⋯

心如刀绞 808⋯⋯⋯⋯⋯⋯⋯⋯⋯⋯⋯⋯⋯⋯⋯⋯⋯⋯⋯⋯⋯⋯⋯⋯⋯⋯⋯

心如铁石 809⋯⋯⋯⋯⋯⋯⋯⋯⋯⋯⋯⋯⋯⋯⋯⋯⋯⋯⋯⋯⋯⋯⋯⋯⋯⋯⋯

心如火焚 809⋯⋯⋯⋯⋯⋯⋯⋯⋯⋯⋯⋯⋯⋯⋯⋯⋯⋯⋯⋯⋯⋯⋯⋯⋯⋯⋯

心无旁骛 809⋯⋯⋯⋯⋯⋯⋯⋯⋯⋯⋯⋯⋯⋯⋯⋯⋯⋯⋯⋯⋯⋯⋯⋯⋯⋯⋯

心向往之 809⋯⋯⋯⋯⋯⋯⋯⋯⋯⋯⋯⋯⋯⋯⋯⋯⋯⋯⋯⋯⋯⋯⋯⋯⋯⋯⋯

心余力绌 809⋯⋯⋯⋯⋯⋯⋯⋯⋯⋯⋯⋯⋯⋯⋯⋯⋯⋯⋯⋯⋯⋯⋯⋯⋯⋯⋯

心中无数 810⋯⋯⋯⋯⋯⋯⋯⋯⋯⋯⋯⋯⋯⋯⋯⋯⋯⋯⋯⋯⋯⋯⋯⋯⋯⋯⋯

心中有数 810⋯⋯⋯⋯⋯⋯⋯⋯⋯⋯⋯⋯⋯⋯⋯⋯⋯⋯⋯⋯⋯⋯⋯⋯⋯⋯⋯

心服口服 810⋯⋯⋯⋯⋯⋯⋯⋯⋯⋯⋯⋯⋯⋯⋯⋯⋯⋯⋯⋯⋯⋯⋯⋯⋯⋯⋯

心腹之患 810⋯⋯⋯⋯⋯⋯⋯⋯⋯⋯⋯⋯⋯⋯⋯⋯⋯⋯⋯⋯⋯⋯⋯⋯⋯⋯⋯

心甘情愿 810⋯⋯⋯⋯⋯⋯⋯⋯⋯⋯⋯⋯⋯⋯⋯⋯⋯⋯⋯⋯⋯⋯⋯⋯⋯⋯⋯

心高气傲 810⋯⋯⋯⋯⋯⋯⋯⋯⋯⋯⋯⋯⋯⋯⋯⋯⋯⋯⋯⋯⋯⋯⋯⋯⋯⋯⋯

心广体胖 810⋯⋯⋯⋯⋯⋯⋯⋯⋯⋯⋯⋯⋯⋯⋯⋯⋯⋯⋯⋯⋯⋯⋯⋯⋯⋯⋯

心狠手辣 811⋯⋯⋯⋯⋯⋯⋯⋯⋯⋯⋯⋯⋯⋯⋯⋯⋯⋯⋯⋯⋯⋯⋯⋯⋯⋯⋯

心花怒放 811⋯⋯⋯⋯⋯⋯⋯⋯⋯⋯⋯⋯⋯⋯⋯⋯⋯⋯⋯⋯⋯⋯⋯⋯⋯⋯⋯

心灰意冷 811⋯⋯⋯⋯⋯⋯⋯⋯⋯⋯⋯⋯⋯⋯⋯⋯⋯⋯⋯⋯⋯⋯⋯⋯⋯⋯⋯

心急如焚 811⋯⋯⋯⋯⋯⋯⋯⋯⋯⋯⋯⋯⋯⋯⋯⋯⋯⋯⋯⋯⋯⋯⋯⋯⋯⋯⋯

心口如一 811⋯⋯⋯⋯⋯⋯⋯⋯⋯⋯⋯⋯⋯⋯⋯⋯⋯⋯⋯⋯⋯⋯⋯⋯⋯⋯⋯

心旷神怡 811⋯⋯⋯⋯⋯⋯⋯⋯⋯⋯⋯⋯⋯⋯⋯⋯⋯⋯⋯⋯⋯⋯⋯⋯⋯⋯⋯

·751·心



心劳日拙 812⋯⋯⋯⋯⋯⋯⋯⋯⋯⋯⋯⋯⋯⋯⋯⋯⋯⋯⋯⋯⋯⋯⋯⋯⋯⋯⋯

心灵手巧 812⋯⋯⋯⋯⋯⋯⋯⋯⋯⋯⋯⋯⋯⋯⋯⋯⋯⋯⋯⋯⋯⋯⋯⋯⋯⋯⋯

心满意足 812⋯⋯⋯⋯⋯⋯⋯⋯⋯⋯⋯⋯⋯⋯⋯⋯⋯⋯⋯⋯⋯⋯⋯⋯⋯⋯⋯

心明眼亮 812⋯⋯⋯⋯⋯⋯⋯⋯⋯⋯⋯⋯⋯⋯⋯⋯⋯⋯⋯⋯⋯⋯⋯⋯⋯⋯⋯

心平气和 812⋯⋯⋯⋯⋯⋯⋯⋯⋯⋯⋯⋯⋯⋯⋯⋯⋯⋯⋯⋯⋯⋯⋯⋯⋯⋯⋯

心神不定 812⋯⋯⋯⋯⋯⋯⋯⋯⋯⋯⋯⋯⋯⋯⋯⋯⋯⋯⋯⋯⋯⋯⋯⋯⋯⋯⋯

心无二用 813⋯⋯⋯⋯⋯⋯⋯⋯⋯⋯⋯⋯⋯⋯⋯⋯⋯⋯⋯⋯⋯⋯⋯⋯⋯⋯⋯

心心相印 813⋯⋯⋯⋯⋯⋯⋯⋯⋯⋯⋯⋯⋯⋯⋯⋯⋯⋯⋯⋯⋯⋯⋯⋯⋯⋯⋯

心血来潮 813⋯⋯⋯⋯⋯⋯⋯⋯⋯⋯⋯⋯⋯⋯⋯⋯⋯⋯⋯⋯⋯⋯⋯⋯⋯⋯⋯

心有灵犀一点通 813⋯⋯⋯⋯⋯⋯⋯⋯⋯⋯⋯⋯⋯⋯⋯⋯⋯⋯⋯⋯⋯⋯⋯⋯

心有余而力不足 813⋯⋯⋯⋯⋯⋯⋯⋯⋯⋯⋯⋯⋯⋯⋯⋯⋯⋯⋯⋯⋯⋯⋯⋯

心有余悸 813⋯⋯⋯⋯⋯⋯⋯⋯⋯⋯⋯⋯⋯⋯⋯⋯⋯⋯⋯⋯⋯⋯⋯⋯⋯⋯⋯

心猿意马 814⋯⋯⋯⋯⋯⋯⋯⋯⋯⋯⋯⋯⋯⋯⋯⋯⋯⋯⋯⋯⋯⋯⋯⋯⋯⋯⋯

心悦诚服 814⋯⋯⋯⋯⋯⋯⋯⋯⋯⋯⋯⋯⋯⋯⋯⋯⋯⋯⋯⋯⋯⋯⋯⋯⋯⋯⋯

心照不宣 814⋯⋯⋯⋯⋯⋯⋯⋯⋯⋯⋯⋯⋯⋯⋯⋯⋯⋯⋯⋯⋯⋯⋯⋯⋯⋯⋯

心直口快 814⋯⋯⋯⋯⋯⋯⋯⋯⋯⋯⋯⋯⋯⋯⋯⋯⋯⋯⋯⋯⋯⋯⋯⋯⋯⋯⋯

欣喜若狂 814⋯⋯⋯⋯⋯⋯⋯⋯⋯⋯⋯⋯⋯⋯⋯⋯⋯⋯⋯⋯⋯⋯⋯⋯⋯⋯⋯

欣欣向荣 814⋯⋯⋯⋯⋯⋯⋯⋯⋯⋯⋯⋯⋯⋯⋯⋯⋯⋯⋯⋯⋯⋯⋯⋯⋯⋯⋯

新陈代谢 815⋯⋯⋯⋯⋯⋯⋯⋯⋯⋯⋯⋯⋯⋯⋯⋯⋯⋯⋯⋯⋯⋯⋯⋯⋯⋯⋯

新婚燕尔 815⋯⋯⋯⋯⋯⋯⋯⋯⋯⋯⋯⋯⋯⋯⋯⋯⋯⋯⋯⋯⋯⋯⋯⋯⋯⋯⋯

新来乍到 815⋯⋯⋯⋯⋯⋯⋯⋯⋯⋯⋯⋯⋯⋯⋯⋯⋯⋯⋯⋯⋯⋯⋯⋯⋯⋯⋯

信口雌黄 815⋯⋯⋯⋯⋯⋯⋯⋯⋯⋯⋯⋯⋯⋯⋯⋯⋯⋯⋯⋯⋯⋯⋯⋯⋯⋯⋯

信口开河 816⋯⋯⋯⋯⋯⋯⋯⋯⋯⋯⋯⋯⋯⋯⋯⋯⋯⋯⋯⋯⋯⋯⋯⋯⋯⋯⋯

信马由缰 816⋯⋯⋯⋯⋯⋯⋯⋯⋯⋯⋯⋯⋯⋯⋯⋯⋯⋯⋯⋯⋯⋯⋯⋯⋯⋯⋯

信誓旦旦 816⋯⋯⋯⋯⋯⋯⋯⋯⋯⋯⋯⋯⋯⋯⋯⋯⋯⋯⋯⋯⋯⋯⋯⋯⋯⋯⋯

信手拈来 816⋯⋯⋯⋯⋯⋯⋯⋯⋯⋯⋯⋯⋯⋯⋯⋯⋯⋯⋯⋯⋯⋯⋯⋯⋯⋯⋯

xinɡ 816⋯⋯⋯⋯⋯⋯⋯⋯⋯⋯⋯⋯⋯⋯⋯⋯⋯

兴风作浪 816⋯⋯⋯⋯⋯⋯⋯⋯⋯⋯⋯⋯⋯⋯⋯⋯⋯⋯⋯⋯⋯⋯⋯⋯⋯⋯⋯

兴利除弊 816⋯⋯⋯⋯⋯⋯⋯⋯⋯⋯⋯⋯⋯⋯⋯⋯⋯⋯⋯⋯⋯⋯⋯⋯⋯⋯⋯

兴师动众 817⋯⋯⋯⋯⋯⋯⋯⋯⋯⋯⋯⋯⋯⋯⋯⋯⋯⋯⋯⋯⋯⋯⋯⋯⋯⋯⋯

兴师问罪 817⋯⋯⋯⋯⋯⋯⋯⋯⋯⋯⋯⋯⋯⋯⋯⋯⋯⋯⋯⋯⋯⋯⋯⋯⋯⋯⋯

兴妖作怪 817⋯⋯⋯⋯⋯⋯⋯⋯⋯⋯⋯⋯⋯⋯⋯⋯⋯⋯⋯⋯⋯⋯⋯⋯⋯⋯⋯

星罗棋布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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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之火 , 可以燎原 818⋯⋯⋯⋯⋯⋯⋯⋯⋯⋯⋯⋯⋯⋯⋯⋯⋯⋯⋯⋯⋯⋯⋯

腥风血雨 818⋯⋯⋯⋯⋯⋯⋯⋯⋯⋯⋯⋯⋯⋯⋯⋯⋯⋯⋯⋯⋯⋯⋯⋯⋯⋯⋯

惺惺惜惺惺 818⋯⋯⋯⋯⋯⋯⋯⋯⋯⋯⋯⋯⋯⋯⋯⋯⋯⋯⋯⋯⋯⋯⋯⋯⋯⋯

行将就木 818⋯⋯⋯⋯⋯⋯⋯⋯⋯⋯⋯⋯⋯⋯⋯⋯⋯⋯⋯⋯⋯⋯⋯⋯⋯⋯⋯

行若无事 818⋯⋯⋯⋯⋯⋯⋯⋯⋯⋯⋯⋯⋯⋯⋯⋯⋯⋯⋯⋯⋯⋯⋯⋯⋯⋯⋯

行成于思 819⋯⋯⋯⋯⋯⋯⋯⋯⋯⋯⋯⋯⋯⋯⋯⋯⋯⋯⋯⋯⋯⋯⋯⋯⋯⋯⋯

行尸走肉 819⋯⋯⋯⋯⋯⋯⋯⋯⋯⋯⋯⋯⋯⋯⋯⋯⋯⋯⋯⋯⋯⋯⋯⋯⋯⋯⋯

行云流水 819⋯⋯⋯⋯⋯⋯⋯⋯⋯⋯⋯⋯⋯⋯⋯⋯⋯⋯⋯⋯⋯⋯⋯⋯⋯⋯⋯

行之有效 819⋯⋯⋯⋯⋯⋯⋯⋯⋯⋯⋯⋯⋯⋯⋯⋯⋯⋯⋯⋯⋯⋯⋯⋯⋯⋯⋯

形单影只 819⋯⋯⋯⋯⋯⋯⋯⋯⋯⋯⋯⋯⋯⋯⋯⋯⋯⋯⋯⋯⋯⋯⋯⋯⋯⋯⋯

形形色色 819⋯⋯⋯⋯⋯⋯⋯⋯⋯⋯⋯⋯⋯⋯⋯⋯⋯⋯⋯⋯⋯⋯⋯⋯⋯⋯⋯

形影不离 820⋯⋯⋯⋯⋯⋯⋯⋯⋯⋯⋯⋯⋯⋯⋯⋯⋯⋯⋯⋯⋯⋯⋯⋯⋯⋯⋯

形影相吊 820⋯⋯⋯⋯⋯⋯⋯⋯⋯⋯⋯⋯⋯⋯⋯⋯⋯⋯⋯⋯⋯⋯⋯⋯⋯⋯⋯

形影相依 820⋯⋯⋯⋯⋯⋯⋯⋯⋯⋯⋯⋯⋯⋯⋯⋯⋯⋯⋯⋯⋯⋯⋯⋯⋯⋯⋯

兴高采烈 820⋯⋯⋯⋯⋯⋯⋯⋯⋯⋯⋯⋯⋯⋯⋯⋯⋯⋯⋯⋯⋯⋯⋯⋯⋯⋯⋯

兴致勃勃 820⋯⋯⋯⋯⋯⋯⋯⋯⋯⋯⋯⋯⋯⋯⋯⋯⋯⋯⋯⋯⋯⋯⋯⋯⋯⋯⋯

兴味索然 820⋯⋯⋯⋯⋯⋯⋯⋯⋯⋯⋯⋯⋯⋯⋯⋯⋯⋯⋯⋯⋯⋯⋯⋯⋯⋯⋯

幸灾乐祸 821⋯⋯⋯⋯⋯⋯⋯⋯⋯⋯⋯⋯⋯⋯⋯⋯⋯⋯⋯⋯⋯⋯⋯⋯⋯⋯⋯

性命攸关 821⋯⋯⋯⋯⋯⋯⋯⋯⋯⋯⋯⋯⋯⋯⋯⋯⋯⋯⋯⋯⋯⋯⋯⋯⋯⋯⋯

xionɡ 821⋯⋯⋯⋯⋯⋯⋯⋯⋯⋯⋯⋯⋯⋯⋯⋯⋯

凶多吉少 821⋯⋯⋯⋯⋯⋯⋯⋯⋯⋯⋯⋯⋯⋯⋯⋯⋯⋯⋯⋯⋯⋯⋯⋯⋯⋯⋯

凶神恶煞 821⋯⋯⋯⋯⋯⋯⋯⋯⋯⋯⋯⋯⋯⋯⋯⋯⋯⋯⋯⋯⋯⋯⋯⋯⋯⋯⋯

凶相毕露 821⋯⋯⋯⋯⋯⋯⋯⋯⋯⋯⋯⋯⋯⋯⋯⋯⋯⋯⋯⋯⋯⋯⋯⋯⋯⋯⋯

汹涌澎湃 821⋯⋯⋯⋯⋯⋯⋯⋯⋯⋯⋯⋯⋯⋯⋯⋯⋯⋯⋯⋯⋯⋯⋯⋯⋯⋯⋯

胸无城府 822⋯⋯⋯⋯⋯⋯⋯⋯⋯⋯⋯⋯⋯⋯⋯⋯⋯⋯⋯⋯⋯⋯⋯⋯⋯⋯⋯

胸无大志 822⋯⋯⋯⋯⋯⋯⋯⋯⋯⋯⋯⋯⋯⋯⋯⋯⋯⋯⋯⋯⋯⋯⋯⋯⋯⋯⋯

胸无点墨 822⋯⋯⋯⋯⋯⋯⋯⋯⋯⋯⋯⋯⋯⋯⋯⋯⋯⋯⋯⋯⋯⋯⋯⋯⋯⋯⋯

胸有成竹 822⋯⋯⋯⋯⋯⋯⋯⋯⋯⋯⋯⋯⋯⋯⋯⋯⋯⋯⋯⋯⋯⋯⋯⋯⋯⋯⋯

雄才大略 822⋯⋯⋯⋯⋯⋯⋯⋯⋯⋯⋯⋯⋯⋯⋯⋯⋯⋯⋯⋯⋯⋯⋯⋯⋯⋯⋯

雄赳赳 , 气昂昂 822⋯⋯⋯⋯⋯⋯⋯⋯⋯⋯⋯⋯⋯⋯⋯⋯⋯⋯⋯⋯⋯⋯⋯⋯⋯

雄心勃勃 823⋯⋯⋯⋯⋯⋯⋯⋯⋯⋯⋯⋯⋯⋯⋯⋯⋯⋯⋯⋯⋯⋯⋯⋯⋯⋯⋯

雄心壮志 823⋯⋯⋯⋯⋯⋯⋯⋯⋯⋯⋯⋯⋯⋯⋯⋯⋯⋯⋯⋯⋯⋯⋯⋯⋯⋯⋯

雄姿英发 823⋯⋯⋯⋯⋯⋯⋯⋯⋯⋯⋯⋯⋯⋯⋯⋯⋯⋯⋯⋯⋯⋯⋯⋯⋯⋯⋯

·951·星腥惺行形兴幸性凶汹胸雄



xiu 823⋯⋯⋯⋯⋯⋯⋯⋯⋯⋯⋯⋯⋯⋯⋯⋯⋯⋯

休戚与共 823⋯⋯⋯⋯⋯⋯⋯⋯⋯⋯⋯⋯⋯⋯⋯⋯⋯⋯⋯⋯⋯⋯⋯⋯⋯⋯⋯

休养生息 823⋯⋯⋯⋯⋯⋯⋯⋯⋯⋯⋯⋯⋯⋯⋯⋯⋯⋯⋯⋯⋯⋯⋯⋯⋯⋯⋯

朽木粪墙 823⋯⋯⋯⋯⋯⋯⋯⋯⋯⋯⋯⋯⋯⋯⋯⋯⋯⋯⋯⋯⋯⋯⋯⋯⋯⋯⋯

秀色可餐 824⋯⋯⋯⋯⋯⋯⋯⋯⋯⋯⋯⋯⋯⋯⋯⋯⋯⋯⋯⋯⋯⋯⋯⋯⋯⋯⋯

秀外慧中 824⋯⋯⋯⋯⋯⋯⋯⋯⋯⋯⋯⋯⋯⋯⋯⋯⋯⋯⋯⋯⋯⋯⋯⋯⋯⋯⋯

臭味相投 824⋯⋯⋯⋯⋯⋯⋯⋯⋯⋯⋯⋯⋯⋯⋯⋯⋯⋯⋯⋯⋯⋯⋯⋯⋯⋯⋯

袖手旁观 824⋯⋯⋯⋯⋯⋯⋯⋯⋯⋯⋯⋯⋯⋯⋯⋯⋯⋯⋯⋯⋯⋯⋯⋯⋯⋯⋯

绣花枕头 824⋯⋯⋯⋯⋯⋯⋯⋯⋯⋯⋯⋯⋯⋯⋯⋯⋯⋯⋯⋯⋯⋯⋯⋯⋯⋯⋯

xu 824⋯⋯⋯⋯⋯⋯⋯⋯⋯⋯⋯⋯⋯⋯⋯⋯⋯⋯

虚怀若谷 824⋯⋯⋯⋯⋯⋯⋯⋯⋯⋯⋯⋯⋯⋯⋯⋯⋯⋯⋯⋯⋯⋯⋯⋯⋯⋯⋯

虚情假意 825⋯⋯⋯⋯⋯⋯⋯⋯⋯⋯⋯⋯⋯⋯⋯⋯⋯⋯⋯⋯⋯⋯⋯⋯⋯⋯⋯

虚位以待 825⋯⋯⋯⋯⋯⋯⋯⋯⋯⋯⋯⋯⋯⋯⋯⋯⋯⋯⋯⋯⋯⋯⋯⋯⋯⋯⋯

虚无缥缈 825⋯⋯⋯⋯⋯⋯⋯⋯⋯⋯⋯⋯⋯⋯⋯⋯⋯⋯⋯⋯⋯⋯⋯⋯⋯⋯⋯

虚张声势 825⋯⋯⋯⋯⋯⋯⋯⋯⋯⋯⋯⋯⋯⋯⋯⋯⋯⋯⋯⋯⋯⋯⋯⋯⋯⋯⋯

虚有其表 825⋯⋯⋯⋯⋯⋯⋯⋯⋯⋯⋯⋯⋯⋯⋯⋯⋯⋯⋯⋯⋯⋯⋯⋯⋯⋯⋯

嘘寒问暖 826⋯⋯⋯⋯⋯⋯⋯⋯⋯⋯⋯⋯⋯⋯⋯⋯⋯⋯⋯⋯⋯⋯⋯⋯⋯⋯⋯

徐娘半老 826⋯⋯⋯⋯⋯⋯⋯⋯⋯⋯⋯⋯⋯⋯⋯⋯⋯⋯⋯⋯⋯⋯⋯⋯⋯⋯⋯

栩栩如生 826⋯⋯⋯⋯⋯⋯⋯⋯⋯⋯⋯⋯⋯⋯⋯⋯⋯⋯⋯⋯⋯⋯⋯⋯⋯⋯⋯

xuɑn 826⋯⋯⋯⋯⋯⋯⋯⋯⋯⋯⋯⋯⋯⋯⋯⋯⋯

轩然大波 826⋯⋯⋯⋯⋯⋯⋯⋯⋯⋯⋯⋯⋯⋯⋯⋯⋯⋯⋯⋯⋯⋯⋯⋯⋯⋯⋯

喧宾夺主 826⋯⋯⋯⋯⋯⋯⋯⋯⋯⋯⋯⋯⋯⋯⋯⋯⋯⋯⋯⋯⋯⋯⋯⋯⋯⋯⋯

玄之又玄 826⋯⋯⋯⋯⋯⋯⋯⋯⋯⋯⋯⋯⋯⋯⋯⋯⋯⋯⋯⋯⋯⋯⋯⋯⋯⋯⋯

悬梁刺股 827⋯⋯⋯⋯⋯⋯⋯⋯⋯⋯⋯⋯⋯⋯⋯⋯⋯⋯⋯⋯⋯⋯⋯⋯⋯⋯⋯

悬崖绝壁 827⋯⋯⋯⋯⋯⋯⋯⋯⋯⋯⋯⋯⋯⋯⋯⋯⋯⋯⋯⋯⋯⋯⋯⋯⋯⋯⋯

悬崖勒马 827⋯⋯⋯⋯⋯⋯⋯⋯⋯⋯⋯⋯⋯⋯⋯⋯⋯⋯⋯⋯⋯⋯⋯⋯⋯⋯⋯

绚丽多彩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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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e 828⋯⋯⋯⋯⋯⋯⋯⋯⋯⋯⋯⋯⋯⋯⋯⋯⋯

削足适履 828⋯⋯⋯⋯⋯⋯⋯⋯⋯⋯⋯⋯⋯⋯⋯⋯⋯⋯⋯⋯⋯⋯⋯⋯⋯⋯⋯

学而不厌 , 诲人不倦 828⋯⋯⋯⋯⋯⋯⋯⋯⋯⋯⋯⋯⋯⋯⋯⋯⋯⋯⋯⋯⋯⋯⋯

学而优则仕 829⋯⋯⋯⋯⋯⋯⋯⋯⋯⋯⋯⋯⋯⋯⋯⋯⋯⋯⋯⋯⋯⋯⋯⋯⋯⋯

学而知之 829⋯⋯⋯⋯⋯⋯⋯⋯⋯⋯⋯⋯⋯⋯⋯⋯⋯⋯⋯⋯⋯⋯⋯⋯⋯⋯⋯

学富五车 829⋯⋯⋯⋯⋯⋯⋯⋯⋯⋯⋯⋯⋯⋯⋯⋯⋯⋯⋯⋯⋯⋯⋯⋯⋯⋯⋯

学生腔 829⋯⋯⋯⋯⋯⋯⋯⋯⋯⋯⋯⋯⋯⋯⋯⋯⋯⋯⋯⋯⋯⋯⋯⋯⋯⋯⋯⋯

学海无涯 829⋯⋯⋯⋯⋯⋯⋯⋯⋯⋯⋯⋯⋯⋯⋯⋯⋯⋯⋯⋯⋯⋯⋯⋯⋯⋯⋯

学无所遗 829⋯⋯⋯⋯⋯⋯⋯⋯⋯⋯⋯⋯⋯⋯⋯⋯⋯⋯⋯⋯⋯⋯⋯⋯⋯⋯⋯

学无止境 829⋯⋯⋯⋯⋯⋯⋯⋯⋯⋯⋯⋯⋯⋯⋯⋯⋯⋯⋯⋯⋯⋯⋯⋯⋯⋯⋯

学以致用 830⋯⋯⋯⋯⋯⋯⋯⋯⋯⋯⋯⋯⋯⋯⋯⋯⋯⋯⋯⋯⋯⋯⋯⋯⋯⋯⋯

雪泥鸿爪 830⋯⋯⋯⋯⋯⋯⋯⋯⋯⋯⋯⋯⋯⋯⋯⋯⋯⋯⋯⋯⋯⋯⋯⋯⋯⋯⋯

雪上加霜 830⋯⋯⋯⋯⋯⋯⋯⋯⋯⋯⋯⋯⋯⋯⋯⋯⋯⋯⋯⋯⋯⋯⋯⋯⋯⋯⋯

雪中送炭 830⋯⋯⋯⋯⋯⋯⋯⋯⋯⋯⋯⋯⋯⋯⋯⋯⋯⋯⋯⋯⋯⋯⋯⋯⋯⋯⋯

血海深仇 831⋯⋯⋯⋯⋯⋯⋯⋯⋯⋯⋯⋯⋯⋯⋯⋯⋯⋯⋯⋯⋯⋯⋯⋯⋯⋯⋯

血口喷人 831⋯⋯⋯⋯⋯⋯⋯⋯⋯⋯⋯⋯⋯⋯⋯⋯⋯⋯⋯⋯⋯⋯⋯⋯⋯⋯⋯

血流成河 831⋯⋯⋯⋯⋯⋯⋯⋯⋯⋯⋯⋯⋯⋯⋯⋯⋯⋯⋯⋯⋯⋯⋯⋯⋯⋯⋯

血气方刚 831⋯⋯⋯⋯⋯⋯⋯⋯⋯⋯⋯⋯⋯⋯⋯⋯⋯⋯⋯⋯⋯⋯⋯⋯⋯⋯⋯

血肉相连 831⋯⋯⋯⋯⋯⋯⋯⋯⋯⋯⋯⋯⋯⋯⋯⋯⋯⋯⋯⋯⋯⋯⋯⋯⋯⋯⋯

血雨腥风 831⋯⋯⋯⋯⋯⋯⋯⋯⋯⋯⋯⋯⋯⋯⋯⋯⋯⋯⋯⋯⋯⋯⋯⋯⋯⋯⋯

血债累累 832⋯⋯⋯⋯⋯⋯⋯⋯⋯⋯⋯⋯⋯⋯⋯⋯⋯⋯⋯⋯⋯⋯⋯⋯⋯⋯⋯

谑笑科诨 832⋯⋯⋯⋯⋯⋯⋯⋯⋯⋯⋯⋯⋯⋯⋯⋯⋯⋯⋯⋯⋯⋯⋯⋯⋯⋯⋯

xun 832⋯⋯⋯⋯⋯⋯⋯⋯⋯⋯⋯⋯⋯⋯⋯⋯⋯

寻根究底 832⋯⋯⋯⋯⋯⋯⋯⋯⋯⋯⋯⋯⋯⋯⋯⋯⋯⋯⋯⋯⋯⋯⋯⋯⋯⋯⋯

寻花问柳 832⋯⋯⋯⋯⋯⋯⋯⋯⋯⋯⋯⋯⋯⋯⋯⋯⋯⋯⋯⋯⋯⋯⋯⋯⋯⋯⋯

寻欢作乐 832⋯⋯⋯⋯⋯⋯⋯⋯⋯⋯⋯⋯⋯⋯⋯⋯⋯⋯⋯⋯⋯⋯⋯⋯⋯⋯⋯

寻死觅活 832⋯⋯⋯⋯⋯⋯⋯⋯⋯⋯⋯⋯⋯⋯⋯⋯⋯⋯⋯⋯⋯⋯⋯⋯⋯⋯⋯

寻章摘句 833⋯⋯⋯⋯⋯⋯⋯⋯⋯⋯⋯⋯⋯⋯⋯⋯⋯⋯⋯⋯⋯⋯⋯⋯⋯⋯⋯

寻踪觅迹 833⋯⋯⋯⋯⋯⋯⋯⋯⋯⋯⋯⋯⋯⋯⋯⋯⋯⋯⋯⋯⋯⋯⋯⋯⋯⋯⋯

循规蹈矩 833⋯⋯⋯⋯⋯⋯⋯⋯⋯⋯⋯⋯⋯⋯⋯⋯⋯⋯⋯⋯⋯⋯⋯⋯⋯⋯⋯

循名责实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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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序渐进 833⋯⋯⋯⋯⋯⋯⋯⋯⋯⋯⋯⋯⋯⋯⋯⋯⋯⋯⋯⋯⋯⋯⋯⋯⋯⋯⋯

循循善诱 833⋯⋯⋯⋯⋯⋯⋯⋯⋯⋯⋯⋯⋯⋯⋯⋯⋯⋯⋯⋯⋯⋯⋯⋯⋯⋯⋯

迅雷不及掩耳 834⋯⋯⋯⋯⋯⋯⋯⋯⋯⋯⋯⋯⋯⋯⋯⋯⋯⋯⋯⋯⋯⋯⋯⋯⋯

徇情枉法 834⋯⋯⋯⋯⋯⋯⋯⋯⋯⋯⋯⋯⋯⋯⋯⋯⋯⋯⋯⋯⋯⋯⋯⋯⋯⋯⋯

徇私舞弊 834⋯⋯⋯⋯⋯⋯⋯⋯⋯⋯⋯⋯⋯⋯⋯⋯⋯⋯⋯⋯⋯⋯⋯⋯⋯⋯⋯

训练有素 834⋯⋯⋯⋯⋯⋯⋯⋯⋯⋯⋯⋯⋯⋯⋯⋯⋯⋯⋯⋯⋯⋯⋯⋯⋯⋯⋯

Y 835⋯⋯⋯⋯⋯⋯⋯⋯⋯⋯⋯⋯⋯⋯⋯⋯

yɑ 835⋯⋯⋯⋯⋯⋯⋯⋯⋯⋯⋯⋯⋯⋯⋯⋯⋯⋯

鸦雀无声 835⋯⋯⋯⋯⋯⋯⋯⋯⋯⋯⋯⋯⋯⋯⋯⋯⋯⋯⋯⋯⋯⋯⋯⋯⋯⋯⋯

睚眦必报 835⋯⋯⋯⋯⋯⋯⋯⋯⋯⋯⋯⋯⋯⋯⋯⋯⋯⋯⋯⋯⋯⋯⋯⋯⋯⋯⋯

牙牙学语 835⋯⋯⋯⋯⋯⋯⋯⋯⋯⋯⋯⋯⋯⋯⋯⋯⋯⋯⋯⋯⋯⋯⋯⋯⋯⋯⋯

哑巴吃黄连 , 有苦说不出 835⋯⋯⋯⋯⋯⋯⋯⋯⋯⋯⋯⋯⋯⋯⋯⋯⋯⋯⋯⋯⋯

哑口无言 835⋯⋯⋯⋯⋯⋯⋯⋯⋯⋯⋯⋯⋯⋯⋯⋯⋯⋯⋯⋯⋯⋯⋯⋯⋯⋯⋯

哑然失笑 836⋯⋯⋯⋯⋯⋯⋯⋯⋯⋯⋯⋯⋯⋯⋯⋯⋯⋯⋯⋯⋯⋯⋯⋯⋯⋯⋯

雅量高致 836⋯⋯⋯⋯⋯⋯⋯⋯⋯⋯⋯⋯⋯⋯⋯⋯⋯⋯⋯⋯⋯⋯⋯⋯⋯⋯⋯

雅俗共赏 836⋯⋯⋯⋯⋯⋯⋯⋯⋯⋯⋯⋯⋯⋯⋯⋯⋯⋯⋯⋯⋯⋯⋯⋯⋯⋯⋯

揠苗助长 836⋯⋯⋯⋯⋯⋯⋯⋯⋯⋯⋯⋯⋯⋯⋯⋯⋯⋯⋯⋯⋯⋯⋯⋯⋯⋯⋯

yɑn 836⋯⋯⋯⋯⋯⋯⋯⋯⋯⋯⋯⋯⋯⋯⋯⋯⋯

烟波浩渺 836⋯⋯⋯⋯⋯⋯⋯⋯⋯⋯⋯⋯⋯⋯⋯⋯⋯⋯⋯⋯⋯⋯⋯⋯⋯⋯⋯

烟消云散 837⋯⋯⋯⋯⋯⋯⋯⋯⋯⋯⋯⋯⋯⋯⋯⋯⋯⋯⋯⋯⋯⋯⋯⋯⋯⋯⋯

烟熏火燎 837⋯⋯⋯⋯⋯⋯⋯⋯⋯⋯⋯⋯⋯⋯⋯⋯⋯⋯⋯⋯⋯⋯⋯⋯⋯⋯⋯

延年益寿 837⋯⋯⋯⋯⋯⋯⋯⋯⋯⋯⋯⋯⋯⋯⋯⋯⋯⋯⋯⋯⋯⋯⋯⋯⋯⋯⋯

严惩不贷 837⋯⋯⋯⋯⋯⋯⋯⋯⋯⋯⋯⋯⋯⋯⋯⋯⋯⋯⋯⋯⋯⋯⋯⋯⋯⋯⋯

严阵以待 837⋯⋯⋯⋯⋯⋯⋯⋯⋯⋯⋯⋯⋯⋯⋯⋯⋯⋯⋯⋯⋯⋯⋯⋯⋯⋯⋯

言必信 , 行必果 837⋯⋯⋯⋯⋯⋯⋯⋯⋯⋯⋯⋯⋯⋯⋯⋯⋯⋯⋯⋯⋯⋯⋯⋯⋯

言不尽意 838⋯⋯⋯⋯⋯⋯⋯⋯⋯⋯⋯⋯⋯⋯⋯⋯⋯⋯⋯⋯⋯⋯⋯⋯⋯⋯⋯

言不由衷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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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传身教 838⋯⋯⋯⋯⋯⋯⋯⋯⋯⋯⋯⋯⋯⋯⋯⋯⋯⋯⋯⋯⋯⋯⋯⋯⋯⋯⋯

言而无信 838⋯⋯⋯⋯⋯⋯⋯⋯⋯⋯⋯⋯⋯⋯⋯⋯⋯⋯⋯⋯⋯⋯⋯⋯⋯⋯⋯

言归于好 839⋯⋯⋯⋯⋯⋯⋯⋯⋯⋯⋯⋯⋯⋯⋯⋯⋯⋯⋯⋯⋯⋯⋯⋯⋯⋯⋯

言归正传 839⋯⋯⋯⋯⋯⋯⋯⋯⋯⋯⋯⋯⋯⋯⋯⋯⋯⋯⋯⋯⋯⋯⋯⋯⋯⋯⋯

言之成理 839⋯⋯⋯⋯⋯⋯⋯⋯⋯⋯⋯⋯⋯⋯⋯⋯⋯⋯⋯⋯⋯⋯⋯⋯⋯⋯⋯

言多必失 839⋯⋯⋯⋯⋯⋯⋯⋯⋯⋯⋯⋯⋯⋯⋯⋯⋯⋯⋯⋯⋯⋯⋯⋯⋯⋯⋯

言必有据 839⋯⋯⋯⋯⋯⋯⋯⋯⋯⋯⋯⋯⋯⋯⋯⋯⋯⋯⋯⋯⋯⋯⋯⋯⋯⋯⋯

言必有中 839⋯⋯⋯⋯⋯⋯⋯⋯⋯⋯⋯⋯⋯⋯⋯⋯⋯⋯⋯⋯⋯⋯⋯⋯⋯⋯⋯

言不及义 840⋯⋯⋯⋯⋯⋯⋯⋯⋯⋯⋯⋯⋯⋯⋯⋯⋯⋯⋯⋯⋯⋯⋯⋯⋯⋯⋯

言出法随 840⋯⋯⋯⋯⋯⋯⋯⋯⋯⋯⋯⋯⋯⋯⋯⋯⋯⋯⋯⋯⋯⋯⋯⋯⋯⋯⋯

言而有信 840⋯⋯⋯⋯⋯⋯⋯⋯⋯⋯⋯⋯⋯⋯⋯⋯⋯⋯⋯⋯⋯⋯⋯⋯⋯⋯⋯

言简意少 840⋯⋯⋯⋯⋯⋯⋯⋯⋯⋯⋯⋯⋯⋯⋯⋯⋯⋯⋯⋯⋯⋯⋯⋯⋯⋯⋯

言谈举止 840⋯⋯⋯⋯⋯⋯⋯⋯⋯⋯⋯⋯⋯⋯⋯⋯⋯⋯⋯⋯⋯⋯⋯⋯⋯⋯⋯

言过其实 840⋯⋯⋯⋯⋯⋯⋯⋯⋯⋯⋯⋯⋯⋯⋯⋯⋯⋯⋯⋯⋯⋯⋯⋯⋯⋯⋯

言简意赅 841⋯⋯⋯⋯⋯⋯⋯⋯⋯⋯⋯⋯⋯⋯⋯⋯⋯⋯⋯⋯⋯⋯⋯⋯⋯⋯⋯

言近旨远 841⋯⋯⋯⋯⋯⋯⋯⋯⋯⋯⋯⋯⋯⋯⋯⋯⋯⋯⋯⋯⋯⋯⋯⋯⋯⋯⋯

言外之意 841⋯⋯⋯⋯⋯⋯⋯⋯⋯⋯⋯⋯⋯⋯⋯⋯⋯⋯⋯⋯⋯⋯⋯⋯⋯⋯⋯

言行一致 841⋯⋯⋯⋯⋯⋯⋯⋯⋯⋯⋯⋯⋯⋯⋯⋯⋯⋯⋯⋯⋯⋯⋯⋯⋯⋯⋯

言之无物 841⋯⋯⋯⋯⋯⋯⋯⋯⋯⋯⋯⋯⋯⋯⋯⋯⋯⋯⋯⋯⋯⋯⋯⋯⋯⋯⋯

言之有物 841⋯⋯⋯⋯⋯⋯⋯⋯⋯⋯⋯⋯⋯⋯⋯⋯⋯⋯⋯⋯⋯⋯⋯⋯⋯⋯⋯

言之有序 841⋯⋯⋯⋯⋯⋯⋯⋯⋯⋯⋯⋯⋯⋯⋯⋯⋯⋯⋯⋯⋯⋯⋯⋯⋯⋯⋯

言之凿凿 842⋯⋯⋯⋯⋯⋯⋯⋯⋯⋯⋯⋯⋯⋯⋯⋯⋯⋯⋯⋯⋯⋯⋯⋯⋯⋯⋯

言听计从 842⋯⋯⋯⋯⋯⋯⋯⋯⋯⋯⋯⋯⋯⋯⋯⋯⋯⋯⋯⋯⋯⋯⋯⋯⋯⋯⋯

言为心声 842⋯⋯⋯⋯⋯⋯⋯⋯⋯⋯⋯⋯⋯⋯⋯⋯⋯⋯⋯⋯⋯⋯⋯⋯⋯⋯⋯

言行不一 842⋯⋯⋯⋯⋯⋯⋯⋯⋯⋯⋯⋯⋯⋯⋯⋯⋯⋯⋯⋯⋯⋯⋯⋯⋯⋯⋯

言无二价 842⋯⋯⋯⋯⋯⋯⋯⋯⋯⋯⋯⋯⋯⋯⋯⋯⋯⋯⋯⋯⋯⋯⋯⋯⋯⋯⋯

言犹在耳 842⋯⋯⋯⋯⋯⋯⋯⋯⋯⋯⋯⋯⋯⋯⋯⋯⋯⋯⋯⋯⋯⋯⋯⋯⋯⋯⋯

言者无罪 , 闻者足戒 842⋯⋯⋯⋯⋯⋯⋯⋯⋯⋯⋯⋯⋯⋯⋯⋯⋯⋯⋯⋯⋯⋯⋯

言之无文 , 行而不远 843⋯⋯⋯⋯⋯⋯⋯⋯⋯⋯⋯⋯⋯⋯⋯⋯⋯⋯⋯⋯⋯⋯⋯

奄奄一息 843⋯⋯⋯⋯⋯⋯⋯⋯⋯⋯⋯⋯⋯⋯⋯⋯⋯⋯⋯⋯⋯⋯⋯⋯⋯⋯⋯

掩鼻而过 843⋯⋯⋯⋯⋯⋯⋯⋯⋯⋯⋯⋯⋯⋯⋯⋯⋯⋯⋯⋯⋯⋯⋯⋯⋯⋯⋯

掩耳盗铃 843⋯⋯⋯⋯⋯⋯⋯⋯⋯⋯⋯⋯⋯⋯⋯⋯⋯⋯⋯⋯⋯⋯⋯⋯⋯⋯⋯

掩人耳目 844⋯⋯⋯⋯⋯⋯⋯⋯⋯⋯⋯⋯⋯⋯⋯⋯⋯⋯⋯⋯⋯⋯⋯⋯⋯⋯⋯

眼高手低 844⋯⋯⋯⋯⋯⋯⋯⋯⋯⋯⋯⋯⋯⋯⋯⋯⋯⋯⋯⋯⋯⋯⋯⋯⋯⋯⋯

眼明手快 844⋯⋯⋯⋯⋯⋯⋯⋯⋯⋯⋯⋯⋯⋯⋯⋯⋯⋯⋯⋯⋯⋯⋯⋯⋯⋯⋯

·361·言奄掩眼



眼花缭乱 844⋯⋯⋯⋯⋯⋯⋯⋯⋯⋯⋯⋯⋯⋯⋯⋯⋯⋯⋯⋯⋯⋯⋯⋯⋯⋯⋯

偃旗息鼓 844⋯⋯⋯⋯⋯⋯⋯⋯⋯⋯⋯⋯⋯⋯⋯⋯⋯⋯⋯⋯⋯⋯⋯⋯⋯⋯⋯

偃武修文 844⋯⋯⋯⋯⋯⋯⋯⋯⋯⋯⋯⋯⋯⋯⋯⋯⋯⋯⋯⋯⋯⋯⋯⋯⋯⋯⋯

yɑnɡ 845⋯⋯⋯⋯⋯⋯⋯⋯⋯⋯⋯⋯⋯⋯⋯⋯⋯

泱泱大国 845⋯⋯⋯⋯⋯⋯⋯⋯⋯⋯⋯⋯⋯⋯⋯⋯⋯⋯⋯⋯⋯⋯⋯⋯⋯⋯⋯

羊肠小道 845⋯⋯⋯⋯⋯⋯⋯⋯⋯⋯⋯⋯⋯⋯⋯⋯⋯⋯⋯⋯⋯⋯⋯⋯⋯⋯⋯

羊毛出在羊身上 845⋯⋯⋯⋯⋯⋯⋯⋯⋯⋯⋯⋯⋯⋯⋯⋯⋯⋯⋯⋯⋯⋯⋯⋯

扬长而去 845⋯⋯⋯⋯⋯⋯⋯⋯⋯⋯⋯⋯⋯⋯⋯⋯⋯⋯⋯⋯⋯⋯⋯⋯⋯⋯⋯

扬眉吐气 845⋯⋯⋯⋯⋯⋯⋯⋯⋯⋯⋯⋯⋯⋯⋯⋯⋯⋯⋯⋯⋯⋯⋯⋯⋯⋯⋯

扬长避短 846⋯⋯⋯⋯⋯⋯⋯⋯⋯⋯⋯⋯⋯⋯⋯⋯⋯⋯⋯⋯⋯⋯⋯⋯⋯⋯⋯

扬汤止沸 846⋯⋯⋯⋯⋯⋯⋯⋯⋯⋯⋯⋯⋯⋯⋯⋯⋯⋯⋯⋯⋯⋯⋯⋯⋯⋯⋯

阳春白雪 846⋯⋯⋯⋯⋯⋯⋯⋯⋯⋯⋯⋯⋯⋯⋯⋯⋯⋯⋯⋯⋯⋯⋯⋯⋯⋯⋯

阳奉阴违 846⋯⋯⋯⋯⋯⋯⋯⋯⋯⋯⋯⋯⋯⋯⋯⋯⋯⋯⋯⋯⋯⋯⋯⋯⋯⋯⋯

阳关大道 846⋯⋯⋯⋯⋯⋯⋯⋯⋯⋯⋯⋯⋯⋯⋯⋯⋯⋯⋯⋯⋯⋯⋯⋯⋯⋯⋯

洋洋大观 846⋯⋯⋯⋯⋯⋯⋯⋯⋯⋯⋯⋯⋯⋯⋯⋯⋯⋯⋯⋯⋯⋯⋯⋯⋯⋯⋯

洋洋洒洒 847⋯⋯⋯⋯⋯⋯⋯⋯⋯⋯⋯⋯⋯⋯⋯⋯⋯⋯⋯⋯⋯⋯⋯⋯⋯⋯⋯

洋洋自得 847⋯⋯⋯⋯⋯⋯⋯⋯⋯⋯⋯⋯⋯⋯⋯⋯⋯⋯⋯⋯⋯⋯⋯⋯⋯⋯⋯

仰人鼻息 847⋯⋯⋯⋯⋯⋯⋯⋯⋯⋯⋯⋯⋯⋯⋯⋯⋯⋯⋯⋯⋯⋯⋯⋯⋯⋯⋯

养兵千日 , 用兵一时 847⋯⋯⋯⋯⋯⋯⋯⋯⋯⋯⋯⋯⋯⋯⋯⋯⋯⋯⋯⋯⋯⋯⋯

养儿防老 847⋯⋯⋯⋯⋯⋯⋯⋯⋯⋯⋯⋯⋯⋯⋯⋯⋯⋯⋯⋯⋯⋯⋯⋯⋯⋯⋯

养虎遗患 847⋯⋯⋯⋯⋯⋯⋯⋯⋯⋯⋯⋯⋯⋯⋯⋯⋯⋯⋯⋯⋯⋯⋯⋯⋯⋯⋯

养精蓄锐 848⋯⋯⋯⋯⋯⋯⋯⋯⋯⋯⋯⋯⋯⋯⋯⋯⋯⋯⋯⋯⋯⋯⋯⋯⋯⋯⋯

养尊处优 848⋯⋯⋯⋯⋯⋯⋯⋯⋯⋯⋯⋯⋯⋯⋯⋯⋯⋯⋯⋯⋯⋯⋯⋯⋯⋯⋯

养痈遗患 848⋯⋯⋯⋯⋯⋯⋯⋯⋯⋯⋯⋯⋯⋯⋯⋯⋯⋯⋯⋯⋯⋯⋯⋯⋯⋯⋯

怏怏不乐 848⋯⋯⋯⋯⋯⋯⋯⋯⋯⋯⋯⋯⋯⋯⋯⋯⋯⋯⋯⋯⋯⋯⋯⋯⋯⋯⋯

yɑo 849⋯⋯⋯⋯⋯⋯⋯⋯⋯⋯⋯⋯⋯⋯⋯⋯⋯

妖魔鬼怪 849⋯⋯⋯⋯⋯⋯⋯⋯⋯⋯⋯⋯⋯⋯⋯⋯⋯⋯⋯⋯⋯⋯⋯⋯⋯⋯⋯

妖言惑众 849⋯⋯⋯⋯⋯⋯⋯⋯⋯⋯⋯⋯⋯⋯⋯⋯⋯⋯⋯⋯⋯⋯⋯⋯⋯⋯⋯

腰缠万贯 849⋯⋯⋯⋯⋯⋯⋯⋯⋯⋯⋯⋯⋯⋯⋯⋯⋯⋯⋯⋯⋯⋯⋯⋯⋯⋯⋯

摇唇鼓舌 849⋯⋯⋯⋯⋯⋯⋯⋯⋯⋯⋯⋯⋯⋯⋯⋯⋯⋯⋯⋯⋯⋯⋯⋯⋯⋯⋯

摇旗呐喊 849⋯⋯⋯⋯⋯⋯⋯⋯⋯⋯⋯⋯⋯⋯⋯⋯⋯⋯⋯⋯⋯⋯⋯⋯⋯⋯⋯

·461· 眼偃泱羊扬阳洋仰养怏妖腰摇



摇身一变 850⋯⋯⋯⋯⋯⋯⋯⋯⋯⋯⋯⋯⋯⋯⋯⋯⋯⋯⋯⋯⋯⋯⋯⋯⋯⋯⋯

摇头摆尾 850⋯⋯⋯⋯⋯⋯⋯⋯⋯⋯⋯⋯⋯⋯⋯⋯⋯⋯⋯⋯⋯⋯⋯⋯⋯⋯⋯

摇头晃脑 850⋯⋯⋯⋯⋯⋯⋯⋯⋯⋯⋯⋯⋯⋯⋯⋯⋯⋯⋯⋯⋯⋯⋯⋯⋯⋯⋯

摇尾乞怜 850⋯⋯⋯⋯⋯⋯⋯⋯⋯⋯⋯⋯⋯⋯⋯⋯⋯⋯⋯⋯⋯⋯⋯⋯⋯⋯⋯

摇摇欲坠 850⋯⋯⋯⋯⋯⋯⋯⋯⋯⋯⋯⋯⋯⋯⋯⋯⋯⋯⋯⋯⋯⋯⋯⋯⋯⋯⋯

遥相呼应 850⋯⋯⋯⋯⋯⋯⋯⋯⋯⋯⋯⋯⋯⋯⋯⋯⋯⋯⋯⋯⋯⋯⋯⋯⋯⋯⋯

遥遥领先 851⋯⋯⋯⋯⋯⋯⋯⋯⋯⋯⋯⋯⋯⋯⋯⋯⋯⋯⋯⋯⋯⋯⋯⋯⋯⋯⋯

遥遥无期 851⋯⋯⋯⋯⋯⋯⋯⋯⋯⋯⋯⋯⋯⋯⋯⋯⋯⋯⋯⋯⋯⋯⋯⋯⋯⋯⋯

遥遥相望 851⋯⋯⋯⋯⋯⋯⋯⋯⋯⋯⋯⋯⋯⋯⋯⋯⋯⋯⋯⋯⋯⋯⋯⋯⋯⋯⋯

杳如黄鹤 851⋯⋯⋯⋯⋯⋯⋯⋯⋯⋯⋯⋯⋯⋯⋯⋯⋯⋯⋯⋯⋯⋯⋯⋯⋯⋯⋯

咬文嚼字 851⋯⋯⋯⋯⋯⋯⋯⋯⋯⋯⋯⋯⋯⋯⋯⋯⋯⋯⋯⋯⋯⋯⋯⋯⋯⋯⋯

咬牙切齿 851⋯⋯⋯⋯⋯⋯⋯⋯⋯⋯⋯⋯⋯⋯⋯⋯⋯⋯⋯⋯⋯⋯⋯⋯⋯⋯⋯

窈窕淑女 852⋯⋯⋯⋯⋯⋯⋯⋯⋯⋯⋯⋯⋯⋯⋯⋯⋯⋯⋯⋯⋯⋯⋯⋯⋯⋯⋯

药到病除 852⋯⋯⋯⋯⋯⋯⋯⋯⋯⋯⋯⋯⋯⋯⋯⋯⋯⋯⋯⋯⋯⋯⋯⋯⋯⋯⋯

要言不烦 852⋯⋯⋯⋯⋯⋯⋯⋯⋯⋯⋯⋯⋯⋯⋯⋯⋯⋯⋯⋯⋯⋯⋯⋯⋯⋯⋯

耀武扬威 852⋯⋯⋯⋯⋯⋯⋯⋯⋯⋯⋯⋯⋯⋯⋯⋯⋯⋯⋯⋯⋯⋯⋯⋯⋯⋯⋯

ye 852⋯⋯⋯⋯⋯⋯⋯⋯⋯⋯⋯⋯⋯⋯⋯⋯⋯⋯

野火烧不尽 , 春风吹又生 852⋯⋯⋯⋯⋯⋯⋯⋯⋯⋯⋯⋯⋯⋯⋯⋯⋯⋯⋯⋯⋯

业精于勤 852⋯⋯⋯⋯⋯⋯⋯⋯⋯⋯⋯⋯⋯⋯⋯⋯⋯⋯⋯⋯⋯⋯⋯⋯⋯⋯⋯

叶公好龙 853⋯⋯⋯⋯⋯⋯⋯⋯⋯⋯⋯⋯⋯⋯⋯⋯⋯⋯⋯⋯⋯⋯⋯⋯⋯⋯⋯

叶落归根 853⋯⋯⋯⋯⋯⋯⋯⋯⋯⋯⋯⋯⋯⋯⋯⋯⋯⋯⋯⋯⋯⋯⋯⋯⋯⋯⋯

叶落知秋 853⋯⋯⋯⋯⋯⋯⋯⋯⋯⋯⋯⋯⋯⋯⋯⋯⋯⋯⋯⋯⋯⋯⋯⋯⋯⋯⋯

夜长梦多 853⋯⋯⋯⋯⋯⋯⋯⋯⋯⋯⋯⋯⋯⋯⋯⋯⋯⋯⋯⋯⋯⋯⋯⋯⋯⋯⋯

夜郎自大 853⋯⋯⋯⋯⋯⋯⋯⋯⋯⋯⋯⋯⋯⋯⋯⋯⋯⋯⋯⋯⋯⋯⋯⋯⋯⋯⋯

夜以继日 854⋯⋯⋯⋯⋯⋯⋯⋯⋯⋯⋯⋯⋯⋯⋯⋯⋯⋯⋯⋯⋯⋯⋯⋯⋯⋯⋯

yi 854⋯⋯⋯⋯⋯⋯⋯⋯⋯⋯⋯⋯⋯⋯⋯⋯⋯⋯

一败涂地 854⋯⋯⋯⋯⋯⋯⋯⋯⋯⋯⋯⋯⋯⋯⋯⋯⋯⋯⋯⋯⋯⋯⋯⋯⋯⋯⋯

一板三眼 854⋯⋯⋯⋯⋯⋯⋯⋯⋯⋯⋯⋯⋯⋯⋯⋯⋯⋯⋯⋯⋯⋯⋯⋯⋯⋯⋯

一本万利 854⋯⋯⋯⋯⋯⋯⋯⋯⋯⋯⋯⋯⋯⋯⋯⋯⋯⋯⋯⋯⋯⋯⋯⋯⋯⋯⋯

一本正经 855⋯⋯⋯⋯⋯⋯⋯⋯⋯⋯⋯⋯⋯⋯⋯⋯⋯⋯⋯⋯⋯⋯⋯⋯⋯⋯⋯

一笔勾销 855⋯⋯⋯⋯⋯⋯⋯⋯⋯⋯⋯⋯⋯⋯⋯⋯⋯⋯⋯⋯⋯⋯⋯⋯⋯⋯⋯

·561·摇遥杳咬窈药要耀野业叶夜一



一笔抹杀 855⋯⋯⋯⋯⋯⋯⋯⋯⋯⋯⋯⋯⋯⋯⋯⋯⋯⋯⋯⋯⋯⋯⋯⋯⋯⋯⋯

一碧万顷 855⋯⋯⋯⋯⋯⋯⋯⋯⋯⋯⋯⋯⋯⋯⋯⋯⋯⋯⋯⋯⋯⋯⋯⋯⋯⋯⋯

一臂之力 855⋯⋯⋯⋯⋯⋯⋯⋯⋯⋯⋯⋯⋯⋯⋯⋯⋯⋯⋯⋯⋯⋯⋯⋯⋯⋯⋯

一波三折 855⋯⋯⋯⋯⋯⋯⋯⋯⋯⋯⋯⋯⋯⋯⋯⋯⋯⋯⋯⋯⋯⋯⋯⋯⋯⋯⋯

一波未平 , 一波又起 856⋯⋯⋯⋯⋯⋯⋯⋯⋯⋯⋯⋯⋯⋯⋯⋯⋯⋯⋯⋯⋯⋯⋯

一步登天 856⋯⋯⋯⋯⋯⋯⋯⋯⋯⋯⋯⋯⋯⋯⋯⋯⋯⋯⋯⋯⋯⋯⋯⋯⋯⋯⋯

一不做 , 二不休 856⋯⋯⋯⋯⋯⋯⋯⋯⋯⋯⋯⋯⋯⋯⋯⋯⋯⋯⋯⋯⋯⋯⋯⋯⋯

一倡百和 856⋯⋯⋯⋯⋯⋯⋯⋯⋯⋯⋯⋯⋯⋯⋯⋯⋯⋯⋯⋯⋯⋯⋯⋯⋯⋯⋯

一唱一和 856⋯⋯⋯⋯⋯⋯⋯⋯⋯⋯⋯⋯⋯⋯⋯⋯⋯⋯⋯⋯⋯⋯⋯⋯⋯⋯⋯

一尘不染 856⋯⋯⋯⋯⋯⋯⋯⋯⋯⋯⋯⋯⋯⋯⋯⋯⋯⋯⋯⋯⋯⋯⋯⋯⋯⋯⋯

一成不变 857⋯⋯⋯⋯⋯⋯⋯⋯⋯⋯⋯⋯⋯⋯⋯⋯⋯⋯⋯⋯⋯⋯⋯⋯⋯⋯⋯

一筹莫展 857⋯⋯⋯⋯⋯⋯⋯⋯⋯⋯⋯⋯⋯⋯⋯⋯⋯⋯⋯⋯⋯⋯⋯⋯⋯⋯⋯

一触即发 857⋯⋯⋯⋯⋯⋯⋯⋯⋯⋯⋯⋯⋯⋯⋯⋯⋯⋯⋯⋯⋯⋯⋯⋯⋯⋯⋯

一触即溃 857⋯⋯⋯⋯⋯⋯⋯⋯⋯⋯⋯⋯⋯⋯⋯⋯⋯⋯⋯⋯⋯⋯⋯⋯⋯⋯⋯

一蹴而就 857⋯⋯⋯⋯⋯⋯⋯⋯⋯⋯⋯⋯⋯⋯⋯⋯⋯⋯⋯⋯⋯⋯⋯⋯⋯⋯⋯

一刀两断 857⋯⋯⋯⋯⋯⋯⋯⋯⋯⋯⋯⋯⋯⋯⋯⋯⋯⋯⋯⋯⋯⋯⋯⋯⋯⋯⋯

一反常态 858⋯⋯⋯⋯⋯⋯⋯⋯⋯⋯⋯⋯⋯⋯⋯⋯⋯⋯⋯⋯⋯⋯⋯⋯⋯⋯⋯

一帆风顺 858⋯⋯⋯⋯⋯⋯⋯⋯⋯⋯⋯⋯⋯⋯⋯⋯⋯⋯⋯⋯⋯⋯⋯⋯⋯⋯⋯

一夫当关 , 万夫莫开 858⋯⋯⋯⋯⋯⋯⋯⋯⋯⋯⋯⋯⋯⋯⋯⋯⋯⋯⋯⋯⋯⋯⋯

一得之见 858⋯⋯⋯⋯⋯⋯⋯⋯⋯⋯⋯⋯⋯⋯⋯⋯⋯⋯⋯⋯⋯⋯⋯⋯⋯⋯⋯

一概而论 858⋯⋯⋯⋯⋯⋯⋯⋯⋯⋯⋯⋯⋯⋯⋯⋯⋯⋯⋯⋯⋯⋯⋯⋯⋯⋯⋯

一干二净 859⋯⋯⋯⋯⋯⋯⋯⋯⋯⋯⋯⋯⋯⋯⋯⋯⋯⋯⋯⋯⋯⋯⋯⋯⋯⋯⋯

一鼓作气 859⋯⋯⋯⋯⋯⋯⋯⋯⋯⋯⋯⋯⋯⋯⋯⋯⋯⋯⋯⋯⋯⋯⋯⋯⋯⋯⋯

一呼百应 859⋯⋯⋯⋯⋯⋯⋯⋯⋯⋯⋯⋯⋯⋯⋯⋯⋯⋯⋯⋯⋯⋯⋯⋯⋯⋯⋯

一挥而就 859⋯⋯⋯⋯⋯⋯⋯⋯⋯⋯⋯⋯⋯⋯⋯⋯⋯⋯⋯⋯⋯⋯⋯⋯⋯⋯⋯

一技之长 859⋯⋯⋯⋯⋯⋯⋯⋯⋯⋯⋯⋯⋯⋯⋯⋯⋯⋯⋯⋯⋯⋯⋯⋯⋯⋯⋯

一家之言 859⋯⋯⋯⋯⋯⋯⋯⋯⋯⋯⋯⋯⋯⋯⋯⋯⋯⋯⋯⋯⋯⋯⋯⋯⋯⋯⋯

一见如故 859⋯⋯⋯⋯⋯⋯⋯⋯⋯⋯⋯⋯⋯⋯⋯⋯⋯⋯⋯⋯⋯⋯⋯⋯⋯⋯⋯

一见钟情 860⋯⋯⋯⋯⋯⋯⋯⋯⋯⋯⋯⋯⋯⋯⋯⋯⋯⋯⋯⋯⋯⋯⋯⋯⋯⋯⋯

一箭双雕 860⋯⋯⋯⋯⋯⋯⋯⋯⋯⋯⋯⋯⋯⋯⋯⋯⋯⋯⋯⋯⋯⋯⋯⋯⋯⋯⋯

一蹶不振 860⋯⋯⋯⋯⋯⋯⋯⋯⋯⋯⋯⋯⋯⋯⋯⋯⋯⋯⋯⋯⋯⋯⋯⋯⋯⋯⋯

一举成功 861⋯⋯⋯⋯⋯⋯⋯⋯⋯⋯⋯⋯⋯⋯⋯⋯⋯⋯⋯⋯⋯⋯⋯⋯⋯⋯⋯

一举成名 861⋯⋯⋯⋯⋯⋯⋯⋯⋯⋯⋯⋯⋯⋯⋯⋯⋯⋯⋯⋯⋯⋯⋯⋯⋯⋯⋯

一举两得 861⋯⋯⋯⋯⋯⋯⋯⋯⋯⋯⋯⋯⋯⋯⋯⋯⋯⋯⋯⋯⋯⋯⋯⋯⋯⋯⋯

一举一动 861⋯⋯⋯⋯⋯⋯⋯⋯⋯⋯⋯⋯⋯⋯⋯⋯⋯⋯⋯⋯⋯⋯⋯⋯⋯⋯⋯

·661· 一



一刻千金 861⋯⋯⋯⋯⋯⋯⋯⋯⋯⋯⋯⋯⋯⋯⋯⋯⋯⋯⋯⋯⋯⋯⋯⋯⋯⋯⋯

一孔之见 861⋯⋯⋯⋯⋯⋯⋯⋯⋯⋯⋯⋯⋯⋯⋯⋯⋯⋯⋯⋯⋯⋯⋯⋯⋯⋯⋯

一来二去 862⋯⋯⋯⋯⋯⋯⋯⋯⋯⋯⋯⋯⋯⋯⋯⋯⋯⋯⋯⋯⋯⋯⋯⋯⋯⋯⋯

一览无余 862⋯⋯⋯⋯⋯⋯⋯⋯⋯⋯⋯⋯⋯⋯⋯⋯⋯⋯⋯⋯⋯⋯⋯⋯⋯⋯⋯

一劳永逸 862⋯⋯⋯⋯⋯⋯⋯⋯⋯⋯⋯⋯⋯⋯⋯⋯⋯⋯⋯⋯⋯⋯⋯⋯⋯⋯⋯

一了百了 862⋯⋯⋯⋯⋯⋯⋯⋯⋯⋯⋯⋯⋯⋯⋯⋯⋯⋯⋯⋯⋯⋯⋯⋯⋯⋯⋯

一鳞半爪 862⋯⋯⋯⋯⋯⋯⋯⋯⋯⋯⋯⋯⋯⋯⋯⋯⋯⋯⋯⋯⋯⋯⋯⋯⋯⋯⋯

一路货色 862⋯⋯⋯⋯⋯⋯⋯⋯⋯⋯⋯⋯⋯⋯⋯⋯⋯⋯⋯⋯⋯⋯⋯⋯⋯⋯⋯

一路平安 863⋯⋯⋯⋯⋯⋯⋯⋯⋯⋯⋯⋯⋯⋯⋯⋯⋯⋯⋯⋯⋯⋯⋯⋯⋯⋯⋯

一路顺风 863⋯⋯⋯⋯⋯⋯⋯⋯⋯⋯⋯⋯⋯⋯⋯⋯⋯⋯⋯⋯⋯⋯⋯⋯⋯⋯⋯

一落千丈 863⋯⋯⋯⋯⋯⋯⋯⋯⋯⋯⋯⋯⋯⋯⋯⋯⋯⋯⋯⋯⋯⋯⋯⋯⋯⋯⋯

一马当先 863⋯⋯⋯⋯⋯⋯⋯⋯⋯⋯⋯⋯⋯⋯⋯⋯⋯⋯⋯⋯⋯⋯⋯⋯⋯⋯⋯

一马平川 863⋯⋯⋯⋯⋯⋯⋯⋯⋯⋯⋯⋯⋯⋯⋯⋯⋯⋯⋯⋯⋯⋯⋯⋯⋯⋯⋯

一脉相承 863⋯⋯⋯⋯⋯⋯⋯⋯⋯⋯⋯⋯⋯⋯⋯⋯⋯⋯⋯⋯⋯⋯⋯⋯⋯⋯⋯

一脉相通 863⋯⋯⋯⋯⋯⋯⋯⋯⋯⋯⋯⋯⋯⋯⋯⋯⋯⋯⋯⋯⋯⋯⋯⋯⋯⋯⋯

一毛不拔 864⋯⋯⋯⋯⋯⋯⋯⋯⋯⋯⋯⋯⋯⋯⋯⋯⋯⋯⋯⋯⋯⋯⋯⋯⋯⋯⋯

一面之词 864⋯⋯⋯⋯⋯⋯⋯⋯⋯⋯⋯⋯⋯⋯⋯⋯⋯⋯⋯⋯⋯⋯⋯⋯⋯⋯⋯

一面之交 864⋯⋯⋯⋯⋯⋯⋯⋯⋯⋯⋯⋯⋯⋯⋯⋯⋯⋯⋯⋯⋯⋯⋯⋯⋯⋯⋯

一鸣惊人 864⋯⋯⋯⋯⋯⋯⋯⋯⋯⋯⋯⋯⋯⋯⋯⋯⋯⋯⋯⋯⋯⋯⋯⋯⋯⋯⋯

一模一样 864⋯⋯⋯⋯⋯⋯⋯⋯⋯⋯⋯⋯⋯⋯⋯⋯⋯⋯⋯⋯⋯⋯⋯⋯⋯⋯⋯

一目了然 864⋯⋯⋯⋯⋯⋯⋯⋯⋯⋯⋯⋯⋯⋯⋯⋯⋯⋯⋯⋯⋯⋯⋯⋯⋯⋯⋯

一目十行 865⋯⋯⋯⋯⋯⋯⋯⋯⋯⋯⋯⋯⋯⋯⋯⋯⋯⋯⋯⋯⋯⋯⋯⋯⋯⋯⋯

一年半载 865⋯⋯⋯⋯⋯⋯⋯⋯⋯⋯⋯⋯⋯⋯⋯⋯⋯⋯⋯⋯⋯⋯⋯⋯⋯⋯⋯

一年之季在于春 865⋯⋯⋯⋯⋯⋯⋯⋯⋯⋯⋯⋯⋯⋯⋯⋯⋯⋯⋯⋯⋯⋯⋯⋯

一念之差 866⋯⋯⋯⋯⋯⋯⋯⋯⋯⋯⋯⋯⋯⋯⋯⋯⋯⋯⋯⋯⋯⋯⋯⋯⋯⋯⋯

一诺千金 866⋯⋯⋯⋯⋯⋯⋯⋯⋯⋯⋯⋯⋯⋯⋯⋯⋯⋯⋯⋯⋯⋯⋯⋯⋯⋯⋯

一拍即合 866⋯⋯⋯⋯⋯⋯⋯⋯⋯⋯⋯⋯⋯⋯⋯⋯⋯⋯⋯⋯⋯⋯⋯⋯⋯⋯⋯

一盘散沙 866⋯⋯⋯⋯⋯⋯⋯⋯⋯⋯⋯⋯⋯⋯⋯⋯⋯⋯⋯⋯⋯⋯⋯⋯⋯⋯⋯

一贫如洗 866⋯⋯⋯⋯⋯⋯⋯⋯⋯⋯⋯⋯⋯⋯⋯⋯⋯⋯⋯⋯⋯⋯⋯⋯⋯⋯⋯

一暴十寒 866⋯⋯⋯⋯⋯⋯⋯⋯⋯⋯⋯⋯⋯⋯⋯⋯⋯⋯⋯⋯⋯⋯⋯⋯⋯⋯⋯

一气呵成 867⋯⋯⋯⋯⋯⋯⋯⋯⋯⋯⋯⋯⋯⋯⋯⋯⋯⋯⋯⋯⋯⋯⋯⋯⋯⋯⋯

一钱不值 867⋯⋯⋯⋯⋯⋯⋯⋯⋯⋯⋯⋯⋯⋯⋯⋯⋯⋯⋯⋯⋯⋯⋯⋯⋯⋯⋯

一窍不通 867⋯⋯⋯⋯⋯⋯⋯⋯⋯⋯⋯⋯⋯⋯⋯⋯⋯⋯⋯⋯⋯⋯⋯⋯⋯⋯⋯

一清二白 867⋯⋯⋯⋯⋯⋯⋯⋯⋯⋯⋯⋯⋯⋯⋯⋯⋯⋯⋯⋯⋯⋯⋯⋯⋯⋯⋯

一穷二白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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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丘之貉 867⋯⋯⋯⋯⋯⋯⋯⋯⋯⋯⋯⋯⋯⋯⋯⋯⋯⋯⋯⋯⋯⋯⋯⋯⋯⋯⋯

一去不复返 868⋯⋯⋯⋯⋯⋯⋯⋯⋯⋯⋯⋯⋯⋯⋯⋯⋯⋯⋯⋯⋯⋯⋯⋯⋯⋯

一人得道 , 鸡犬升天 868⋯⋯⋯⋯⋯⋯⋯⋯⋯⋯⋯⋯⋯⋯⋯⋯⋯⋯⋯⋯⋯⋯⋯

一日千里 868⋯⋯⋯⋯⋯⋯⋯⋯⋯⋯⋯⋯⋯⋯⋯⋯⋯⋯⋯⋯⋯⋯⋯⋯⋯⋯⋯

一日三秋 868⋯⋯⋯⋯⋯⋯⋯⋯⋯⋯⋯⋯⋯⋯⋯⋯⋯⋯⋯⋯⋯⋯⋯⋯⋯⋯⋯

一如既往 868⋯⋯⋯⋯⋯⋯⋯⋯⋯⋯⋯⋯⋯⋯⋯⋯⋯⋯⋯⋯⋯⋯⋯⋯⋯⋯⋯

一扫而光 869⋯⋯⋯⋯⋯⋯⋯⋯⋯⋯⋯⋯⋯⋯⋯⋯⋯⋯⋯⋯⋯⋯⋯⋯⋯⋯⋯

一扫而空 869⋯⋯⋯⋯⋯⋯⋯⋯⋯⋯⋯⋯⋯⋯⋯⋯⋯⋯⋯⋯⋯⋯⋯⋯⋯⋯⋯

一身是胆 869⋯⋯⋯⋯⋯⋯⋯⋯⋯⋯⋯⋯⋯⋯⋯⋯⋯⋯⋯⋯⋯⋯⋯⋯⋯⋯⋯

一失足成千古恨 869⋯⋯⋯⋯⋯⋯⋯⋯⋯⋯⋯⋯⋯⋯⋯⋯⋯⋯⋯⋯⋯⋯⋯⋯

一视同仁 869⋯⋯⋯⋯⋯⋯⋯⋯⋯⋯⋯⋯⋯⋯⋯⋯⋯⋯⋯⋯⋯⋯⋯⋯⋯⋯⋯

一事无成 869⋯⋯⋯⋯⋯⋯⋯⋯⋯⋯⋯⋯⋯⋯⋯⋯⋯⋯⋯⋯⋯⋯⋯⋯⋯⋯⋯

一是一 , 二是二 870⋯⋯⋯⋯⋯⋯⋯⋯⋯⋯⋯⋯⋯⋯⋯⋯⋯⋯⋯⋯⋯⋯⋯⋯⋯

一手遮天 870⋯⋯⋯⋯⋯⋯⋯⋯⋯⋯⋯⋯⋯⋯⋯⋯⋯⋯⋯⋯⋯⋯⋯⋯⋯⋯⋯

一丝不苟 870⋯⋯⋯⋯⋯⋯⋯⋯⋯⋯⋯⋯⋯⋯⋯⋯⋯⋯⋯⋯⋯⋯⋯⋯⋯⋯⋯

一丝不挂 870⋯⋯⋯⋯⋯⋯⋯⋯⋯⋯⋯⋯⋯⋯⋯⋯⋯⋯⋯⋯⋯⋯⋯⋯⋯⋯⋯

一丝一毫 870⋯⋯⋯⋯⋯⋯⋯⋯⋯⋯⋯⋯⋯⋯⋯⋯⋯⋯⋯⋯⋯⋯⋯⋯⋯⋯⋯

一塌糊涂 870⋯⋯⋯⋯⋯⋯⋯⋯⋯⋯⋯⋯⋯⋯⋯⋯⋯⋯⋯⋯⋯⋯⋯⋯⋯⋯⋯

一潭死水 871⋯⋯⋯⋯⋯⋯⋯⋯⋯⋯⋯⋯⋯⋯⋯⋯⋯⋯⋯⋯⋯⋯⋯⋯⋯⋯⋯

一统天下 871⋯⋯⋯⋯⋯⋯⋯⋯⋯⋯⋯⋯⋯⋯⋯⋯⋯⋯⋯⋯⋯⋯⋯⋯⋯⋯⋯

一团和气 871⋯⋯⋯⋯⋯⋯⋯⋯⋯⋯⋯⋯⋯⋯⋯⋯⋯⋯⋯⋯⋯⋯⋯⋯⋯⋯⋯

一网打尽 871⋯⋯⋯⋯⋯⋯⋯⋯⋯⋯⋯⋯⋯⋯⋯⋯⋯⋯⋯⋯⋯⋯⋯⋯⋯⋯⋯

一往情深 871⋯⋯⋯⋯⋯⋯⋯⋯⋯⋯⋯⋯⋯⋯⋯⋯⋯⋯⋯⋯⋯⋯⋯⋯⋯⋯⋯

一往无前 871⋯⋯⋯⋯⋯⋯⋯⋯⋯⋯⋯⋯⋯⋯⋯⋯⋯⋯⋯⋯⋯⋯⋯⋯⋯⋯⋯

一望无际 871⋯⋯⋯⋯⋯⋯⋯⋯⋯⋯⋯⋯⋯⋯⋯⋯⋯⋯⋯⋯⋯⋯⋯⋯⋯⋯⋯

一问三不知 872⋯⋯⋯⋯⋯⋯⋯⋯⋯⋯⋯⋯⋯⋯⋯⋯⋯⋯⋯⋯⋯⋯⋯⋯⋯⋯

一无可取 872⋯⋯⋯⋯⋯⋯⋯⋯⋯⋯⋯⋯⋯⋯⋯⋯⋯⋯⋯⋯⋯⋯⋯⋯⋯⋯⋯

一无是处 872⋯⋯⋯⋯⋯⋯⋯⋯⋯⋯⋯⋯⋯⋯⋯⋯⋯⋯⋯⋯⋯⋯⋯⋯⋯⋯⋯

一无所有 872⋯⋯⋯⋯⋯⋯⋯⋯⋯⋯⋯⋯⋯⋯⋯⋯⋯⋯⋯⋯⋯⋯⋯⋯⋯⋯⋯

一无所知 872⋯⋯⋯⋯⋯⋯⋯⋯⋯⋯⋯⋯⋯⋯⋯⋯⋯⋯⋯⋯⋯⋯⋯⋯⋯⋯⋯

一五一十 873⋯⋯⋯⋯⋯⋯⋯⋯⋯⋯⋯⋯⋯⋯⋯⋯⋯⋯⋯⋯⋯⋯⋯⋯⋯⋯⋯

一物降一物 873⋯⋯⋯⋯⋯⋯⋯⋯⋯⋯⋯⋯⋯⋯⋯⋯⋯⋯⋯⋯⋯⋯⋯⋯⋯⋯

一息尚存 873⋯⋯⋯⋯⋯⋯⋯⋯⋯⋯⋯⋯⋯⋯⋯⋯⋯⋯⋯⋯⋯⋯⋯⋯⋯⋯⋯

一相情愿 873⋯⋯⋯⋯⋯⋯⋯⋯⋯⋯⋯⋯⋯⋯⋯⋯⋯⋯⋯⋯⋯⋯⋯⋯⋯⋯⋯

一笑置之 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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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半语 873⋯⋯⋯⋯⋯⋯⋯⋯⋯⋯⋯⋯⋯⋯⋯⋯⋯⋯⋯⋯⋯⋯⋯⋯⋯⋯⋯

一泻千里 874⋯⋯⋯⋯⋯⋯⋯⋯⋯⋯⋯⋯⋯⋯⋯⋯⋯⋯⋯⋯⋯⋯⋯⋯⋯⋯⋯

一心一意 874⋯⋯⋯⋯⋯⋯⋯⋯⋯⋯⋯⋯⋯⋯⋯⋯⋯⋯⋯⋯⋯⋯⋯⋯⋯⋯⋯

一星半点 874⋯⋯⋯⋯⋯⋯⋯⋯⋯⋯⋯⋯⋯⋯⋯⋯⋯⋯⋯⋯⋯⋯⋯⋯⋯⋯⋯

一言既出 , 驷马难追 874⋯⋯⋯⋯⋯⋯⋯⋯⋯⋯⋯⋯⋯⋯⋯⋯⋯⋯⋯⋯⋯⋯⋯

一言为定 874⋯⋯⋯⋯⋯⋯⋯⋯⋯⋯⋯⋯⋯⋯⋯⋯⋯⋯⋯⋯⋯⋯⋯⋯⋯⋯⋯

一言以蔽之 874⋯⋯⋯⋯⋯⋯⋯⋯⋯⋯⋯⋯⋯⋯⋯⋯⋯⋯⋯⋯⋯⋯⋯⋯⋯⋯

一叶障目 , 不见泰山 874⋯⋯⋯⋯⋯⋯⋯⋯⋯⋯⋯⋯⋯⋯⋯⋯⋯⋯⋯⋯⋯⋯⋯

一衣带水 875⋯⋯⋯⋯⋯⋯⋯⋯⋯⋯⋯⋯⋯⋯⋯⋯⋯⋯⋯⋯⋯⋯⋯⋯⋯⋯⋯

一意孤行 875⋯⋯⋯⋯⋯⋯⋯⋯⋯⋯⋯⋯⋯⋯⋯⋯⋯⋯⋯⋯⋯⋯⋯⋯⋯⋯⋯

一饮而尽 875⋯⋯⋯⋯⋯⋯⋯⋯⋯⋯⋯⋯⋯⋯⋯⋯⋯⋯⋯⋯⋯⋯⋯⋯⋯⋯⋯

一应俱全 876⋯⋯⋯⋯⋯⋯⋯⋯⋯⋯⋯⋯⋯⋯⋯⋯⋯⋯⋯⋯⋯⋯⋯⋯⋯⋯⋯

一拥而入 876⋯⋯⋯⋯⋯⋯⋯⋯⋯⋯⋯⋯⋯⋯⋯⋯⋯⋯⋯⋯⋯⋯⋯⋯⋯⋯⋯

一语道破 876⋯⋯⋯⋯⋯⋯⋯⋯⋯⋯⋯⋯⋯⋯⋯⋯⋯⋯⋯⋯⋯⋯⋯⋯⋯⋯⋯

一朝一夕 876⋯⋯⋯⋯⋯⋯⋯⋯⋯⋯⋯⋯⋯⋯⋯⋯⋯⋯⋯⋯⋯⋯⋯⋯⋯⋯⋯

一针见血 876⋯⋯⋯⋯⋯⋯⋯⋯⋯⋯⋯⋯⋯⋯⋯⋯⋯⋯⋯⋯⋯⋯⋯⋯⋯⋯⋯

一张一弛 876⋯⋯⋯⋯⋯⋯⋯⋯⋯⋯⋯⋯⋯⋯⋯⋯⋯⋯⋯⋯⋯⋯⋯⋯⋯⋯⋯

一知半解 876⋯⋯⋯⋯⋯⋯⋯⋯⋯⋯⋯⋯⋯⋯⋯⋯⋯⋯⋯⋯⋯⋯⋯⋯⋯⋯⋯

一纸空文 877⋯⋯⋯⋯⋯⋯⋯⋯⋯⋯⋯⋯⋯⋯⋯⋯⋯⋯⋯⋯⋯⋯⋯⋯⋯⋯⋯

一掷千金 877⋯⋯⋯⋯⋯⋯⋯⋯⋯⋯⋯⋯⋯⋯⋯⋯⋯⋯⋯⋯⋯⋯⋯⋯⋯⋯⋯

一字千金 877⋯⋯⋯⋯⋯⋯⋯⋯⋯⋯⋯⋯⋯⋯⋯⋯⋯⋯⋯⋯⋯⋯⋯⋯⋯⋯⋯

一字一板 877⋯⋯⋯⋯⋯⋯⋯⋯⋯⋯⋯⋯⋯⋯⋯⋯⋯⋯⋯⋯⋯⋯⋯⋯⋯⋯⋯

衣冠楚楚 877⋯⋯⋯⋯⋯⋯⋯⋯⋯⋯⋯⋯⋯⋯⋯⋯⋯⋯⋯⋯⋯⋯⋯⋯⋯⋯⋯

衣冠禽兽 877⋯⋯⋯⋯⋯⋯⋯⋯⋯⋯⋯⋯⋯⋯⋯⋯⋯⋯⋯⋯⋯⋯⋯⋯⋯⋯⋯

衣食父母 877⋯⋯⋯⋯⋯⋯⋯⋯⋯⋯⋯⋯⋯⋯⋯⋯⋯⋯⋯⋯⋯⋯⋯⋯⋯⋯⋯

衣衫褴褛 878⋯⋯⋯⋯⋯⋯⋯⋯⋯⋯⋯⋯⋯⋯⋯⋯⋯⋯⋯⋯⋯⋯⋯⋯⋯⋯⋯

衣锦还乡 878⋯⋯⋯⋯⋯⋯⋯⋯⋯⋯⋯⋯⋯⋯⋯⋯⋯⋯⋯⋯⋯⋯⋯⋯⋯⋯⋯

依葫芦画瓢 878⋯⋯⋯⋯⋯⋯⋯⋯⋯⋯⋯⋯⋯⋯⋯⋯⋯⋯⋯⋯⋯⋯⋯⋯⋯⋯

依然如故 878⋯⋯⋯⋯⋯⋯⋯⋯⋯⋯⋯⋯⋯⋯⋯⋯⋯⋯⋯⋯⋯⋯⋯⋯⋯⋯⋯

依依不舍 878⋯⋯⋯⋯⋯⋯⋯⋯⋯⋯⋯⋯⋯⋯⋯⋯⋯⋯⋯⋯⋯⋯⋯⋯⋯⋯⋯

仪态万方 878⋯⋯⋯⋯⋯⋯⋯⋯⋯⋯⋯⋯⋯⋯⋯⋯⋯⋯⋯⋯⋯⋯⋯⋯⋯⋯⋯

怡然自得 879⋯⋯⋯⋯⋯⋯⋯⋯⋯⋯⋯⋯⋯⋯⋯⋯⋯⋯⋯⋯⋯⋯⋯⋯⋯⋯⋯

贻笑大方 879⋯⋯⋯⋯⋯⋯⋯⋯⋯⋯⋯⋯⋯⋯⋯⋯⋯⋯⋯⋯⋯⋯⋯⋯⋯⋯⋯

移风易俗 879⋯⋯⋯⋯⋯⋯⋯⋯⋯⋯⋯⋯⋯⋯⋯⋯⋯⋯⋯⋯⋯⋯⋯⋯⋯⋯⋯

移花接木 879⋯⋯⋯⋯⋯⋯⋯⋯⋯⋯⋯⋯⋯⋯⋯⋯⋯⋯⋯⋯⋯⋯⋯⋯⋯⋯⋯

·961·一衣依仪怡贻移



移山倒海 879⋯⋯⋯⋯⋯⋯⋯⋯⋯⋯⋯⋯⋯⋯⋯⋯⋯⋯⋯⋯⋯⋯⋯⋯⋯⋯⋯

遗臭万年 879⋯⋯⋯⋯⋯⋯⋯⋯⋯⋯⋯⋯⋯⋯⋯⋯⋯⋯⋯⋯⋯⋯⋯⋯⋯⋯⋯

颐指气使 880⋯⋯⋯⋯⋯⋯⋯⋯⋯⋯⋯⋯⋯⋯⋯⋯⋯⋯⋯⋯⋯⋯⋯⋯⋯⋯⋯

疑神疑鬼 880⋯⋯⋯⋯⋯⋯⋯⋯⋯⋯⋯⋯⋯⋯⋯⋯⋯⋯⋯⋯⋯⋯⋯⋯⋯⋯⋯

疑信参半 880⋯⋯⋯⋯⋯⋯⋯⋯⋯⋯⋯⋯⋯⋯⋯⋯⋯⋯⋯⋯⋯⋯⋯⋯⋯⋯⋯

以德报怨 880⋯⋯⋯⋯⋯⋯⋯⋯⋯⋯⋯⋯⋯⋯⋯⋯⋯⋯⋯⋯⋯⋯⋯⋯⋯⋯⋯

以辞害意 880⋯⋯⋯⋯⋯⋯⋯⋯⋯⋯⋯⋯⋯⋯⋯⋯⋯⋯⋯⋯⋯⋯⋯⋯⋯⋯⋯

以毒攻毒 880⋯⋯⋯⋯⋯⋯⋯⋯⋯⋯⋯⋯⋯⋯⋯⋯⋯⋯⋯⋯⋯⋯⋯⋯⋯⋯⋯

以己度人 881⋯⋯⋯⋯⋯⋯⋯⋯⋯⋯⋯⋯⋯⋯⋯⋯⋯⋯⋯⋯⋯⋯⋯⋯⋯⋯⋯

以身试法 881⋯⋯⋯⋯⋯⋯⋯⋯⋯⋯⋯⋯⋯⋯⋯⋯⋯⋯⋯⋯⋯⋯⋯⋯⋯⋯⋯

以匡不逮 881⋯⋯⋯⋯⋯⋯⋯⋯⋯⋯⋯⋯⋯⋯⋯⋯⋯⋯⋯⋯⋯⋯⋯⋯⋯⋯⋯

以讹传讹 881⋯⋯⋯⋯⋯⋯⋯⋯⋯⋯⋯⋯⋯⋯⋯⋯⋯⋯⋯⋯⋯⋯⋯⋯⋯⋯⋯

以防不测 881⋯⋯⋯⋯⋯⋯⋯⋯⋯⋯⋯⋯⋯⋯⋯⋯⋯⋯⋯⋯⋯⋯⋯⋯⋯⋯⋯

以古喻今 881⋯⋯⋯⋯⋯⋯⋯⋯⋯⋯⋯⋯⋯⋯⋯⋯⋯⋯⋯⋯⋯⋯⋯⋯⋯⋯⋯

以观后效 882⋯⋯⋯⋯⋯⋯⋯⋯⋯⋯⋯⋯⋯⋯⋯⋯⋯⋯⋯⋯⋯⋯⋯⋯⋯⋯⋯

以假乱真 882⋯⋯⋯⋯⋯⋯⋯⋯⋯⋯⋯⋯⋯⋯⋯⋯⋯⋯⋯⋯⋯⋯⋯⋯⋯⋯⋯

以儆效尤 882⋯⋯⋯⋯⋯⋯⋯⋯⋯⋯⋯⋯⋯⋯⋯⋯⋯⋯⋯⋯⋯⋯⋯⋯⋯⋯⋯

以理服人 882⋯⋯⋯⋯⋯⋯⋯⋯⋯⋯⋯⋯⋯⋯⋯⋯⋯⋯⋯⋯⋯⋯⋯⋯⋯⋯⋯

以力服人 882⋯⋯⋯⋯⋯⋯⋯⋯⋯⋯⋯⋯⋯⋯⋯⋯⋯⋯⋯⋯⋯⋯⋯⋯⋯⋯⋯

以沫相濡 882⋯⋯⋯⋯⋯⋯⋯⋯⋯⋯⋯⋯⋯⋯⋯⋯⋯⋯⋯⋯⋯⋯⋯⋯⋯⋯⋯

以偏概全 883⋯⋯⋯⋯⋯⋯⋯⋯⋯⋯⋯⋯⋯⋯⋯⋯⋯⋯⋯⋯⋯⋯⋯⋯⋯⋯⋯

以防万一 883⋯⋯⋯⋯⋯⋯⋯⋯⋯⋯⋯⋯⋯⋯⋯⋯⋯⋯⋯⋯⋯⋯⋯⋯⋯⋯⋯

以管窥天 , 以蠡测海 883⋯⋯⋯⋯⋯⋯⋯⋯⋯⋯⋯⋯⋯⋯⋯⋯⋯⋯⋯⋯⋯⋯⋯

以攻为守 883⋯⋯⋯⋯⋯⋯⋯⋯⋯⋯⋯⋯⋯⋯⋯⋯⋯⋯⋯⋯⋯⋯⋯⋯⋯⋯⋯

以礼相待 883⋯⋯⋯⋯⋯⋯⋯⋯⋯⋯⋯⋯⋯⋯⋯⋯⋯⋯⋯⋯⋯⋯⋯⋯⋯⋯⋯

以己律人 883⋯⋯⋯⋯⋯⋯⋯⋯⋯⋯⋯⋯⋯⋯⋯⋯⋯⋯⋯⋯⋯⋯⋯⋯⋯⋯⋯

以邻为壑 884⋯⋯⋯⋯⋯⋯⋯⋯⋯⋯⋯⋯⋯⋯⋯⋯⋯⋯⋯⋯⋯⋯⋯⋯⋯⋯⋯

以卵投石 884⋯⋯⋯⋯⋯⋯⋯⋯⋯⋯⋯⋯⋯⋯⋯⋯⋯⋯⋯⋯⋯⋯⋯⋯⋯⋯⋯

以其昏昏 , 使人昭昭 884⋯⋯⋯⋯⋯⋯⋯⋯⋯⋯⋯⋯⋯⋯⋯⋯⋯⋯⋯⋯⋯⋯⋯

以其人之道 ,

还治其人之身 884⋯⋯⋯⋯⋯⋯⋯⋯⋯⋯⋯⋯⋯⋯⋯⋯⋯⋯⋯⋯⋯⋯⋯⋯⋯

以强凌弱 884⋯⋯⋯⋯⋯⋯⋯⋯⋯⋯⋯⋯⋯⋯⋯⋯⋯⋯⋯⋯⋯⋯⋯⋯⋯⋯⋯

以求一逞 884⋯⋯⋯⋯⋯⋯⋯⋯⋯⋯⋯⋯⋯⋯⋯⋯⋯⋯⋯⋯⋯⋯⋯⋯⋯⋯⋯

以权谋私 884⋯⋯⋯⋯⋯⋯⋯⋯⋯⋯⋯⋯⋯⋯⋯⋯⋯⋯⋯⋯⋯⋯⋯⋯⋯⋯⋯

以柔克刚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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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弱制强 885⋯⋯⋯⋯⋯⋯⋯⋯⋯⋯⋯⋯⋯⋯⋯⋯⋯⋯⋯⋯⋯⋯⋯⋯⋯⋯⋯

以少胜多 885⋯⋯⋯⋯⋯⋯⋯⋯⋯⋯⋯⋯⋯⋯⋯⋯⋯⋯⋯⋯⋯⋯⋯⋯⋯⋯⋯

以身许国 885⋯⋯⋯⋯⋯⋯⋯⋯⋯⋯⋯⋯⋯⋯⋯⋯⋯⋯⋯⋯⋯⋯⋯⋯⋯⋯⋯

以退为进 885⋯⋯⋯⋯⋯⋯⋯⋯⋯⋯⋯⋯⋯⋯⋯⋯⋯⋯⋯⋯⋯⋯⋯⋯⋯⋯⋯

以微知著 885⋯⋯⋯⋯⋯⋯⋯⋯⋯⋯⋯⋯⋯⋯⋯⋯⋯⋯⋯⋯⋯⋯⋯⋯⋯⋯⋯

以文会友 886⋯⋯⋯⋯⋯⋯⋯⋯⋯⋯⋯⋯⋯⋯⋯⋯⋯⋯⋯⋯⋯⋯⋯⋯⋯⋯⋯

以小见大 886⋯⋯⋯⋯⋯⋯⋯⋯⋯⋯⋯⋯⋯⋯⋯⋯⋯⋯⋯⋯⋯⋯⋯⋯⋯⋯⋯

以一警百 886⋯⋯⋯⋯⋯⋯⋯⋯⋯⋯⋯⋯⋯⋯⋯⋯⋯⋯⋯⋯⋯⋯⋯⋯⋯⋯⋯

以夷制夷 886⋯⋯⋯⋯⋯⋯⋯⋯⋯⋯⋯⋯⋯⋯⋯⋯⋯⋯⋯⋯⋯⋯⋯⋯⋯⋯⋯

以貌取人 886⋯⋯⋯⋯⋯⋯⋯⋯⋯⋯⋯⋯⋯⋯⋯⋯⋯⋯⋯⋯⋯⋯⋯⋯⋯⋯⋯

以人废言 886⋯⋯⋯⋯⋯⋯⋯⋯⋯⋯⋯⋯⋯⋯⋯⋯⋯⋯⋯⋯⋯⋯⋯⋯⋯⋯⋯

以身殉职 886⋯⋯⋯⋯⋯⋯⋯⋯⋯⋯⋯⋯⋯⋯⋯⋯⋯⋯⋯⋯⋯⋯⋯⋯⋯⋯⋯

以身作则 887⋯⋯⋯⋯⋯⋯⋯⋯⋯⋯⋯⋯⋯⋯⋯⋯⋯⋯⋯⋯⋯⋯⋯⋯⋯⋯⋯

以售其奸 887⋯⋯⋯⋯⋯⋯⋯⋯⋯⋯⋯⋯⋯⋯⋯⋯⋯⋯⋯⋯⋯⋯⋯⋯⋯⋯⋯

以小人之心 , 度君子之腹 887⋯⋯⋯⋯⋯⋯⋯⋯⋯⋯⋯⋯⋯⋯⋯⋯⋯⋯⋯⋯⋯

以眼还眼 , 以牙还牙 887⋯⋯⋯⋯⋯⋯⋯⋯⋯⋯⋯⋯⋯⋯⋯⋯⋯⋯⋯⋯⋯⋯⋯

以一当十 887⋯⋯⋯⋯⋯⋯⋯⋯⋯⋯⋯⋯⋯⋯⋯⋯⋯⋯⋯⋯⋯⋯⋯⋯⋯⋯⋯

以逸待劳 888⋯⋯⋯⋯⋯⋯⋯⋯⋯⋯⋯⋯⋯⋯⋯⋯⋯⋯⋯⋯⋯⋯⋯⋯⋯⋯⋯

以意逆志 888⋯⋯⋯⋯⋯⋯⋯⋯⋯⋯⋯⋯⋯⋯⋯⋯⋯⋯⋯⋯⋯⋯⋯⋯⋯⋯⋯

以子之矛 , 攻子之盾 888⋯⋯⋯⋯⋯⋯⋯⋯⋯⋯⋯⋯⋯⋯⋯⋯⋯⋯⋯⋯⋯⋯⋯

以怨报德 888⋯⋯⋯⋯⋯⋯⋯⋯⋯⋯⋯⋯⋯⋯⋯⋯⋯⋯⋯⋯⋯⋯⋯⋯⋯⋯⋯

倚财仗势 888⋯⋯⋯⋯⋯⋯⋯⋯⋯⋯⋯⋯⋯⋯⋯⋯⋯⋯⋯⋯⋯⋯⋯⋯⋯⋯⋯

倚老卖老 888⋯⋯⋯⋯⋯⋯⋯⋯⋯⋯⋯⋯⋯⋯⋯⋯⋯⋯⋯⋯⋯⋯⋯⋯⋯⋯⋯

倚门傍户 888⋯⋯⋯⋯⋯⋯⋯⋯⋯⋯⋯⋯⋯⋯⋯⋯⋯⋯⋯⋯⋯⋯⋯⋯⋯⋯⋯

倚势凌人 889⋯⋯⋯⋯⋯⋯⋯⋯⋯⋯⋯⋯⋯⋯⋯⋯⋯⋯⋯⋯⋯⋯⋯⋯⋯⋯⋯

旖旎风光 889⋯⋯⋯⋯⋯⋯⋯⋯⋯⋯⋯⋯⋯⋯⋯⋯⋯⋯⋯⋯⋯⋯⋯⋯⋯⋯⋯

义不容辞 889⋯⋯⋯⋯⋯⋯⋯⋯⋯⋯⋯⋯⋯⋯⋯⋯⋯⋯⋯⋯⋯⋯⋯⋯⋯⋯⋯

义愤填膺 889⋯⋯⋯⋯⋯⋯⋯⋯⋯⋯⋯⋯⋯⋯⋯⋯⋯⋯⋯⋯⋯⋯⋯⋯⋯⋯⋯

义无反顾 889⋯⋯⋯⋯⋯⋯⋯⋯⋯⋯⋯⋯⋯⋯⋯⋯⋯⋯⋯⋯⋯⋯⋯⋯⋯⋯⋯

义正词严 889⋯⋯⋯⋯⋯⋯⋯⋯⋯⋯⋯⋯⋯⋯⋯⋯⋯⋯⋯⋯⋯⋯⋯⋯⋯⋯⋯

议论纷纷 890⋯⋯⋯⋯⋯⋯⋯⋯⋯⋯⋯⋯⋯⋯⋯⋯⋯⋯⋯⋯⋯⋯⋯⋯⋯⋯⋯

忆苦思甜 890⋯⋯⋯⋯⋯⋯⋯⋯⋯⋯⋯⋯⋯⋯⋯⋯⋯⋯⋯⋯⋯⋯⋯⋯⋯⋯⋯

亦步亦趋 890⋯⋯⋯⋯⋯⋯⋯⋯⋯⋯⋯⋯⋯⋯⋯⋯⋯⋯⋯⋯⋯⋯⋯⋯⋯⋯⋯

异端邪说 890⋯⋯⋯⋯⋯⋯⋯⋯⋯⋯⋯⋯⋯⋯⋯⋯⋯⋯⋯⋯⋯⋯⋯⋯⋯⋯⋯

异乎寻常 891⋯⋯⋯⋯⋯⋯⋯⋯⋯⋯⋯⋯⋯⋯⋯⋯⋯⋯⋯⋯⋯⋯⋯⋯⋯⋯⋯

·171·以倚旖义议忆亦异



异军突起 891⋯⋯⋯⋯⋯⋯⋯⋯⋯⋯⋯⋯⋯⋯⋯⋯⋯⋯⋯⋯⋯⋯⋯⋯⋯⋯⋯

异口同声 891⋯⋯⋯⋯⋯⋯⋯⋯⋯⋯⋯⋯⋯⋯⋯⋯⋯⋯⋯⋯⋯⋯⋯⋯⋯⋯⋯

异曲同工 891⋯⋯⋯⋯⋯⋯⋯⋯⋯⋯⋯⋯⋯⋯⋯⋯⋯⋯⋯⋯⋯⋯⋯⋯⋯⋯⋯

异想天开 891⋯⋯⋯⋯⋯⋯⋯⋯⋯⋯⋯⋯⋯⋯⋯⋯⋯⋯⋯⋯⋯⋯⋯⋯⋯⋯⋯

抑扬顿挫 891⋯⋯⋯⋯⋯⋯⋯⋯⋯⋯⋯⋯⋯⋯⋯⋯⋯⋯⋯⋯⋯⋯⋯⋯⋯⋯⋯

易如反掌 892⋯⋯⋯⋯⋯⋯⋯⋯⋯⋯⋯⋯⋯⋯⋯⋯⋯⋯⋯⋯⋯⋯⋯⋯⋯⋯⋯

意气风发 892⋯⋯⋯⋯⋯⋯⋯⋯⋯⋯⋯⋯⋯⋯⋯⋯⋯⋯⋯⋯⋯⋯⋯⋯⋯⋯⋯

意气相投 892⋯⋯⋯⋯⋯⋯⋯⋯⋯⋯⋯⋯⋯⋯⋯⋯⋯⋯⋯⋯⋯⋯⋯⋯⋯⋯⋯

意气扬扬 892⋯⋯⋯⋯⋯⋯⋯⋯⋯⋯⋯⋯⋯⋯⋯⋯⋯⋯⋯⋯⋯⋯⋯⋯⋯⋯⋯

意气用事 892⋯⋯⋯⋯⋯⋯⋯⋯⋯⋯⋯⋯⋯⋯⋯⋯⋯⋯⋯⋯⋯⋯⋯⋯⋯⋯⋯

意味深长 892⋯⋯⋯⋯⋯⋯⋯⋯⋯⋯⋯⋯⋯⋯⋯⋯⋯⋯⋯⋯⋯⋯⋯⋯⋯⋯⋯

意在言外 893⋯⋯⋯⋯⋯⋯⋯⋯⋯⋯⋯⋯⋯⋯⋯⋯⋯⋯⋯⋯⋯⋯⋯⋯⋯⋯⋯

毅然决然 893⋯⋯⋯⋯⋯⋯⋯⋯⋯⋯⋯⋯⋯⋯⋯⋯⋯⋯⋯⋯⋯⋯⋯⋯⋯⋯⋯

溢于言表 893⋯⋯⋯⋯⋯⋯⋯⋯⋯⋯⋯⋯⋯⋯⋯⋯⋯⋯⋯⋯⋯⋯⋯⋯⋯⋯⋯

熠熠生辉 893⋯⋯⋯⋯⋯⋯⋯⋯⋯⋯⋯⋯⋯⋯⋯⋯⋯⋯⋯⋯⋯⋯⋯⋯⋯⋯⋯

yin 893⋯⋯⋯⋯⋯⋯⋯⋯⋯⋯⋯⋯⋯⋯⋯⋯⋯⋯

因材施教 893⋯⋯⋯⋯⋯⋯⋯⋯⋯⋯⋯⋯⋯⋯⋯⋯⋯⋯⋯⋯⋯⋯⋯⋯⋯⋯⋯

因地制宜 893⋯⋯⋯⋯⋯⋯⋯⋯⋯⋯⋯⋯⋯⋯⋯⋯⋯⋯⋯⋯⋯⋯⋯⋯⋯⋯⋯

因祸得福 893⋯⋯⋯⋯⋯⋯⋯⋯⋯⋯⋯⋯⋯⋯⋯⋯⋯⋯⋯⋯⋯⋯⋯⋯⋯⋯⋯

因利乘便 894⋯⋯⋯⋯⋯⋯⋯⋯⋯⋯⋯⋯⋯⋯⋯⋯⋯⋯⋯⋯⋯⋯⋯⋯⋯⋯⋯

因陋就简 894⋯⋯⋯⋯⋯⋯⋯⋯⋯⋯⋯⋯⋯⋯⋯⋯⋯⋯⋯⋯⋯⋯⋯⋯⋯⋯⋯

因人成事 894⋯⋯⋯⋯⋯⋯⋯⋯⋯⋯⋯⋯⋯⋯⋯⋯⋯⋯⋯⋯⋯⋯⋯⋯⋯⋯⋯

因人制宜 894⋯⋯⋯⋯⋯⋯⋯⋯⋯⋯⋯⋯⋯⋯⋯⋯⋯⋯⋯⋯⋯⋯⋯⋯⋯⋯⋯

因势利导 894⋯⋯⋯⋯⋯⋯⋯⋯⋯⋯⋯⋯⋯⋯⋯⋯⋯⋯⋯⋯⋯⋯⋯⋯⋯⋯⋯

因小失大 894⋯⋯⋯⋯⋯⋯⋯⋯⋯⋯⋯⋯⋯⋯⋯⋯⋯⋯⋯⋯⋯⋯⋯⋯⋯⋯⋯

因循守旧 894⋯⋯⋯⋯⋯⋯⋯⋯⋯⋯⋯⋯⋯⋯⋯⋯⋯⋯⋯⋯⋯⋯⋯⋯⋯⋯⋯

因噎废食 895⋯⋯⋯⋯⋯⋯⋯⋯⋯⋯⋯⋯⋯⋯⋯⋯⋯⋯⋯⋯⋯⋯⋯⋯⋯⋯⋯

阴差阳错 895⋯⋯⋯⋯⋯⋯⋯⋯⋯⋯⋯⋯⋯⋯⋯⋯⋯⋯⋯⋯⋯⋯⋯⋯⋯⋯⋯

阴谋诡计 895⋯⋯⋯⋯⋯⋯⋯⋯⋯⋯⋯⋯⋯⋯⋯⋯⋯⋯⋯⋯⋯⋯⋯⋯⋯⋯⋯

阴阳怪气 895⋯⋯⋯⋯⋯⋯⋯⋯⋯⋯⋯⋯⋯⋯⋯⋯⋯⋯⋯⋯⋯⋯⋯⋯⋯⋯⋯

音容笑貌 895⋯⋯⋯⋯⋯⋯⋯⋯⋯⋯⋯⋯⋯⋯⋯⋯⋯⋯⋯⋯⋯⋯⋯⋯⋯⋯⋯

吟风弄月 895⋯⋯⋯⋯⋯⋯⋯⋯⋯⋯⋯⋯⋯⋯⋯⋯⋯⋯⋯⋯⋯⋯⋯⋯⋯⋯⋯

寅吃卯粮 895⋯⋯⋯⋯⋯⋯⋯⋯⋯⋯⋯⋯⋯⋯⋯⋯⋯⋯⋯⋯⋯⋯⋯⋯⋯⋯⋯

·271· 异抑易意毅溢熠因阴音吟寅



银样镴枪头 896⋯⋯⋯⋯⋯⋯⋯⋯⋯⋯⋯⋯⋯⋯⋯⋯⋯⋯⋯⋯⋯⋯⋯⋯⋯⋯

引而不发 896⋯⋯⋯⋯⋯⋯⋯⋯⋯⋯⋯⋯⋯⋯⋯⋯⋯⋯⋯⋯⋯⋯⋯⋯⋯⋯⋯

引吭高歌 896⋯⋯⋯⋯⋯⋯⋯⋯⋯⋯⋯⋯⋯⋯⋯⋯⋯⋯⋯⋯⋯⋯⋯⋯⋯⋯⋯

引火烧身 896⋯⋯⋯⋯⋯⋯⋯⋯⋯⋯⋯⋯⋯⋯⋯⋯⋯⋯⋯⋯⋯⋯⋯⋯⋯⋯⋯

引经据典 896⋯⋯⋯⋯⋯⋯⋯⋯⋯⋯⋯⋯⋯⋯⋯⋯⋯⋯⋯⋯⋯⋯⋯⋯⋯⋯⋯

引狼入室 896⋯⋯⋯⋯⋯⋯⋯⋯⋯⋯⋯⋯⋯⋯⋯⋯⋯⋯⋯⋯⋯⋯⋯⋯⋯⋯⋯

引人入胜 897⋯⋯⋯⋯⋯⋯⋯⋯⋯⋯⋯⋯⋯⋯⋯⋯⋯⋯⋯⋯⋯⋯⋯⋯⋯⋯⋯

引人注目 897⋯⋯⋯⋯⋯⋯⋯⋯⋯⋯⋯⋯⋯⋯⋯⋯⋯⋯⋯⋯⋯⋯⋯⋯⋯⋯⋯

引以为戒 897⋯⋯⋯⋯⋯⋯⋯⋯⋯⋯⋯⋯⋯⋯⋯⋯⋯⋯⋯⋯⋯⋯⋯⋯⋯⋯⋯

引锥刺股 897⋯⋯⋯⋯⋯⋯⋯⋯⋯⋯⋯⋯⋯⋯⋯⋯⋯⋯⋯⋯⋯⋯⋯⋯⋯⋯⋯

饮恨吞声 897⋯⋯⋯⋯⋯⋯⋯⋯⋯⋯⋯⋯⋯⋯⋯⋯⋯⋯⋯⋯⋯⋯⋯⋯⋯⋯⋯

饮水思源 897⋯⋯⋯⋯⋯⋯⋯⋯⋯⋯⋯⋯⋯⋯⋯⋯⋯⋯⋯⋯⋯⋯⋯⋯⋯⋯⋯

饮鸩止渴 898⋯⋯⋯⋯⋯⋯⋯⋯⋯⋯⋯⋯⋯⋯⋯⋯⋯⋯⋯⋯⋯⋯⋯⋯⋯⋯⋯

饮泣吞声 898⋯⋯⋯⋯⋯⋯⋯⋯⋯⋯⋯⋯⋯⋯⋯⋯⋯⋯⋯⋯⋯⋯⋯⋯⋯⋯⋯

隐恶扬善 898⋯⋯⋯⋯⋯⋯⋯⋯⋯⋯⋯⋯⋯⋯⋯⋯⋯⋯⋯⋯⋯⋯⋯⋯⋯⋯⋯

隐晦曲折 898⋯⋯⋯⋯⋯⋯⋯⋯⋯⋯⋯⋯⋯⋯⋯⋯⋯⋯⋯⋯⋯⋯⋯⋯⋯⋯⋯

隐姓埋名 898⋯⋯⋯⋯⋯⋯⋯⋯⋯⋯⋯⋯⋯⋯⋯⋯⋯⋯⋯⋯⋯⋯⋯⋯⋯⋯⋯

隐约其辞 898⋯⋯⋯⋯⋯⋯⋯⋯⋯⋯⋯⋯⋯⋯⋯⋯⋯⋯⋯⋯⋯⋯⋯⋯⋯⋯⋯

�刲叱咤 899⋯⋯⋯⋯⋯⋯⋯⋯⋯⋯⋯⋯⋯⋯⋯⋯⋯⋯⋯⋯⋯⋯⋯⋯⋯⋯⋯

yinɡ 899⋯⋯⋯⋯⋯⋯⋯⋯⋯⋯⋯⋯⋯⋯⋯⋯⋯

应有尽有 899⋯⋯⋯⋯⋯⋯⋯⋯⋯⋯⋯⋯⋯⋯⋯⋯⋯⋯⋯⋯⋯⋯⋯⋯⋯⋯⋯

英雄气短 899⋯⋯⋯⋯⋯⋯⋯⋯⋯⋯⋯⋯⋯⋯⋯⋯⋯⋯⋯⋯⋯⋯⋯⋯⋯⋯⋯

英雄所见略同 899⋯⋯⋯⋯⋯⋯⋯⋯⋯⋯⋯⋯⋯⋯⋯⋯⋯⋯⋯⋯⋯⋯⋯⋯⋯

英雄无用武之地 899⋯⋯⋯⋯⋯⋯⋯⋯⋯⋯⋯⋯⋯⋯⋯⋯⋯⋯⋯⋯⋯⋯⋯⋯

英姿飒爽 900⋯⋯⋯⋯⋯⋯⋯⋯⋯⋯⋯⋯⋯⋯⋯⋯⋯⋯⋯⋯⋯⋯⋯⋯⋯⋯⋯

莺歌燕舞 900⋯⋯⋯⋯⋯⋯⋯⋯⋯⋯⋯⋯⋯⋯⋯⋯⋯⋯⋯⋯⋯⋯⋯⋯⋯⋯⋯

鹦鹉学舌 900⋯⋯⋯⋯⋯⋯⋯⋯⋯⋯⋯⋯⋯⋯⋯⋯⋯⋯⋯⋯⋯⋯⋯⋯⋯⋯⋯

迎刃而解 900⋯⋯⋯⋯⋯⋯⋯⋯⋯⋯⋯⋯⋯⋯⋯⋯⋯⋯⋯⋯⋯⋯⋯⋯⋯⋯⋯

迎头赶上 900⋯⋯⋯⋯⋯⋯⋯⋯⋯⋯⋯⋯⋯⋯⋯⋯⋯⋯⋯⋯⋯⋯⋯⋯⋯⋯⋯

迎头痛击 901⋯⋯⋯⋯⋯⋯⋯⋯⋯⋯⋯⋯⋯⋯⋯⋯⋯⋯⋯⋯⋯⋯⋯⋯⋯⋯⋯

营私舞弊 901⋯⋯⋯⋯⋯⋯⋯⋯⋯⋯⋯⋯⋯⋯⋯⋯⋯⋯⋯⋯⋯⋯⋯⋯⋯⋯⋯

蝇营狗苟 901⋯⋯⋯⋯⋯⋯⋯⋯⋯⋯⋯⋯⋯⋯⋯⋯⋯⋯⋯⋯⋯⋯⋯⋯⋯⋯⋯

影影绰绰 901⋯⋯⋯⋯⋯⋯⋯⋯⋯⋯⋯⋯⋯⋯⋯⋯⋯⋯⋯⋯⋯⋯⋯⋯⋯⋯⋯

·371·银引饮隐�应英莺鹦迎营蝇影



应付自如 901⋯⋯⋯⋯⋯⋯⋯⋯⋯⋯⋯⋯⋯⋯⋯⋯⋯⋯⋯⋯⋯⋯⋯⋯⋯⋯⋯

应对如流 901⋯⋯⋯⋯⋯⋯⋯⋯⋯⋯⋯⋯⋯⋯⋯⋯⋯⋯⋯⋯⋯⋯⋯⋯⋯⋯⋯

应付裕如 901⋯⋯⋯⋯⋯⋯⋯⋯⋯⋯⋯⋯⋯⋯⋯⋯⋯⋯⋯⋯⋯⋯⋯⋯⋯⋯⋯

应接不暇 902⋯⋯⋯⋯⋯⋯⋯⋯⋯⋯⋯⋯⋯⋯⋯⋯⋯⋯⋯⋯⋯⋯⋯⋯⋯⋯⋯

应运而生 902⋯⋯⋯⋯⋯⋯⋯⋯⋯⋯⋯⋯⋯⋯⋯⋯⋯⋯⋯⋯⋯⋯⋯⋯⋯⋯⋯

yonɡ 902⋯⋯⋯⋯⋯⋯⋯⋯⋯⋯⋯⋯⋯⋯⋯⋯⋯

庸人自扰 902⋯⋯⋯⋯⋯⋯⋯⋯⋯⋯⋯⋯⋯⋯⋯⋯⋯⋯⋯⋯⋯⋯⋯⋯⋯⋯⋯

庸医杀人 902⋯⋯⋯⋯⋯⋯⋯⋯⋯⋯⋯⋯⋯⋯⋯⋯⋯⋯⋯⋯⋯⋯⋯⋯⋯⋯⋯

庸庸碌碌 902⋯⋯⋯⋯⋯⋯⋯⋯⋯⋯⋯⋯⋯⋯⋯⋯⋯⋯⋯⋯⋯⋯⋯⋯⋯⋯⋯

雍容大方 903⋯⋯⋯⋯⋯⋯⋯⋯⋯⋯⋯⋯⋯⋯⋯⋯⋯⋯⋯⋯⋯⋯⋯⋯⋯⋯⋯

雍容典雅 903⋯⋯⋯⋯⋯⋯⋯⋯⋯⋯⋯⋯⋯⋯⋯⋯⋯⋯⋯⋯⋯⋯⋯⋯⋯⋯⋯

雍容华贵 903⋯⋯⋯⋯⋯⋯⋯⋯⋯⋯⋯⋯⋯⋯⋯⋯⋯⋯⋯⋯⋯⋯⋯⋯⋯⋯⋯

永垂不朽 903⋯⋯⋯⋯⋯⋯⋯⋯⋯⋯⋯⋯⋯⋯⋯⋯⋯⋯⋯⋯⋯⋯⋯⋯⋯⋯⋯

永无止境 903⋯⋯⋯⋯⋯⋯⋯⋯⋯⋯⋯⋯⋯⋯⋯⋯⋯⋯⋯⋯⋯⋯⋯⋯⋯⋯⋯

永志不忘 903⋯⋯⋯⋯⋯⋯⋯⋯⋯⋯⋯⋯⋯⋯⋯⋯⋯⋯⋯⋯⋯⋯⋯⋯⋯⋯⋯

勇冠三军 903⋯⋯⋯⋯⋯⋯⋯⋯⋯⋯⋯⋯⋯⋯⋯⋯⋯⋯⋯⋯⋯⋯⋯⋯⋯⋯⋯

勇往直前 904⋯⋯⋯⋯⋯⋯⋯⋯⋯⋯⋯⋯⋯⋯⋯⋯⋯⋯⋯⋯⋯⋯⋯⋯⋯⋯⋯

用兵如神 904⋯⋯⋯⋯⋯⋯⋯⋯⋯⋯⋯⋯⋯⋯⋯⋯⋯⋯⋯⋯⋯⋯⋯⋯⋯⋯⋯

用武之地 904⋯⋯⋯⋯⋯⋯⋯⋯⋯⋯⋯⋯⋯⋯⋯⋯⋯⋯⋯⋯⋯⋯⋯⋯⋯⋯⋯

you 904⋯⋯⋯⋯⋯⋯⋯⋯⋯⋯⋯⋯⋯⋯⋯⋯⋯

优柔寡断 904⋯⋯⋯⋯⋯⋯⋯⋯⋯⋯⋯⋯⋯⋯⋯⋯⋯⋯⋯⋯⋯⋯⋯⋯⋯⋯⋯

优胜劣败 904⋯⋯⋯⋯⋯⋯⋯⋯⋯⋯⋯⋯⋯⋯⋯⋯⋯⋯⋯⋯⋯⋯⋯⋯⋯⋯⋯

优游自如 904⋯⋯⋯⋯⋯⋯⋯⋯⋯⋯⋯⋯⋯⋯⋯⋯⋯⋯⋯⋯⋯⋯⋯⋯⋯⋯⋯

优哉游哉 905⋯⋯⋯⋯⋯⋯⋯⋯⋯⋯⋯⋯⋯⋯⋯⋯⋯⋯⋯⋯⋯⋯⋯⋯⋯⋯⋯

忧国忧民 905⋯⋯⋯⋯⋯⋯⋯⋯⋯⋯⋯⋯⋯⋯⋯⋯⋯⋯⋯⋯⋯⋯⋯⋯⋯⋯⋯

忧心忡忡 905⋯⋯⋯⋯⋯⋯⋯⋯⋯⋯⋯⋯⋯⋯⋯⋯⋯⋯⋯⋯⋯⋯⋯⋯⋯⋯⋯

忧心如焚 905⋯⋯⋯⋯⋯⋯⋯⋯⋯⋯⋯⋯⋯⋯⋯⋯⋯⋯⋯⋯⋯⋯⋯⋯⋯⋯⋯

悠然自得 905⋯⋯⋯⋯⋯⋯⋯⋯⋯⋯⋯⋯⋯⋯⋯⋯⋯⋯⋯⋯⋯⋯⋯⋯⋯⋯⋯

油光可鉴 905⋯⋯⋯⋯⋯⋯⋯⋯⋯⋯⋯⋯⋯⋯⋯⋯⋯⋯⋯⋯⋯⋯⋯⋯⋯⋯⋯

油腔滑调 905⋯⋯⋯⋯⋯⋯⋯⋯⋯⋯⋯⋯⋯⋯⋯⋯⋯⋯⋯⋯⋯⋯⋯⋯⋯⋯⋯

油然而生 906⋯⋯⋯⋯⋯⋯⋯⋯⋯⋯⋯⋯⋯⋯⋯⋯⋯⋯⋯⋯⋯⋯⋯⋯⋯⋯⋯

·471· 应庸雍永勇用优忧悠油



油嘴滑舌 906⋯⋯⋯⋯⋯⋯⋯⋯⋯⋯⋯⋯⋯⋯⋯⋯⋯⋯⋯⋯⋯⋯⋯⋯⋯⋯⋯

油头粉面 906⋯⋯⋯⋯⋯⋯⋯⋯⋯⋯⋯⋯⋯⋯⋯⋯⋯⋯⋯⋯⋯⋯⋯⋯⋯⋯⋯

由衷之言 906⋯⋯⋯⋯⋯⋯⋯⋯⋯⋯⋯⋯⋯⋯⋯⋯⋯⋯⋯⋯⋯⋯⋯⋯⋯⋯⋯

游目骋怀 906⋯⋯⋯⋯⋯⋯⋯⋯⋯⋯⋯⋯⋯⋯⋯⋯⋯⋯⋯⋯⋯⋯⋯⋯⋯⋯⋯

游刃有余 906⋯⋯⋯⋯⋯⋯⋯⋯⋯⋯⋯⋯⋯⋯⋯⋯⋯⋯⋯⋯⋯⋯⋯⋯⋯⋯⋯

游山玩水 906⋯⋯⋯⋯⋯⋯⋯⋯⋯⋯⋯⋯⋯⋯⋯⋯⋯⋯⋯⋯⋯⋯⋯⋯⋯⋯⋯

游手好闲 907⋯⋯⋯⋯⋯⋯⋯⋯⋯⋯⋯⋯⋯⋯⋯⋯⋯⋯⋯⋯⋯⋯⋯⋯⋯⋯⋯

有备无患 907⋯⋯⋯⋯⋯⋯⋯⋯⋯⋯⋯⋯⋯⋯⋯⋯⋯⋯⋯⋯⋯⋯⋯⋯⋯⋯⋯

有过之无不及 907⋯⋯⋯⋯⋯⋯⋯⋯⋯⋯⋯⋯⋯⋯⋯⋯⋯⋯⋯⋯⋯⋯⋯⋯⋯

有教无类 907⋯⋯⋯⋯⋯⋯⋯⋯⋯⋯⋯⋯⋯⋯⋯⋯⋯⋯⋯⋯⋯⋯⋯⋯⋯⋯⋯

有口皆碑 907⋯⋯⋯⋯⋯⋯⋯⋯⋯⋯⋯⋯⋯⋯⋯⋯⋯⋯⋯⋯⋯⋯⋯⋯⋯⋯⋯

有口难言 907⋯⋯⋯⋯⋯⋯⋯⋯⋯⋯⋯⋯⋯⋯⋯⋯⋯⋯⋯⋯⋯⋯⋯⋯⋯⋯⋯

有口无心 908⋯⋯⋯⋯⋯⋯⋯⋯⋯⋯⋯⋯⋯⋯⋯⋯⋯⋯⋯⋯⋯⋯⋯⋯⋯⋯⋯

有名无实 908⋯⋯⋯⋯⋯⋯⋯⋯⋯⋯⋯⋯⋯⋯⋯⋯⋯⋯⋯⋯⋯⋯⋯⋯⋯⋯⋯

有利可图 908⋯⋯⋯⋯⋯⋯⋯⋯⋯⋯⋯⋯⋯⋯⋯⋯⋯⋯⋯⋯⋯⋯⋯⋯⋯⋯⋯

有勇无谋 908⋯⋯⋯⋯⋯⋯⋯⋯⋯⋯⋯⋯⋯⋯⋯⋯⋯⋯⋯⋯⋯⋯⋯⋯⋯⋯⋯

有案可稽 908⋯⋯⋯⋯⋯⋯⋯⋯⋯⋯⋯⋯⋯⋯⋯⋯⋯⋯⋯⋯⋯⋯⋯⋯⋯⋯⋯

有的放矢 908⋯⋯⋯⋯⋯⋯⋯⋯⋯⋯⋯⋯⋯⋯⋯⋯⋯⋯⋯⋯⋯⋯⋯⋯⋯⋯⋯

有机可乘 909⋯⋯⋯⋯⋯⋯⋯⋯⋯⋯⋯⋯⋯⋯⋯⋯⋯⋯⋯⋯⋯⋯⋯⋯⋯⋯⋯

有加无已 909⋯⋯⋯⋯⋯⋯⋯⋯⋯⋯⋯⋯⋯⋯⋯⋯⋯⋯⋯⋯⋯⋯⋯⋯⋯⋯⋯

有口难辩 909⋯⋯⋯⋯⋯⋯⋯⋯⋯⋯⋯⋯⋯⋯⋯⋯⋯⋯⋯⋯⋯⋯⋯⋯⋯⋯⋯

有目共睹 909⋯⋯⋯⋯⋯⋯⋯⋯⋯⋯⋯⋯⋯⋯⋯⋯⋯⋯⋯⋯⋯⋯⋯⋯⋯⋯⋯

有始有终 909⋯⋯⋯⋯⋯⋯⋯⋯⋯⋯⋯⋯⋯⋯⋯⋯⋯⋯⋯⋯⋯⋯⋯⋯⋯⋯⋯

有所作为 909⋯⋯⋯⋯⋯⋯⋯⋯⋯⋯⋯⋯⋯⋯⋯⋯⋯⋯⋯⋯⋯⋯⋯⋯⋯⋯⋯

有条有理 910⋯⋯⋯⋯⋯⋯⋯⋯⋯⋯⋯⋯⋯⋯⋯⋯⋯⋯⋯⋯⋯⋯⋯⋯⋯⋯⋯

有头无尾 910⋯⋯⋯⋯⋯⋯⋯⋯⋯⋯⋯⋯⋯⋯⋯⋯⋯⋯⋯⋯⋯⋯⋯⋯⋯⋯⋯

有头有尾 910⋯⋯⋯⋯⋯⋯⋯⋯⋯⋯⋯⋯⋯⋯⋯⋯⋯⋯⋯⋯⋯⋯⋯⋯⋯⋯⋯

有闻必录 910⋯⋯⋯⋯⋯⋯⋯⋯⋯⋯⋯⋯⋯⋯⋯⋯⋯⋯⋯⋯⋯⋯⋯⋯⋯⋯⋯

有问必答 910⋯⋯⋯⋯⋯⋯⋯⋯⋯⋯⋯⋯⋯⋯⋯⋯⋯⋯⋯⋯⋯⋯⋯⋯⋯⋯⋯

有隙可乘 910⋯⋯⋯⋯⋯⋯⋯⋯⋯⋯⋯⋯⋯⋯⋯⋯⋯⋯⋯⋯⋯⋯⋯⋯⋯⋯⋯

有言在先 910⋯⋯⋯⋯⋯⋯⋯⋯⋯⋯⋯⋯⋯⋯⋯⋯⋯⋯⋯⋯⋯⋯⋯⋯⋯⋯⋯

有勇有谋 911⋯⋯⋯⋯⋯⋯⋯⋯⋯⋯⋯⋯⋯⋯⋯⋯⋯⋯⋯⋯⋯⋯⋯⋯⋯⋯⋯

有板有眼 911⋯⋯⋯⋯⋯⋯⋯⋯⋯⋯⋯⋯⋯⋯⋯⋯⋯⋯⋯⋯⋯⋯⋯⋯⋯⋯⋯

有目共睹 911⋯⋯⋯⋯⋯⋯⋯⋯⋯⋯⋯⋯⋯⋯⋯⋯⋯⋯⋯⋯⋯⋯⋯⋯⋯⋯⋯

有气无力 911⋯⋯⋯⋯⋯⋯⋯⋯⋯⋯⋯⋯⋯⋯⋯⋯⋯⋯⋯⋯⋯⋯⋯⋯⋯⋯⋯

·571·油由游有



有求必应 911⋯⋯⋯⋯⋯⋯⋯⋯⋯⋯⋯⋯⋯⋯⋯⋯⋯⋯⋯⋯⋯⋯⋯⋯⋯⋯⋯

有声有色 911⋯⋯⋯⋯⋯⋯⋯⋯⋯⋯⋯⋯⋯⋯⋯⋯⋯⋯⋯⋯⋯⋯⋯⋯⋯⋯⋯

有始无终 912⋯⋯⋯⋯⋯⋯⋯⋯⋯⋯⋯⋯⋯⋯⋯⋯⋯⋯⋯⋯⋯⋯⋯⋯⋯⋯⋯

有恃无恐 912⋯⋯⋯⋯⋯⋯⋯⋯⋯⋯⋯⋯⋯⋯⋯⋯⋯⋯⋯⋯⋯⋯⋯⋯⋯⋯⋯

有天无日 912⋯⋯⋯⋯⋯⋯⋯⋯⋯⋯⋯⋯⋯⋯⋯⋯⋯⋯⋯⋯⋯⋯⋯⋯⋯⋯⋯

有条不紊 912⋯⋯⋯⋯⋯⋯⋯⋯⋯⋯⋯⋯⋯⋯⋯⋯⋯⋯⋯⋯⋯⋯⋯⋯⋯⋯⋯

有血有肉 912⋯⋯⋯⋯⋯⋯⋯⋯⋯⋯⋯⋯⋯⋯⋯⋯⋯⋯⋯⋯⋯⋯⋯⋯⋯⋯⋯

有眼不识泰山 912⋯⋯⋯⋯⋯⋯⋯⋯⋯⋯⋯⋯⋯⋯⋯⋯⋯⋯⋯⋯⋯⋯⋯⋯⋯

有眼无珠 913⋯⋯⋯⋯⋯⋯⋯⋯⋯⋯⋯⋯⋯⋯⋯⋯⋯⋯⋯⋯⋯⋯⋯⋯⋯⋯⋯

有则改之 , 无则加勉 913⋯⋯⋯⋯⋯⋯⋯⋯⋯⋯⋯⋯⋯⋯⋯⋯⋯⋯⋯⋯⋯⋯⋯

有增无已 913⋯⋯⋯⋯⋯⋯⋯⋯⋯⋯⋯⋯⋯⋯⋯⋯⋯⋯⋯⋯⋯⋯⋯⋯⋯⋯⋯

有朝一日 913⋯⋯⋯⋯⋯⋯⋯⋯⋯⋯⋯⋯⋯⋯⋯⋯⋯⋯⋯⋯⋯⋯⋯⋯⋯⋯⋯

有志不在年高 913⋯⋯⋯⋯⋯⋯⋯⋯⋯⋯⋯⋯⋯⋯⋯⋯⋯⋯⋯⋯⋯⋯⋯⋯⋯

有志者事竟成 913⋯⋯⋯⋯⋯⋯⋯⋯⋯⋯⋯⋯⋯⋯⋯⋯⋯⋯⋯⋯⋯⋯⋯⋯⋯

yu 914⋯⋯⋯⋯⋯⋯⋯⋯⋯⋯⋯⋯⋯⋯⋯⋯⋯⋯

迂回曲折 914⋯⋯⋯⋯⋯⋯⋯⋯⋯⋯⋯⋯⋯⋯⋯⋯⋯⋯⋯⋯⋯⋯⋯⋯⋯⋯⋯

余波未平 914⋯⋯⋯⋯⋯⋯⋯⋯⋯⋯⋯⋯⋯⋯⋯⋯⋯⋯⋯⋯⋯⋯⋯⋯⋯⋯⋯

余味无穷 914⋯⋯⋯⋯⋯⋯⋯⋯⋯⋯⋯⋯⋯⋯⋯⋯⋯⋯⋯⋯⋯⋯⋯⋯⋯⋯⋯

余音绕梁 914⋯⋯⋯⋯⋯⋯⋯⋯⋯⋯⋯⋯⋯⋯⋯⋯⋯⋯⋯⋯⋯⋯⋯⋯⋯⋯⋯

鱼贯而行 914⋯⋯⋯⋯⋯⋯⋯⋯⋯⋯⋯⋯⋯⋯⋯⋯⋯⋯⋯⋯⋯⋯⋯⋯⋯⋯⋯

鱼米之乡 914⋯⋯⋯⋯⋯⋯⋯⋯⋯⋯⋯⋯⋯⋯⋯⋯⋯⋯⋯⋯⋯⋯⋯⋯⋯⋯⋯

鱼龙混杂 915⋯⋯⋯⋯⋯⋯⋯⋯⋯⋯⋯⋯⋯⋯⋯⋯⋯⋯⋯⋯⋯⋯⋯⋯⋯⋯⋯

鱼目混珠 915⋯⋯⋯⋯⋯⋯⋯⋯⋯⋯⋯⋯⋯⋯⋯⋯⋯⋯⋯⋯⋯⋯⋯⋯⋯⋯⋯

愚不可及 915⋯⋯⋯⋯⋯⋯⋯⋯⋯⋯⋯⋯⋯⋯⋯⋯⋯⋯⋯⋯⋯⋯⋯⋯⋯⋯⋯

愚公移山 915⋯⋯⋯⋯⋯⋯⋯⋯⋯⋯⋯⋯⋯⋯⋯⋯⋯⋯⋯⋯⋯⋯⋯⋯⋯⋯⋯

愚昧无知 915⋯⋯⋯⋯⋯⋯⋯⋯⋯⋯⋯⋯⋯⋯⋯⋯⋯⋯⋯⋯⋯⋯⋯⋯⋯⋯⋯

愚者千虑 , 必有一得 915⋯⋯⋯⋯⋯⋯⋯⋯⋯⋯⋯⋯⋯⋯⋯⋯⋯⋯⋯⋯⋯⋯⋯

与虎谋皮 916⋯⋯⋯⋯⋯⋯⋯⋯⋯⋯⋯⋯⋯⋯⋯⋯⋯⋯⋯⋯⋯⋯⋯⋯⋯⋯⋯

与人为善 916⋯⋯⋯⋯⋯⋯⋯⋯⋯⋯⋯⋯⋯⋯⋯⋯⋯⋯⋯⋯⋯⋯⋯⋯⋯⋯⋯

与日俱增 916⋯⋯⋯⋯⋯⋯⋯⋯⋯⋯⋯⋯⋯⋯⋯⋯⋯⋯⋯⋯⋯⋯⋯⋯⋯⋯⋯

与世推移 916⋯⋯⋯⋯⋯⋯⋯⋯⋯⋯⋯⋯⋯⋯⋯⋯⋯⋯⋯⋯⋯⋯⋯⋯⋯⋯⋯

与世无争 916⋯⋯⋯⋯⋯⋯⋯⋯⋯⋯⋯⋯⋯⋯⋯⋯⋯⋯⋯⋯⋯⋯⋯⋯⋯⋯⋯

与众不同 916⋯⋯⋯⋯⋯⋯⋯⋯⋯⋯⋯⋯⋯⋯⋯⋯⋯⋯⋯⋯⋯⋯⋯⋯⋯⋯⋯

·671· 有迂余鱼愚与



羽毛未丰 917⋯⋯⋯⋯⋯⋯⋯⋯⋯⋯⋯⋯⋯⋯⋯⋯⋯⋯⋯⋯⋯⋯⋯⋯⋯⋯⋯

羽扇纶巾 917⋯⋯⋯⋯⋯⋯⋯⋯⋯⋯⋯⋯⋯⋯⋯⋯⋯⋯⋯⋯⋯⋯⋯⋯⋯⋯⋯

雨过天晴 917⋯⋯⋯⋯⋯⋯⋯⋯⋯⋯⋯⋯⋯⋯⋯⋯⋯⋯⋯⋯⋯⋯⋯⋯⋯⋯⋯

雨后春笋 917⋯⋯⋯⋯⋯⋯⋯⋯⋯⋯⋯⋯⋯⋯⋯⋯⋯⋯⋯⋯⋯⋯⋯⋯⋯⋯⋯

语无伦次 917⋯⋯⋯⋯⋯⋯⋯⋯⋯⋯⋯⋯⋯⋯⋯⋯⋯⋯⋯⋯⋯⋯⋯⋯⋯⋯⋯

语焉不详 917⋯⋯⋯⋯⋯⋯⋯⋯⋯⋯⋯⋯⋯⋯⋯⋯⋯⋯⋯⋯⋯⋯⋯⋯⋯⋯⋯

语重心长 917⋯⋯⋯⋯⋯⋯⋯⋯⋯⋯⋯⋯⋯⋯⋯⋯⋯⋯⋯⋯⋯⋯⋯⋯⋯⋯⋯

玉不琢 , 不成器 918⋯⋯⋯⋯⋯⋯⋯⋯⋯⋯⋯⋯⋯⋯⋯⋯⋯⋯⋯⋯⋯⋯⋯⋯⋯

玉洁冰清 918⋯⋯⋯⋯⋯⋯⋯⋯⋯⋯⋯⋯⋯⋯⋯⋯⋯⋯⋯⋯⋯⋯⋯⋯⋯⋯⋯

玉石俱焚 918⋯⋯⋯⋯⋯⋯⋯⋯⋯⋯⋯⋯⋯⋯⋯⋯⋯⋯⋯⋯⋯⋯⋯⋯⋯⋯⋯

玉树琼枝 918⋯⋯⋯⋯⋯⋯⋯⋯⋯⋯⋯⋯⋯⋯⋯⋯⋯⋯⋯⋯⋯⋯⋯⋯⋯⋯⋯

郁郁葱葱 918⋯⋯⋯⋯⋯⋯⋯⋯⋯⋯⋯⋯⋯⋯⋯⋯⋯⋯⋯⋯⋯⋯⋯⋯⋯⋯⋯

郁郁寡欢 918⋯⋯⋯⋯⋯⋯⋯⋯⋯⋯⋯⋯⋯⋯⋯⋯⋯⋯⋯⋯⋯⋯⋯⋯⋯⋯⋯

浴血奋战 918⋯⋯⋯⋯⋯⋯⋯⋯⋯⋯⋯⋯⋯⋯⋯⋯⋯⋯⋯⋯⋯⋯⋯⋯⋯⋯⋯

欲罢不能 919⋯⋯⋯⋯⋯⋯⋯⋯⋯⋯⋯⋯⋯⋯⋯⋯⋯⋯⋯⋯⋯⋯⋯⋯⋯⋯⋯

欲盖弥彰 919⋯⋯⋯⋯⋯⋯⋯⋯⋯⋯⋯⋯⋯⋯⋯⋯⋯⋯⋯⋯⋯⋯⋯⋯⋯⋯⋯

欲壑难填 919⋯⋯⋯⋯⋯⋯⋯⋯⋯⋯⋯⋯⋯⋯⋯⋯⋯⋯⋯⋯⋯⋯⋯⋯⋯⋯⋯

欲加之罪 , 何患无辞 919⋯⋯⋯⋯⋯⋯⋯⋯⋯⋯⋯⋯⋯⋯⋯⋯⋯⋯⋯⋯⋯⋯⋯

欲擒故纵 919⋯⋯⋯⋯⋯⋯⋯⋯⋯⋯⋯⋯⋯⋯⋯⋯⋯⋯⋯⋯⋯⋯⋯⋯⋯⋯⋯

欲速则不达 919⋯⋯⋯⋯⋯⋯⋯⋯⋯⋯⋯⋯⋯⋯⋯⋯⋯⋯⋯⋯⋯⋯⋯⋯⋯⋯

欲言又止 920⋯⋯⋯⋯⋯⋯⋯⋯⋯⋯⋯⋯⋯⋯⋯⋯⋯⋯⋯⋯⋯⋯⋯⋯⋯⋯⋯

鹬蚌相争 , 渔人得利 920⋯⋯⋯⋯⋯⋯⋯⋯⋯⋯⋯⋯⋯⋯⋯⋯⋯⋯⋯⋯⋯⋯⋯

yuɑn 920⋯⋯⋯⋯⋯⋯⋯⋯⋯⋯⋯⋯⋯⋯⋯⋯⋯

冤家路窄 920⋯⋯⋯⋯⋯⋯⋯⋯⋯⋯⋯⋯⋯⋯⋯⋯⋯⋯⋯⋯⋯⋯⋯⋯⋯⋯⋯

冤有头 , 债有主 920⋯⋯⋯⋯⋯⋯⋯⋯⋯⋯⋯⋯⋯⋯⋯⋯⋯⋯⋯⋯⋯⋯⋯⋯⋯

冤冤相报 920⋯⋯⋯⋯⋯⋯⋯⋯⋯⋯⋯⋯⋯⋯⋯⋯⋯⋯⋯⋯⋯⋯⋯⋯⋯⋯⋯

原封不动 921⋯⋯⋯⋯⋯⋯⋯⋯⋯⋯⋯⋯⋯⋯⋯⋯⋯⋯⋯⋯⋯⋯⋯⋯⋯⋯⋯

原形毕露 921⋯⋯⋯⋯⋯⋯⋯⋯⋯⋯⋯⋯⋯⋯⋯⋯⋯⋯⋯⋯⋯⋯⋯⋯⋯⋯⋯

原原本本 921⋯⋯⋯⋯⋯⋯⋯⋯⋯⋯⋯⋯⋯⋯⋯⋯⋯⋯⋯⋯⋯⋯⋯⋯⋯⋯⋯

圆凿方枘 921⋯⋯⋯⋯⋯⋯⋯⋯⋯⋯⋯⋯⋯⋯⋯⋯⋯⋯⋯⋯⋯⋯⋯⋯⋯⋯⋯

援古证今 921⋯⋯⋯⋯⋯⋯⋯⋯⋯⋯⋯⋯⋯⋯⋯⋯⋯⋯⋯⋯⋯⋯⋯⋯⋯⋯⋯

缘木求鱼 921⋯⋯⋯⋯⋯⋯⋯⋯⋯⋯⋯⋯⋯⋯⋯⋯⋯⋯⋯⋯⋯⋯⋯⋯⋯⋯⋯

源源不绝 922⋯⋯⋯⋯⋯⋯⋯⋯⋯⋯⋯⋯⋯⋯⋯⋯⋯⋯⋯⋯⋯⋯⋯⋯⋯⋯⋯

·771·羽雨语玉郁浴欲鹬冤原圆援缘源



源远流长 922⋯⋯⋯⋯⋯⋯⋯⋯⋯⋯⋯⋯⋯⋯⋯⋯⋯⋯⋯⋯⋯⋯⋯⋯⋯⋯⋯

远交近攻 922⋯⋯⋯⋯⋯⋯⋯⋯⋯⋯⋯⋯⋯⋯⋯⋯⋯⋯⋯⋯⋯⋯⋯⋯⋯⋯⋯

远水不救近火 922⋯⋯⋯⋯⋯⋯⋯⋯⋯⋯⋯⋯⋯⋯⋯⋯⋯⋯⋯⋯⋯⋯⋯⋯⋯

远见卓识 922⋯⋯⋯⋯⋯⋯⋯⋯⋯⋯⋯⋯⋯⋯⋯⋯⋯⋯⋯⋯⋯⋯⋯⋯⋯⋯⋯

远走高飞 923⋯⋯⋯⋯⋯⋯⋯⋯⋯⋯⋯⋯⋯⋯⋯⋯⋯⋯⋯⋯⋯⋯⋯⋯⋯⋯⋯

怨而不怒 923⋯⋯⋯⋯⋯⋯⋯⋯⋯⋯⋯⋯⋯⋯⋯⋯⋯⋯⋯⋯⋯⋯⋯⋯⋯⋯⋯

怨气冲天 923⋯⋯⋯⋯⋯⋯⋯⋯⋯⋯⋯⋯⋯⋯⋯⋯⋯⋯⋯⋯⋯⋯⋯⋯⋯⋯⋯

怨声载道 923⋯⋯⋯⋯⋯⋯⋯⋯⋯⋯⋯⋯⋯⋯⋯⋯⋯⋯⋯⋯⋯⋯⋯⋯⋯⋯⋯

怨天尤人 923⋯⋯⋯⋯⋯⋯⋯⋯⋯⋯⋯⋯⋯⋯⋯⋯⋯⋯⋯⋯⋯⋯⋯⋯⋯⋯⋯

yue 923⋯⋯⋯⋯⋯⋯⋯⋯⋯⋯⋯⋯⋯⋯⋯⋯⋯

约定俗成 923⋯⋯⋯⋯⋯⋯⋯⋯⋯⋯⋯⋯⋯⋯⋯⋯⋯⋯⋯⋯⋯⋯⋯⋯⋯⋯⋯

约法三章 924⋯⋯⋯⋯⋯⋯⋯⋯⋯⋯⋯⋯⋯⋯⋯⋯⋯⋯⋯⋯⋯⋯⋯⋯⋯⋯⋯

月白风清 924⋯⋯⋯⋯⋯⋯⋯⋯⋯⋯⋯⋯⋯⋯⋯⋯⋯⋯⋯⋯⋯⋯⋯⋯⋯⋯⋯

月下花前 924⋯⋯⋯⋯⋯⋯⋯⋯⋯⋯⋯⋯⋯⋯⋯⋯⋯⋯⋯⋯⋯⋯⋯⋯⋯⋯⋯

月下老人 924⋯⋯⋯⋯⋯⋯⋯⋯⋯⋯⋯⋯⋯⋯⋯⋯⋯⋯⋯⋯⋯⋯⋯⋯⋯⋯⋯

月黑风高 924⋯⋯⋯⋯⋯⋯⋯⋯⋯⋯⋯⋯⋯⋯⋯⋯⋯⋯⋯⋯⋯⋯⋯⋯⋯⋯⋯

月明如昼 924⋯⋯⋯⋯⋯⋯⋯⋯⋯⋯⋯⋯⋯⋯⋯⋯⋯⋯⋯⋯⋯⋯⋯⋯⋯⋯⋯

月明星稀 924⋯⋯⋯⋯⋯⋯⋯⋯⋯⋯⋯⋯⋯⋯⋯⋯⋯⋯⋯⋯⋯⋯⋯⋯⋯⋯⋯

月缺花残 924⋯⋯⋯⋯⋯⋯⋯⋯⋯⋯⋯⋯⋯⋯⋯⋯⋯⋯⋯⋯⋯⋯⋯⋯⋯⋯⋯

跃然纸上 925⋯⋯⋯⋯⋯⋯⋯⋯⋯⋯⋯⋯⋯⋯⋯⋯⋯⋯⋯⋯⋯⋯⋯⋯⋯⋯⋯

跃跃欲试 925⋯⋯⋯⋯⋯⋯⋯⋯⋯⋯⋯⋯⋯⋯⋯⋯⋯⋯⋯⋯⋯⋯⋯⋯⋯⋯⋯

越俎代庖 925⋯⋯⋯⋯⋯⋯⋯⋯⋯⋯⋯⋯⋯⋯⋯⋯⋯⋯⋯⋯⋯⋯⋯⋯⋯⋯⋯

yun 925⋯⋯⋯⋯⋯⋯⋯⋯⋯⋯⋯⋯⋯⋯⋯⋯⋯

晕头转向 925⋯⋯⋯⋯⋯⋯⋯⋯⋯⋯⋯⋯⋯⋯⋯⋯⋯⋯⋯⋯⋯⋯⋯⋯⋯⋯⋯

云消雾散 925⋯⋯⋯⋯⋯⋯⋯⋯⋯⋯⋯⋯⋯⋯⋯⋯⋯⋯⋯⋯⋯⋯⋯⋯⋯⋯⋯

云谲波诡 926⋯⋯⋯⋯⋯⋯⋯⋯⋯⋯⋯⋯⋯⋯⋯⋯⋯⋯⋯⋯⋯⋯⋯⋯⋯⋯⋯

云蒸霞蔚 926⋯⋯⋯⋯⋯⋯⋯⋯⋯⋯⋯⋯⋯⋯⋯⋯⋯⋯⋯⋯⋯⋯⋯⋯⋯⋯⋯

芸芸众生 926⋯⋯⋯⋯⋯⋯⋯⋯⋯⋯⋯⋯⋯⋯⋯⋯⋯⋯⋯⋯⋯⋯⋯⋯⋯⋯⋯

运筹帷幄 926⋯⋯⋯⋯⋯⋯⋯⋯⋯⋯⋯⋯⋯⋯⋯⋯⋯⋯⋯⋯⋯⋯⋯⋯⋯⋯⋯

运用之妙 , 存乎一心 926⋯⋯⋯⋯⋯⋯⋯⋯⋯⋯⋯⋯⋯⋯⋯⋯⋯⋯⋯⋯⋯⋯⋯

运用自如 926⋯⋯⋯⋯⋯⋯⋯⋯⋯⋯⋯⋯⋯⋯⋯⋯⋯⋯⋯⋯⋯⋯⋯⋯⋯⋯⋯

·871· 源远怨约月跃越晕云芸运



Z 927⋯⋯⋯⋯⋯⋯⋯⋯⋯⋯⋯⋯⋯⋯⋯⋯

zɑ 927⋯⋯⋯⋯⋯⋯⋯⋯⋯⋯⋯⋯⋯⋯⋯⋯⋯⋯

杂乱无章 927⋯⋯⋯⋯⋯⋯⋯⋯⋯⋯⋯⋯⋯⋯⋯⋯⋯⋯⋯⋯⋯⋯⋯⋯⋯⋯⋯

杂七杂八 927⋯⋯⋯⋯⋯⋯⋯⋯⋯⋯⋯⋯⋯⋯⋯⋯⋯⋯⋯⋯⋯⋯⋯⋯⋯⋯⋯

zɑi 927⋯⋯⋯⋯⋯⋯⋯⋯⋯⋯⋯⋯⋯⋯⋯⋯⋯⋯

再接再厉 927⋯⋯⋯⋯⋯⋯⋯⋯⋯⋯⋯⋯⋯⋯⋯⋯⋯⋯⋯⋯⋯⋯⋯⋯⋯⋯⋯

再三再四 927⋯⋯⋯⋯⋯⋯⋯⋯⋯⋯⋯⋯⋯⋯⋯⋯⋯⋯⋯⋯⋯⋯⋯⋯⋯⋯⋯

再生父母 928⋯⋯⋯⋯⋯⋯⋯⋯⋯⋯⋯⋯⋯⋯⋯⋯⋯⋯⋯⋯⋯⋯⋯⋯⋯⋯⋯

再造之恩 928⋯⋯⋯⋯⋯⋯⋯⋯⋯⋯⋯⋯⋯⋯⋯⋯⋯⋯⋯⋯⋯⋯⋯⋯⋯⋯⋯

再衰三竭 928⋯⋯⋯⋯⋯⋯⋯⋯⋯⋯⋯⋯⋯⋯⋯⋯⋯⋯⋯⋯⋯⋯⋯⋯⋯⋯⋯

在劫难逃 928⋯⋯⋯⋯⋯⋯⋯⋯⋯⋯⋯⋯⋯⋯⋯⋯⋯⋯⋯⋯⋯⋯⋯⋯⋯⋯⋯

在所不惜 928⋯⋯⋯⋯⋯⋯⋯⋯⋯⋯⋯⋯⋯⋯⋯⋯⋯⋯⋯⋯⋯⋯⋯⋯⋯⋯⋯

在天之灵 928⋯⋯⋯⋯⋯⋯⋯⋯⋯⋯⋯⋯⋯⋯⋯⋯⋯⋯⋯⋯⋯⋯⋯⋯⋯⋯⋯

载歌载舞 929⋯⋯⋯⋯⋯⋯⋯⋯⋯⋯⋯⋯⋯⋯⋯⋯⋯⋯⋯⋯⋯⋯⋯⋯⋯⋯⋯

载舟覆舟 929⋯⋯⋯⋯⋯⋯⋯⋯⋯⋯⋯⋯⋯⋯⋯⋯⋯⋯⋯⋯⋯⋯⋯⋯⋯⋯⋯

赞叹不已 929⋯⋯⋯⋯⋯⋯⋯⋯⋯⋯⋯⋯⋯⋯⋯⋯⋯⋯⋯⋯⋯⋯⋯⋯⋯⋯⋯

赞不绝口 929⋯⋯⋯⋯⋯⋯⋯⋯⋯⋯⋯⋯⋯⋯⋯⋯⋯⋯⋯⋯⋯⋯⋯⋯⋯⋯⋯

zɑnɡ 929⋯⋯⋯⋯⋯⋯⋯⋯⋯⋯⋯⋯⋯⋯⋯⋯⋯

葬身鱼腹 929⋯⋯⋯⋯⋯⋯⋯⋯⋯⋯⋯⋯⋯⋯⋯⋯⋯⋯⋯⋯⋯⋯⋯⋯⋯⋯⋯

zɑo 929⋯⋯⋯⋯⋯⋯⋯⋯⋯⋯⋯⋯⋯⋯⋯⋯⋯⋯

糟糠之妻 929⋯⋯⋯⋯⋯⋯⋯⋯⋯⋯⋯⋯⋯⋯⋯⋯⋯⋯⋯⋯⋯⋯⋯⋯⋯⋯⋯

凿壁偷光 929⋯⋯⋯⋯⋯⋯⋯⋯⋯⋯⋯⋯⋯⋯⋯⋯⋯⋯⋯⋯⋯⋯⋯⋯⋯⋯⋯

凿空之论 930⋯⋯⋯⋯⋯⋯⋯⋯⋯⋯⋯⋯⋯⋯⋯⋯⋯⋯⋯⋯⋯⋯⋯⋯⋯⋯⋯

·971·杂再在载赞葬糟凿



凿凿有据 930⋯⋯⋯⋯⋯⋯⋯⋯⋯⋯⋯⋯⋯⋯⋯⋯⋯⋯⋯⋯⋯⋯⋯⋯⋯⋯⋯

早出晚归 930⋯⋯⋯⋯⋯⋯⋯⋯⋯⋯⋯⋯⋯⋯⋯⋯⋯⋯⋯⋯⋯⋯⋯⋯⋯⋯⋯

造谣惑众 930⋯⋯⋯⋯⋯⋯⋯⋯⋯⋯⋯⋯⋯⋯⋯⋯⋯⋯⋯⋯⋯⋯⋯⋯⋯⋯⋯

造谣中伤 930⋯⋯⋯⋯⋯⋯⋯⋯⋯⋯⋯⋯⋯⋯⋯⋯⋯⋯⋯⋯⋯⋯⋯⋯⋯⋯⋯

ze 930⋯⋯⋯⋯⋯⋯⋯⋯⋯⋯⋯⋯⋯⋯⋯⋯⋯⋯

责无旁贷 930⋯⋯⋯⋯⋯⋯⋯⋯⋯⋯⋯⋯⋯⋯⋯⋯⋯⋯⋯⋯⋯⋯⋯⋯⋯⋯⋯

责有攸归 931⋯⋯⋯⋯⋯⋯⋯⋯⋯⋯⋯⋯⋯⋯⋯⋯⋯⋯⋯⋯⋯⋯⋯⋯⋯⋯⋯

择善而从 931⋯⋯⋯⋯⋯⋯⋯⋯⋯⋯⋯⋯⋯⋯⋯⋯⋯⋯⋯⋯⋯⋯⋯⋯⋯⋯⋯

泽被后世 931⋯⋯⋯⋯⋯⋯⋯⋯⋯⋯⋯⋯⋯⋯⋯⋯⋯⋯⋯⋯⋯⋯⋯⋯⋯⋯⋯

啧有烦言 931⋯⋯⋯⋯⋯⋯⋯⋯⋯⋯⋯⋯⋯⋯⋯⋯⋯⋯⋯⋯⋯⋯⋯⋯⋯⋯⋯

zei 931⋯⋯⋯⋯⋯⋯⋯⋯⋯⋯⋯⋯⋯⋯⋯⋯⋯⋯

贼喊捉贼 932⋯⋯⋯⋯⋯⋯⋯⋯⋯⋯⋯⋯⋯⋯⋯⋯⋯⋯⋯⋯⋯⋯⋯⋯⋯⋯⋯

贼去关门 932⋯⋯⋯⋯⋯⋯⋯⋯⋯⋯⋯⋯⋯⋯⋯⋯⋯⋯⋯⋯⋯⋯⋯⋯⋯⋯⋯

贼人胆虚 932⋯⋯⋯⋯⋯⋯⋯⋯⋯⋯⋯⋯⋯⋯⋯⋯⋯⋯⋯⋯⋯⋯⋯⋯⋯⋯⋯

贼头贼脑 932⋯⋯⋯⋯⋯⋯⋯⋯⋯⋯⋯⋯⋯⋯⋯⋯⋯⋯⋯⋯⋯⋯⋯⋯⋯⋯⋯

乍暖还寒 932⋯⋯⋯⋯⋯⋯⋯⋯⋯⋯⋯⋯⋯⋯⋯⋯⋯⋯⋯⋯⋯⋯⋯⋯⋯⋯⋯

zhɑi 932⋯⋯⋯⋯⋯⋯⋯⋯⋯⋯⋯⋯⋯⋯⋯⋯⋯

债台高筑 933⋯⋯⋯⋯⋯⋯⋯⋯⋯⋯⋯⋯⋯⋯⋯⋯⋯⋯⋯⋯⋯⋯⋯⋯⋯⋯⋯

zhɑn 933⋯⋯⋯⋯⋯⋯⋯⋯⋯⋯⋯⋯⋯⋯⋯⋯⋯

沾亲带故 933⋯⋯⋯⋯⋯⋯⋯⋯⋯⋯⋯⋯⋯⋯⋯⋯⋯⋯⋯⋯⋯⋯⋯⋯⋯⋯⋯

沾沾自喜 933⋯⋯⋯⋯⋯⋯⋯⋯⋯⋯⋯⋯⋯⋯⋯⋯⋯⋯⋯⋯⋯⋯⋯⋯⋯⋯⋯

瞻前顾后 933⋯⋯⋯⋯⋯⋯⋯⋯⋯⋯⋯⋯⋯⋯⋯⋯⋯⋯⋯⋯⋯⋯⋯⋯⋯⋯⋯

斩草除根 934⋯⋯⋯⋯⋯⋯⋯⋯⋯⋯⋯⋯⋯⋯⋯⋯⋯⋯⋯⋯⋯⋯⋯⋯⋯⋯⋯

斩钉截铁 934⋯⋯⋯⋯⋯⋯⋯⋯⋯⋯⋯⋯⋯⋯⋯⋯⋯⋯⋯⋯⋯⋯⋯⋯⋯⋯⋯

斩木为兵 , 揭竿为旗 934⋯⋯⋯⋯⋯⋯⋯⋯⋯⋯⋯⋯⋯⋯⋯⋯⋯⋯⋯⋯⋯⋯⋯

崭露头角 934⋯⋯⋯⋯⋯⋯⋯⋯⋯⋯⋯⋯⋯⋯⋯⋯⋯⋯⋯⋯⋯⋯⋯⋯⋯⋯⋯

辗转反侧 934⋯⋯⋯⋯⋯⋯⋯⋯⋯⋯⋯⋯⋯⋯⋯⋯⋯⋯⋯⋯⋯⋯⋯⋯⋯⋯⋯

·081· 凿早造责择泽啧贼乍债沾瞻斩崭辗



战天斗地 935⋯⋯⋯⋯⋯⋯⋯⋯⋯⋯⋯⋯⋯⋯⋯⋯⋯⋯⋯⋯⋯⋯⋯⋯⋯⋯⋯

战无不胜 935⋯⋯⋯⋯⋯⋯⋯⋯⋯⋯⋯⋯⋯⋯⋯⋯⋯⋯⋯⋯⋯⋯⋯⋯⋯⋯⋯

战战兢兢 935⋯⋯⋯⋯⋯⋯⋯⋯⋯⋯⋯⋯⋯⋯⋯⋯⋯⋯⋯⋯⋯⋯⋯⋯⋯⋯⋯

zhɑnɡ 935⋯⋯⋯⋯⋯⋯⋯⋯⋯⋯⋯⋯⋯⋯⋯⋯

张灯结彩 935⋯⋯⋯⋯⋯⋯⋯⋯⋯⋯⋯⋯⋯⋯⋯⋯⋯⋯⋯⋯⋯⋯⋯⋯⋯⋯⋯

张冠李戴 935⋯⋯⋯⋯⋯⋯⋯⋯⋯⋯⋯⋯⋯⋯⋯⋯⋯⋯⋯⋯⋯⋯⋯⋯⋯⋯⋯

张口结舌 935⋯⋯⋯⋯⋯⋯⋯⋯⋯⋯⋯⋯⋯⋯⋯⋯⋯⋯⋯⋯⋯⋯⋯⋯⋯⋯⋯

张皇失措 936⋯⋯⋯⋯⋯⋯⋯⋯⋯⋯⋯⋯⋯⋯⋯⋯⋯⋯⋯⋯⋯⋯⋯⋯⋯⋯⋯

张牙舞爪 936⋯⋯⋯⋯⋯⋯⋯⋯⋯⋯⋯⋯⋯⋯⋯⋯⋯⋯⋯⋯⋯⋯⋯⋯⋯⋯⋯

獐头鼠目 936⋯⋯⋯⋯⋯⋯⋯⋯⋯⋯⋯⋯⋯⋯⋯⋯⋯⋯⋯⋯⋯⋯⋯⋯⋯⋯⋯

彰明较著 936⋯⋯⋯⋯⋯⋯⋯⋯⋯⋯⋯⋯⋯⋯⋯⋯⋯⋯⋯⋯⋯⋯⋯⋯⋯⋯⋯

掌上明珠 936⋯⋯⋯⋯⋯⋯⋯⋯⋯⋯⋯⋯⋯⋯⋯⋯⋯⋯⋯⋯⋯⋯⋯⋯⋯⋯⋯

仗势欺人 936⋯⋯⋯⋯⋯⋯⋯⋯⋯⋯⋯⋯⋯⋯⋯⋯⋯⋯⋯⋯⋯⋯⋯⋯⋯⋯⋯

仗义疏财 937⋯⋯⋯⋯⋯⋯⋯⋯⋯⋯⋯⋯⋯⋯⋯⋯⋯⋯⋯⋯⋯⋯⋯⋯⋯⋯⋯

仗义执言 937⋯⋯⋯⋯⋯⋯⋯⋯⋯⋯⋯⋯⋯⋯⋯⋯⋯⋯⋯⋯⋯⋯⋯⋯⋯⋯⋯

zhɑo 937⋯⋯⋯⋯⋯⋯⋯⋯⋯⋯⋯⋯⋯⋯⋯⋯⋯

招兵买马 937⋯⋯⋯⋯⋯⋯⋯⋯⋯⋯⋯⋯⋯⋯⋯⋯⋯⋯⋯⋯⋯⋯⋯⋯⋯⋯⋯

招财进宝 937⋯⋯⋯⋯⋯⋯⋯⋯⋯⋯⋯⋯⋯⋯⋯⋯⋯⋯⋯⋯⋯⋯⋯⋯⋯⋯⋯

招风惹草 937⋯⋯⋯⋯⋯⋯⋯⋯⋯⋯⋯⋯⋯⋯⋯⋯⋯⋯⋯⋯⋯⋯⋯⋯⋯⋯⋯

招蜂引蝶 937⋯⋯⋯⋯⋯⋯⋯⋯⋯⋯⋯⋯⋯⋯⋯⋯⋯⋯⋯⋯⋯⋯⋯⋯⋯⋯⋯

招降纳叛 937⋯⋯⋯⋯⋯⋯⋯⋯⋯⋯⋯⋯⋯⋯⋯⋯⋯⋯⋯⋯⋯⋯⋯⋯⋯⋯⋯

招摇过市 938⋯⋯⋯⋯⋯⋯⋯⋯⋯⋯⋯⋯⋯⋯⋯⋯⋯⋯⋯⋯⋯⋯⋯⋯⋯⋯⋯

招摇撞骗 938⋯⋯⋯⋯⋯⋯⋯⋯⋯⋯⋯⋯⋯⋯⋯⋯⋯⋯⋯⋯⋯⋯⋯⋯⋯⋯⋯

昭然若揭 938⋯⋯⋯⋯⋯⋯⋯⋯⋯⋯⋯⋯⋯⋯⋯⋯⋯⋯⋯⋯⋯⋯⋯⋯⋯⋯⋯

朝不虑夕 938⋯⋯⋯⋯⋯⋯⋯⋯⋯⋯⋯⋯⋯⋯⋯⋯⋯⋯⋯⋯⋯⋯⋯⋯⋯⋯⋯

朝发夕至 938⋯⋯⋯⋯⋯⋯⋯⋯⋯⋯⋯⋯⋯⋯⋯⋯⋯⋯⋯⋯⋯⋯⋯⋯⋯⋯⋯

朝令夕改 938⋯⋯⋯⋯⋯⋯⋯⋯⋯⋯⋯⋯⋯⋯⋯⋯⋯⋯⋯⋯⋯⋯⋯⋯⋯⋯⋯

朝气蓬勃 939⋯⋯⋯⋯⋯⋯⋯⋯⋯⋯⋯⋯⋯⋯⋯⋯⋯⋯⋯⋯⋯⋯⋯⋯⋯⋯⋯

朝秦暮楚 939⋯⋯⋯⋯⋯⋯⋯⋯⋯⋯⋯⋯⋯⋯⋯⋯⋯⋯⋯⋯⋯⋯⋯⋯⋯⋯⋯

朝三暮四 939⋯⋯⋯⋯⋯⋯⋯⋯⋯⋯⋯⋯⋯⋯⋯⋯⋯⋯⋯⋯⋯⋯⋯⋯⋯⋯⋯

朝思暮想 939⋯⋯⋯⋯⋯⋯⋯⋯⋯⋯⋯⋯⋯⋯⋯⋯⋯⋯⋯⋯⋯⋯⋯⋯⋯⋯⋯

·181·战张獐彰掌仗招昭朝



朝闻夕死 940⋯⋯⋯⋯⋯⋯⋯⋯⋯⋯⋯⋯⋯⋯⋯⋯⋯⋯⋯⋯⋯⋯⋯⋯⋯⋯⋯

朝夕相处 940⋯⋯⋯⋯⋯⋯⋯⋯⋯⋯⋯⋯⋯⋯⋯⋯⋯⋯⋯⋯⋯⋯⋯⋯⋯⋯⋯

朝朝暮暮 940⋯⋯⋯⋯⋯⋯⋯⋯⋯⋯⋯⋯⋯⋯⋯⋯⋯⋯⋯⋯⋯⋯⋯⋯⋯⋯⋯

照本宣科 940⋯⋯⋯⋯⋯⋯⋯⋯⋯⋯⋯⋯⋯⋯⋯⋯⋯⋯⋯⋯⋯⋯⋯⋯⋯⋯⋯

zhe 940⋯⋯⋯⋯⋯⋯⋯⋯⋯⋯⋯⋯⋯⋯⋯⋯⋯⋯

遮人耳目 940⋯⋯⋯⋯⋯⋯⋯⋯⋯⋯⋯⋯⋯⋯⋯⋯⋯⋯⋯⋯⋯⋯⋯⋯⋯⋯⋯

遮天蔽日 940⋯⋯⋯⋯⋯⋯⋯⋯⋯⋯⋯⋯⋯⋯⋯⋯⋯⋯⋯⋯⋯⋯⋯⋯⋯⋯⋯

辙乱旗靡 941⋯⋯⋯⋯⋯⋯⋯⋯⋯⋯⋯⋯⋯⋯⋯⋯⋯⋯⋯⋯⋯⋯⋯⋯⋯⋯⋯

折戟沉沙 941⋯⋯⋯⋯⋯⋯⋯⋯⋯⋯⋯⋯⋯⋯⋯⋯⋯⋯⋯⋯⋯⋯⋯⋯⋯⋯⋯

zhen 941⋯⋯⋯⋯⋯⋯⋯⋯⋯⋯⋯⋯⋯⋯⋯⋯⋯

针锋相对 941⋯⋯⋯⋯⋯⋯⋯⋯⋯⋯⋯⋯⋯⋯⋯⋯⋯⋯⋯⋯⋯⋯⋯⋯⋯⋯⋯

珍禽异兽 941⋯⋯⋯⋯⋯⋯⋯⋯⋯⋯⋯⋯⋯⋯⋯⋯⋯⋯⋯⋯⋯⋯⋯⋯⋯⋯⋯

真金不怕火炼 941⋯⋯⋯⋯⋯⋯⋯⋯⋯⋯⋯⋯⋯⋯⋯⋯⋯⋯⋯⋯⋯⋯⋯⋯⋯

真才实学 941⋯⋯⋯⋯⋯⋯⋯⋯⋯⋯⋯⋯⋯⋯⋯⋯⋯⋯⋯⋯⋯⋯⋯⋯⋯⋯⋯

真相大白 941⋯⋯⋯⋯⋯⋯⋯⋯⋯⋯⋯⋯⋯⋯⋯⋯⋯⋯⋯⋯⋯⋯⋯⋯⋯⋯⋯

真凭实据 942⋯⋯⋯⋯⋯⋯⋯⋯⋯⋯⋯⋯⋯⋯⋯⋯⋯⋯⋯⋯⋯⋯⋯⋯⋯⋯⋯

真情实意 942⋯⋯⋯⋯⋯⋯⋯⋯⋯⋯⋯⋯⋯⋯⋯⋯⋯⋯⋯⋯⋯⋯⋯⋯⋯⋯⋯

真伪莫辨 942⋯⋯⋯⋯⋯⋯⋯⋯⋯⋯⋯⋯⋯⋯⋯⋯⋯⋯⋯⋯⋯⋯⋯⋯⋯⋯⋯

真心实意 942⋯⋯⋯⋯⋯⋯⋯⋯⋯⋯⋯⋯⋯⋯⋯⋯⋯⋯⋯⋯⋯⋯⋯⋯⋯⋯⋯

真知灼见 942⋯⋯⋯⋯⋯⋯⋯⋯⋯⋯⋯⋯⋯⋯⋯⋯⋯⋯⋯⋯⋯⋯⋯⋯⋯⋯⋯

枕戈待旦 942⋯⋯⋯⋯⋯⋯⋯⋯⋯⋯⋯⋯⋯⋯⋯⋯⋯⋯⋯⋯⋯⋯⋯⋯⋯⋯⋯

振臂一呼 943⋯⋯⋯⋯⋯⋯⋯⋯⋯⋯⋯⋯⋯⋯⋯⋯⋯⋯⋯⋯⋯⋯⋯⋯⋯⋯⋯

振奋人心 943⋯⋯⋯⋯⋯⋯⋯⋯⋯⋯⋯⋯⋯⋯⋯⋯⋯⋯⋯⋯⋯⋯⋯⋯⋯⋯⋯

振聋发聩 943⋯⋯⋯⋯⋯⋯⋯⋯⋯⋯⋯⋯⋯⋯⋯⋯⋯⋯⋯⋯⋯⋯⋯⋯⋯⋯⋯

振振有词 943⋯⋯⋯⋯⋯⋯⋯⋯⋯⋯⋯⋯⋯⋯⋯⋯⋯⋯⋯⋯⋯⋯⋯⋯⋯⋯⋯

震耳欲聋 943⋯⋯⋯⋯⋯⋯⋯⋯⋯⋯⋯⋯⋯⋯⋯⋯⋯⋯⋯⋯⋯⋯⋯⋯⋯⋯⋯

震撼人心 943⋯⋯⋯⋯⋯⋯⋯⋯⋯⋯⋯⋯⋯⋯⋯⋯⋯⋯⋯⋯⋯⋯⋯⋯⋯⋯⋯

震天动地 944⋯⋯⋯⋯⋯⋯⋯⋯⋯⋯⋯⋯⋯⋯⋯⋯⋯⋯⋯⋯⋯⋯⋯⋯⋯⋯⋯

·281· 朝照遮辙折针珍真枕振震



zhenɡ 944⋯⋯⋯⋯⋯⋯⋯⋯⋯⋯⋯⋯⋯⋯⋯⋯

争长论短 944⋯⋯⋯⋯⋯⋯⋯⋯⋯⋯⋯⋯⋯⋯⋯⋯⋯⋯⋯⋯⋯⋯⋯⋯⋯⋯⋯

争分夺秒 944⋯⋯⋯⋯⋯⋯⋯⋯⋯⋯⋯⋯⋯⋯⋯⋯⋯⋯⋯⋯⋯⋯⋯⋯⋯⋯⋯

争风吃醋 944⋯⋯⋯⋯⋯⋯⋯⋯⋯⋯⋯⋯⋯⋯⋯⋯⋯⋯⋯⋯⋯⋯⋯⋯⋯⋯⋯

争妍斗奇 944⋯⋯⋯⋯⋯⋯⋯⋯⋯⋯⋯⋯⋯⋯⋯⋯⋯⋯⋯⋯⋯⋯⋯⋯⋯⋯⋯

争权夺利 944⋯⋯⋯⋯⋯⋯⋯⋯⋯⋯⋯⋯⋯⋯⋯⋯⋯⋯⋯⋯⋯⋯⋯⋯⋯⋯⋯

争先恐后 944⋯⋯⋯⋯⋯⋯⋯⋯⋯⋯⋯⋯⋯⋯⋯⋯⋯⋯⋯⋯⋯⋯⋯⋯⋯⋯⋯

争名夺利 945⋯⋯⋯⋯⋯⋯⋯⋯⋯⋯⋯⋯⋯⋯⋯⋯⋯⋯⋯⋯⋯⋯⋯⋯⋯⋯⋯

峥嵘岁月 945⋯⋯⋯⋯⋯⋯⋯⋯⋯⋯⋯⋯⋯⋯⋯⋯⋯⋯⋯⋯⋯⋯⋯⋯⋯⋯⋯

蒸蒸日上 945⋯⋯⋯⋯⋯⋯⋯⋯⋯⋯⋯⋯⋯⋯⋯⋯⋯⋯⋯⋯⋯⋯⋯⋯⋯⋯⋯

正本清源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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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过必改 948⋯⋯⋯⋯⋯⋯⋯⋯⋯⋯⋯⋯⋯⋯⋯⋯⋯⋯⋯⋯⋯⋯⋯⋯⋯⋯⋯

知遇之恩 949⋯⋯⋯⋯⋯⋯⋯⋯⋯⋯⋯⋯⋯⋯⋯⋯⋯⋯⋯⋯⋯⋯⋯⋯⋯⋯⋯

知足常乐 949⋯⋯⋯⋯⋯⋯⋯⋯⋯⋯⋯⋯⋯⋯⋯⋯⋯⋯⋯⋯⋯⋯⋯⋯⋯⋯⋯

知人论世 949⋯⋯⋯⋯⋯⋯⋯⋯⋯⋯⋯⋯⋯⋯⋯⋯⋯⋯⋯⋯⋯⋯⋯⋯⋯⋯⋯

知人善任 949⋯⋯⋯⋯⋯⋯⋯⋯⋯⋯⋯⋯⋯⋯⋯⋯⋯⋯⋯⋯⋯⋯⋯⋯⋯⋯⋯

知无不言 , 言无不尽 949⋯⋯⋯⋯⋯⋯⋯⋯⋯⋯⋯⋯⋯⋯⋯⋯⋯⋯⋯⋯⋯⋯⋯

执法如山 949⋯⋯⋯⋯⋯⋯⋯⋯⋯⋯⋯⋯⋯⋯⋯⋯⋯⋯⋯⋯⋯⋯⋯⋯⋯⋯⋯

执迷不悟 949⋯⋯⋯⋯⋯⋯⋯⋯⋯⋯⋯⋯⋯⋯⋯⋯⋯⋯⋯⋯⋯⋯⋯⋯⋯⋯⋯

直道而行 950⋯⋯⋯⋯⋯⋯⋯⋯⋯⋯⋯⋯⋯⋯⋯⋯⋯⋯⋯⋯⋯⋯⋯⋯⋯⋯⋯

直截了当 950⋯⋯⋯⋯⋯⋯⋯⋯⋯⋯⋯⋯⋯⋯⋯⋯⋯⋯⋯⋯⋯⋯⋯⋯⋯⋯⋯

直抒胸臆 950⋯⋯⋯⋯⋯⋯⋯⋯⋯⋯⋯⋯⋯⋯⋯⋯⋯⋯⋯⋯⋯⋯⋯⋯⋯⋯⋯

直言不讳 950⋯⋯⋯⋯⋯⋯⋯⋯⋯⋯⋯⋯⋯⋯⋯⋯⋯⋯⋯⋯⋯⋯⋯⋯⋯⋯⋯

直捣黄龙 950⋯⋯⋯⋯⋯⋯⋯⋯⋯⋯⋯⋯⋯⋯⋯⋯⋯⋯⋯⋯⋯⋯⋯⋯⋯⋯⋯

直抒己见 951⋯⋯⋯⋯⋯⋯⋯⋯⋯⋯⋯⋯⋯⋯⋯⋯⋯⋯⋯⋯⋯⋯⋯⋯⋯⋯⋯

直言正论 951⋯⋯⋯⋯⋯⋯⋯⋯⋯⋯⋯⋯⋯⋯⋯⋯⋯⋯⋯⋯⋯⋯⋯⋯⋯⋯⋯

只见树木 , 不见森林 951⋯⋯⋯⋯⋯⋯⋯⋯⋯⋯⋯⋯⋯⋯⋯⋯⋯⋯⋯⋯⋯⋯⋯

只许州官放火 ,

不许百姓点灯 951⋯⋯⋯⋯⋯⋯⋯⋯⋯⋯⋯⋯⋯⋯⋯⋯⋯⋯⋯⋯⋯⋯⋯⋯⋯

只要功夫深 , 铁杵磨成针 951⋯⋯⋯⋯⋯⋯⋯⋯⋯⋯⋯⋯⋯⋯⋯⋯⋯⋯⋯⋯⋯

只争朝夕 951⋯⋯⋯⋯⋯⋯⋯⋯⋯⋯⋯⋯⋯⋯⋯⋯⋯⋯⋯⋯⋯⋯⋯⋯⋯⋯⋯

纸上谈兵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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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若定 952⋯⋯⋯⋯⋯⋯⋯⋯⋯⋯⋯⋯⋯⋯⋯⋯⋯⋯⋯⋯⋯⋯⋯⋯⋯⋯⋯

指鹿为马 952⋯⋯⋯⋯⋯⋯⋯⋯⋯⋯⋯⋯⋯⋯⋯⋯⋯⋯⋯⋯⋯⋯⋯⋯⋯⋯⋯

指顾之间 952⋯⋯⋯⋯⋯⋯⋯⋯⋯⋯⋯⋯⋯⋯⋯⋯⋯⋯⋯⋯⋯⋯⋯⋯⋯⋯⋯

指不胜屈 953⋯⋯⋯⋯⋯⋯⋯⋯⋯⋯⋯⋯⋯⋯⋯⋯⋯⋯⋯⋯⋯⋯⋯⋯⋯⋯⋯

指腹为婚 953⋯⋯⋯⋯⋯⋯⋯⋯⋯⋯⋯⋯⋯⋯⋯⋯⋯⋯⋯⋯⋯⋯⋯⋯⋯⋯⋯

指日可下 953⋯⋯⋯⋯⋯⋯⋯⋯⋯⋯⋯⋯⋯⋯⋯⋯⋯⋯⋯⋯⋯⋯⋯⋯⋯⋯⋯

指天誓日 953⋯⋯⋯⋯⋯⋯⋯⋯⋯⋯⋯⋯⋯⋯⋯⋯⋯⋯⋯⋯⋯⋯⋯⋯⋯⋯⋯

指名道姓 953⋯⋯⋯⋯⋯⋯⋯⋯⋯⋯⋯⋯⋯⋯⋯⋯⋯⋯⋯⋯⋯⋯⋯⋯⋯⋯⋯

指日可待 953⋯⋯⋯⋯⋯⋯⋯⋯⋯⋯⋯⋯⋯⋯⋯⋯⋯⋯⋯⋯⋯⋯⋯⋯⋯⋯⋯

指桑骂槐 953⋯⋯⋯⋯⋯⋯⋯⋯⋯⋯⋯⋯⋯⋯⋯⋯⋯⋯⋯⋯⋯⋯⋯⋯⋯⋯⋯

指手画脚 954⋯⋯⋯⋯⋯⋯⋯⋯⋯⋯⋯⋯⋯⋯⋯⋯⋯⋯⋯⋯⋯⋯⋯⋯⋯⋯⋯

指天画地 954⋯⋯⋯⋯⋯⋯⋯⋯⋯⋯⋯⋯⋯⋯⋯⋯⋯⋯⋯⋯⋯⋯⋯⋯⋯⋯⋯

咫尺天涯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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趾高气扬 954⋯⋯⋯⋯⋯⋯⋯⋯⋯⋯⋯⋯⋯⋯⋯⋯⋯⋯⋯⋯⋯⋯⋯⋯⋯⋯⋯

至高无上 954⋯⋯⋯⋯⋯⋯⋯⋯⋯⋯⋯⋯⋯⋯⋯⋯⋯⋯⋯⋯⋯⋯⋯⋯⋯⋯⋯

至理名言 955⋯⋯⋯⋯⋯⋯⋯⋯⋯⋯⋯⋯⋯⋯⋯⋯⋯⋯⋯⋯⋯⋯⋯⋯⋯⋯⋯

至死不变 955⋯⋯⋯⋯⋯⋯⋯⋯⋯⋯⋯⋯⋯⋯⋯⋯⋯⋯⋯⋯⋯⋯⋯⋯⋯⋯⋯

至纤至悉 955⋯⋯⋯⋯⋯⋯⋯⋯⋯⋯⋯⋯⋯⋯⋯⋯⋯⋯⋯⋯⋯⋯⋯⋯⋯⋯⋯

志大才疏 955⋯⋯⋯⋯⋯⋯⋯⋯⋯⋯⋯⋯⋯⋯⋯⋯⋯⋯⋯⋯⋯⋯⋯⋯⋯⋯⋯

志士仁人 955⋯⋯⋯⋯⋯⋯⋯⋯⋯⋯⋯⋯⋯⋯⋯⋯⋯⋯⋯⋯⋯⋯⋯⋯⋯⋯⋯

志同道合 956⋯⋯⋯⋯⋯⋯⋯⋯⋯⋯⋯⋯⋯⋯⋯⋯⋯⋯⋯⋯⋯⋯⋯⋯⋯⋯⋯

志在四方 956⋯⋯⋯⋯⋯⋯⋯⋯⋯⋯⋯⋯⋯⋯⋯⋯⋯⋯⋯⋯⋯⋯⋯⋯⋯⋯⋯

治病救人 956⋯⋯⋯⋯⋯⋯⋯⋯⋯⋯⋯⋯⋯⋯⋯⋯⋯⋯⋯⋯⋯⋯⋯⋯⋯⋯⋯

治国安民 956⋯⋯⋯⋯⋯⋯⋯⋯⋯⋯⋯⋯⋯⋯⋯⋯⋯⋯⋯⋯⋯⋯⋯⋯⋯⋯⋯

质疑问难 956⋯⋯⋯⋯⋯⋯⋯⋯⋯⋯⋯⋯⋯⋯⋯⋯⋯⋯⋯⋯⋯⋯⋯⋯⋯⋯⋯

炙手可热 956⋯⋯⋯⋯⋯⋯⋯⋯⋯⋯⋯⋯⋯⋯⋯⋯⋯⋯⋯⋯⋯⋯⋯⋯⋯⋯⋯

栉风沐雨 956⋯⋯⋯⋯⋯⋯⋯⋯⋯⋯⋯⋯⋯⋯⋯⋯⋯⋯⋯⋯⋯⋯⋯⋯⋯⋯⋯

智勇双全 957⋯⋯⋯⋯⋯⋯⋯⋯⋯⋯⋯⋯⋯⋯⋯⋯⋯⋯⋯⋯⋯⋯⋯⋯⋯⋯⋯

智者千虑 , 必有一失 957⋯⋯⋯⋯⋯⋯⋯⋯⋯⋯⋯⋯⋯⋯⋯⋯⋯⋯⋯⋯⋯⋯⋯

掷地有声 957⋯⋯⋯⋯⋯⋯⋯⋯⋯⋯⋯⋯⋯⋯⋯⋯⋯⋯⋯⋯⋯⋯⋯⋯⋯⋯⋯

置若罔闻 957⋯⋯⋯⋯⋯⋯⋯⋯⋯⋯⋯⋯⋯⋯⋯⋯⋯⋯⋯⋯⋯⋯⋯⋯⋯⋯⋯

置之不理 957⋯⋯⋯⋯⋯⋯⋯⋯⋯⋯⋯⋯⋯⋯⋯⋯⋯⋯⋯⋯⋯⋯⋯⋯⋯⋯⋯

置之度外 958⋯⋯⋯⋯⋯⋯⋯⋯⋯⋯⋯⋯⋯⋯⋯⋯⋯⋯⋯⋯⋯⋯⋯⋯⋯⋯⋯

置之脑后 958⋯⋯⋯⋯⋯⋯⋯⋯⋯⋯⋯⋯⋯⋯⋯⋯⋯⋯⋯⋯⋯⋯⋯⋯⋯⋯⋯

置之死地而后生 958⋯⋯⋯⋯⋯⋯⋯⋯⋯⋯⋯⋯⋯⋯⋯⋯⋯⋯⋯⋯⋯⋯⋯⋯

zhonɡ 958⋯⋯⋯⋯⋯⋯⋯⋯⋯⋯⋯⋯⋯⋯⋯⋯

中流砥柱 958⋯⋯⋯⋯⋯⋯⋯⋯⋯⋯⋯⋯⋯⋯⋯⋯⋯⋯⋯⋯⋯⋯⋯⋯⋯⋯⋯

中庸之道 958⋯⋯⋯⋯⋯⋯⋯⋯⋯⋯⋯⋯⋯⋯⋯⋯⋯⋯⋯⋯⋯⋯⋯⋯⋯⋯⋯

中原逐鹿 958⋯⋯⋯⋯⋯⋯⋯⋯⋯⋯⋯⋯⋯⋯⋯⋯⋯⋯⋯⋯⋯⋯⋯⋯⋯⋯⋯

忠心耿耿 959⋯⋯⋯⋯⋯⋯⋯⋯⋯⋯⋯⋯⋯⋯⋯⋯⋯⋯⋯⋯⋯⋯⋯⋯⋯⋯⋯

忠言逆耳 959⋯⋯⋯⋯⋯⋯⋯⋯⋯⋯⋯⋯⋯⋯⋯⋯⋯⋯⋯⋯⋯⋯⋯⋯⋯⋯⋯

忠于职守 959⋯⋯⋯⋯⋯⋯⋯⋯⋯⋯⋯⋯⋯⋯⋯⋯⋯⋯⋯⋯⋯⋯⋯⋯⋯⋯⋯

忠贞不渝 959⋯⋯⋯⋯⋯⋯⋯⋯⋯⋯⋯⋯⋯⋯⋯⋯⋯⋯⋯⋯⋯⋯⋯⋯⋯⋯⋯

终南捷径 959⋯⋯⋯⋯⋯⋯⋯⋯⋯⋯⋯⋯⋯⋯⋯⋯⋯⋯⋯⋯⋯⋯⋯⋯⋯⋯⋯

终身大事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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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寡悬殊 960⋯⋯⋯⋯⋯⋯⋯⋯⋯⋯⋯⋯⋯⋯⋯⋯⋯⋯⋯⋯⋯⋯⋯⋯⋯⋯⋯

众口难调 960⋯⋯⋯⋯⋯⋯⋯⋯⋯⋯⋯⋯⋯⋯⋯⋯⋯⋯⋯⋯⋯⋯⋯⋯⋯⋯⋯

众寡不敌 960⋯⋯⋯⋯⋯⋯⋯⋯⋯⋯⋯⋯⋯⋯⋯⋯⋯⋯⋯⋯⋯⋯⋯⋯⋯⋯⋯

众擎易举 961⋯⋯⋯⋯⋯⋯⋯⋯⋯⋯⋯⋯⋯⋯⋯⋯⋯⋯⋯⋯⋯⋯⋯⋯⋯⋯⋯

众口铄金 , 积毁销骨 961⋯⋯⋯⋯⋯⋯⋯⋯⋯⋯⋯⋯⋯⋯⋯⋯⋯⋯⋯⋯⋯⋯⋯

众口一词 961⋯⋯⋯⋯⋯⋯⋯⋯⋯⋯⋯⋯⋯⋯⋯⋯⋯⋯⋯⋯⋯⋯⋯⋯⋯⋯⋯

众目睽睽 961⋯⋯⋯⋯⋯⋯⋯⋯⋯⋯⋯⋯⋯⋯⋯⋯⋯⋯⋯⋯⋯⋯⋯⋯⋯⋯⋯

众怒难犯 961⋯⋯⋯⋯⋯⋯⋯⋯⋯⋯⋯⋯⋯⋯⋯⋯⋯⋯⋯⋯⋯⋯⋯⋯⋯⋯⋯

众目昭彰 962⋯⋯⋯⋯⋯⋯⋯⋯⋯⋯⋯⋯⋯⋯⋯⋯⋯⋯⋯⋯⋯⋯⋯⋯⋯⋯⋯

众叛亲离 962⋯⋯⋯⋯⋯⋯⋯⋯⋯⋯⋯⋯⋯⋯⋯⋯⋯⋯⋯⋯⋯⋯⋯⋯⋯⋯⋯

众人广坐 962⋯⋯⋯⋯⋯⋯⋯⋯⋯⋯⋯⋯⋯⋯⋯⋯⋯⋯⋯⋯⋯⋯⋯⋯⋯⋯⋯

众矢之的 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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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瓜得瓜 , 种豆得豆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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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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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964⋯⋯⋯⋯⋯⋯⋯⋯⋯⋯⋯⋯⋯⋯⋯⋯⋯⋯

诛求无已 964⋯⋯⋯⋯⋯⋯⋯⋯⋯⋯⋯⋯⋯⋯⋯⋯⋯⋯⋯⋯⋯⋯⋯⋯⋯⋯⋯

珠光宝气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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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 965⋯⋯⋯⋯⋯⋯⋯⋯⋯⋯⋯⋯⋯⋯⋯⋯⋯⋯⋯⋯⋯⋯⋯⋯⋯⋯⋯

诸子百家 965⋯⋯⋯⋯⋯⋯⋯⋯⋯⋯⋯⋯⋯⋯⋯⋯⋯⋯⋯⋯⋯⋯⋯⋯⋯⋯⋯

铢积寸累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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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鹤焚琴 966⋯⋯⋯⋯⋯⋯⋯⋯⋯⋯⋯⋯⋯⋯⋯⋯⋯⋯⋯⋯⋯⋯⋯⋯⋯⋯⋯

助桀为虐 966⋯⋯⋯⋯⋯⋯⋯⋯⋯⋯⋯⋯⋯⋯⋯⋯⋯⋯⋯⋯⋯⋯⋯⋯⋯⋯⋯

助人为乐 966⋯⋯⋯⋯⋯⋯⋯⋯⋯⋯⋯⋯⋯⋯⋯⋯⋯⋯⋯⋯⋯⋯⋯⋯⋯⋯⋯

助纣为虐 966⋯⋯⋯⋯⋯⋯⋯⋯⋯⋯⋯⋯⋯⋯⋯⋯⋯⋯⋯⋯⋯⋯⋯⋯⋯⋯⋯

著书立说 966⋯⋯⋯⋯⋯⋯⋯⋯⋯⋯⋯⋯⋯⋯⋯⋯⋯⋯⋯⋯⋯⋯⋯⋯⋯⋯⋯

铸成大错 966⋯⋯⋯⋯⋯⋯⋯⋯⋯⋯⋯⋯⋯⋯⋯⋯⋯⋯⋯⋯⋯⋯⋯⋯⋯⋯⋯

筑室道谋 967⋯⋯⋯⋯⋯⋯⋯⋯⋯⋯⋯⋯⋯⋯⋯⋯⋯⋯⋯⋯⋯⋯⋯⋯⋯⋯⋯

zhuɑ 967⋯⋯⋯⋯⋯⋯⋯⋯⋯⋯⋯⋯⋯⋯⋯⋯⋯

抓耳挠腮 967⋯⋯⋯⋯⋯⋯⋯⋯⋯⋯⋯⋯⋯⋯⋯⋯⋯⋯⋯⋯⋯⋯⋯⋯⋯⋯⋯

zhuɑn 967⋯⋯⋯⋯⋯⋯⋯⋯⋯⋯⋯⋯⋯⋯⋯⋯

专横跋扈 967⋯⋯⋯⋯⋯⋯⋯⋯⋯⋯⋯⋯⋯⋯⋯⋯⋯⋯⋯⋯⋯⋯⋯⋯⋯⋯⋯

专心致志 968⋯⋯⋯⋯⋯⋯⋯⋯⋯⋯⋯⋯⋯⋯⋯⋯⋯⋯⋯⋯⋯⋯⋯⋯⋯⋯⋯

转祸为福 968⋯⋯⋯⋯⋯⋯⋯⋯⋯⋯⋯⋯⋯⋯⋯⋯⋯⋯⋯⋯⋯⋯⋯⋯⋯⋯⋯

转瞬之间 968⋯⋯⋯⋯⋯⋯⋯⋯⋯⋯⋯⋯⋯⋯⋯⋯⋯⋯⋯⋯⋯⋯⋯⋯⋯⋯⋯

转弯抹角 968⋯⋯⋯⋯⋯⋯⋯⋯⋯⋯⋯⋯⋯⋯⋯⋯⋯⋯⋯⋯⋯⋯⋯⋯⋯⋯⋯

转危为安 969⋯⋯⋯⋯⋯⋯⋯⋯⋯⋯⋯⋯⋯⋯⋯⋯⋯⋯⋯⋯⋯⋯⋯⋯⋯⋯⋯

转败为胜 969⋯⋯⋯⋯⋯⋯⋯⋯⋯⋯⋯⋯⋯⋯⋯⋯⋯⋯⋯⋯⋯⋯⋯⋯⋯⋯⋯

转战千里 969⋯⋯⋯⋯⋯⋯⋯⋯⋯⋯⋯⋯⋯⋯⋯⋯⋯⋯⋯⋯⋯⋯⋯⋯⋯⋯⋯

zhuɑnɡ 969⋯⋯⋯⋯⋯⋯⋯⋯⋯⋯⋯⋯⋯⋯⋯⋯

装疯卖傻 969⋯⋯⋯⋯⋯⋯⋯⋯⋯⋯⋯⋯⋯⋯⋯⋯⋯⋯⋯⋯⋯⋯⋯⋯⋯⋯⋯

装聋作哑 969⋯⋯⋯⋯⋯⋯⋯⋯⋯⋯⋯⋯⋯⋯⋯⋯⋯⋯⋯⋯⋯⋯⋯⋯⋯⋯⋯

装模作样 969⋯⋯⋯⋯⋯⋯⋯⋯⋯⋯⋯⋯⋯⋯⋯⋯⋯⋯⋯⋯⋯⋯⋯⋯⋯⋯⋯

装腔作势 969⋯⋯⋯⋯⋯⋯⋯⋯⋯⋯⋯⋯⋯⋯⋯⋯⋯⋯⋯⋯⋯⋯⋯⋯⋯⋯⋯

装神弄鬼 970⋯⋯⋯⋯⋯⋯⋯⋯⋯⋯⋯⋯⋯⋯⋯⋯⋯⋯⋯⋯⋯⋯⋯⋯⋯⋯⋯

壮心不已 970⋯⋯⋯⋯⋯⋯⋯⋯⋯⋯⋯⋯⋯⋯⋯⋯⋯⋯⋯⋯⋯⋯⋯⋯⋯⋯⋯

壮志凌云 970⋯⋯⋯⋯⋯⋯⋯⋯⋯⋯⋯⋯⋯⋯⋯⋯⋯⋯⋯⋯⋯⋯⋯⋯⋯⋯⋯

壮志未酬 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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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i 970⋯⋯⋯⋯⋯⋯⋯⋯⋯⋯⋯⋯⋯⋯⋯⋯⋯

追亡逐北 970⋯⋯⋯⋯⋯⋯⋯⋯⋯⋯⋯⋯⋯⋯⋯⋯⋯⋯⋯⋯⋯⋯⋯⋯⋯⋯⋯

zhun 970⋯⋯⋯⋯⋯⋯⋯⋯⋯⋯⋯⋯⋯⋯⋯⋯⋯

谆谆不倦 970⋯⋯⋯⋯⋯⋯⋯⋯⋯⋯⋯⋯⋯⋯⋯⋯⋯⋯⋯⋯⋯⋯⋯⋯⋯⋯⋯

谆谆告诫 971⋯⋯⋯⋯⋯⋯⋯⋯⋯⋯⋯⋯⋯⋯⋯⋯⋯⋯⋯⋯⋯⋯⋯⋯⋯⋯⋯

谆谆教导 971⋯⋯⋯⋯⋯⋯⋯⋯⋯⋯⋯⋯⋯⋯⋯⋯⋯⋯⋯⋯⋯⋯⋯⋯⋯⋯⋯

zhuo 971⋯⋯⋯⋯⋯⋯⋯⋯⋯⋯⋯⋯⋯⋯⋯⋯⋯

拙手笨脚 971⋯⋯⋯⋯⋯⋯⋯⋯⋯⋯⋯⋯⋯⋯⋯⋯⋯⋯⋯⋯⋯⋯⋯⋯⋯⋯⋯

卓有成效 971⋯⋯⋯⋯⋯⋯⋯⋯⋯⋯⋯⋯⋯⋯⋯⋯⋯⋯⋯⋯⋯⋯⋯⋯⋯⋯⋯

捉襟见肘 971⋯⋯⋯⋯⋯⋯⋯⋯⋯⋯⋯⋯⋯⋯⋯⋯⋯⋯⋯⋯⋯⋯⋯⋯⋯⋯⋯

捉摸不定 971⋯⋯⋯⋯⋯⋯⋯⋯⋯⋯⋯⋯⋯⋯⋯⋯⋯⋯⋯⋯⋯⋯⋯⋯⋯⋯⋯

捉贼要赃 972⋯⋯⋯⋯⋯⋯⋯⋯⋯⋯⋯⋯⋯⋯⋯⋯⋯⋯⋯⋯⋯⋯⋯⋯⋯⋯⋯

擢发难数 972⋯⋯⋯⋯⋯⋯⋯⋯⋯⋯⋯⋯⋯⋯⋯⋯⋯⋯⋯⋯⋯⋯⋯⋯⋯⋯⋯

zi 972⋯⋯⋯⋯⋯⋯⋯⋯⋯⋯⋯⋯⋯⋯⋯⋯⋯⋯

孜孜不倦 972⋯⋯⋯⋯⋯⋯⋯⋯⋯⋯⋯⋯⋯⋯⋯⋯⋯⋯⋯⋯⋯⋯⋯⋯⋯⋯⋯

孜孜以求 972⋯⋯⋯⋯⋯⋯⋯⋯⋯⋯⋯⋯⋯⋯⋯⋯⋯⋯⋯⋯⋯⋯⋯⋯⋯⋯⋯

龇牙咧嘴 972⋯⋯⋯⋯⋯⋯⋯⋯⋯⋯⋯⋯⋯⋯⋯⋯⋯⋯⋯⋯⋯⋯⋯⋯⋯⋯⋯

资深望重 972⋯⋯⋯⋯⋯⋯⋯⋯⋯⋯⋯⋯⋯⋯⋯⋯⋯⋯⋯⋯⋯⋯⋯⋯⋯⋯⋯

趑趄不进 972⋯⋯⋯⋯⋯⋯⋯⋯⋯⋯⋯⋯⋯⋯⋯⋯⋯⋯⋯⋯⋯⋯⋯⋯⋯⋯⋯

锱铢必较 973⋯⋯⋯⋯⋯⋯⋯⋯⋯⋯⋯⋯⋯⋯⋯⋯⋯⋯⋯⋯⋯⋯⋯⋯⋯⋯⋯

子曰诗云 973⋯⋯⋯⋯⋯⋯⋯⋯⋯⋯⋯⋯⋯⋯⋯⋯⋯⋯⋯⋯⋯⋯⋯⋯⋯⋯⋯

子虚乌有 973⋯⋯⋯⋯⋯⋯⋯⋯⋯⋯⋯⋯⋯⋯⋯⋯⋯⋯⋯⋯⋯⋯⋯⋯⋯⋯⋯

紫气东来 973⋯⋯⋯⋯⋯⋯⋯⋯⋯⋯⋯⋯⋯⋯⋯⋯⋯⋯⋯⋯⋯⋯⋯⋯⋯⋯⋯

字里行间 973⋯⋯⋯⋯⋯⋯⋯⋯⋯⋯⋯⋯⋯⋯⋯⋯⋯⋯⋯⋯⋯⋯⋯⋯⋯⋯⋯

字斟句酌 973⋯⋯⋯⋯⋯⋯⋯⋯⋯⋯⋯⋯⋯⋯⋯⋯⋯⋯⋯⋯⋯⋯⋯⋯⋯⋯⋯

自暴自弃 973⋯⋯⋯⋯⋯⋯⋯⋯⋯⋯⋯⋯⋯⋯⋯⋯⋯⋯⋯⋯⋯⋯⋯⋯⋯⋯⋯

自不待言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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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量力 974⋯⋯⋯⋯⋯⋯⋯⋯⋯⋯⋯⋯⋯⋯⋯⋯⋯⋯⋯⋯⋯⋯⋯⋯⋯⋯⋯

自惭形秽 974⋯⋯⋯⋯⋯⋯⋯⋯⋯⋯⋯⋯⋯⋯⋯⋯⋯⋯⋯⋯⋯⋯⋯⋯⋯⋯⋯

自出机杼 974⋯⋯⋯⋯⋯⋯⋯⋯⋯⋯⋯⋯⋯⋯⋯⋯⋯⋯⋯⋯⋯⋯⋯⋯⋯⋯⋯

自成一家 974⋯⋯⋯⋯⋯⋯⋯⋯⋯⋯⋯⋯⋯⋯⋯⋯⋯⋯⋯⋯⋯⋯⋯⋯⋯⋯⋯

自吹自擂 974⋯⋯⋯⋯⋯⋯⋯⋯⋯⋯⋯⋯⋯⋯⋯⋯⋯⋯⋯⋯⋯⋯⋯⋯⋯⋯⋯

自得其乐 975⋯⋯⋯⋯⋯⋯⋯⋯⋯⋯⋯⋯⋯⋯⋯⋯⋯⋯⋯⋯⋯⋯⋯⋯⋯⋯⋯

自告奋勇 975⋯⋯⋯⋯⋯⋯⋯⋯⋯⋯⋯⋯⋯⋯⋯⋯⋯⋯⋯⋯⋯⋯⋯⋯⋯⋯⋯

自高自大 975⋯⋯⋯⋯⋯⋯⋯⋯⋯⋯⋯⋯⋯⋯⋯⋯⋯⋯⋯⋯⋯⋯⋯⋯⋯⋯⋯

自顾不暇 975⋯⋯⋯⋯⋯⋯⋯⋯⋯⋯⋯⋯⋯⋯⋯⋯⋯⋯⋯⋯⋯⋯⋯⋯⋯⋯⋯

自给自足 975⋯⋯⋯⋯⋯⋯⋯⋯⋯⋯⋯⋯⋯⋯⋯⋯⋯⋯⋯⋯⋯⋯⋯⋯⋯⋯⋯

自力更生 975⋯⋯⋯⋯⋯⋯⋯⋯⋯⋯⋯⋯⋯⋯⋯⋯⋯⋯⋯⋯⋯⋯⋯⋯⋯⋯⋯

自鸣得意 976⋯⋯⋯⋯⋯⋯⋯⋯⋯⋯⋯⋯⋯⋯⋯⋯⋯⋯⋯⋯⋯⋯⋯⋯⋯⋯⋯

自命不凡 976⋯⋯⋯⋯⋯⋯⋯⋯⋯⋯⋯⋯⋯⋯⋯⋯⋯⋯⋯⋯⋯⋯⋯⋯⋯⋯⋯

自欺欺人 976⋯⋯⋯⋯⋯⋯⋯⋯⋯⋯⋯⋯⋯⋯⋯⋯⋯⋯⋯⋯⋯⋯⋯⋯⋯⋯⋯

自强不息 976⋯⋯⋯⋯⋯⋯⋯⋯⋯⋯⋯⋯⋯⋯⋯⋯⋯⋯⋯⋯⋯⋯⋯⋯⋯⋯⋯

自取灭亡 976⋯⋯⋯⋯⋯⋯⋯⋯⋯⋯⋯⋯⋯⋯⋯⋯⋯⋯⋯⋯⋯⋯⋯⋯⋯⋯⋯

自然而然 976⋯⋯⋯⋯⋯⋯⋯⋯⋯⋯⋯⋯⋯⋯⋯⋯⋯⋯⋯⋯⋯⋯⋯⋯⋯⋯⋯

自生自灭 977⋯⋯⋯⋯⋯⋯⋯⋯⋯⋯⋯⋯⋯⋯⋯⋯⋯⋯⋯⋯⋯⋯⋯⋯⋯⋯⋯

自私自利 977⋯⋯⋯⋯⋯⋯⋯⋯⋯⋯⋯⋯⋯⋯⋯⋯⋯⋯⋯⋯⋯⋯⋯⋯⋯⋯⋯

自讨苦吃 977⋯⋯⋯⋯⋯⋯⋯⋯⋯⋯⋯⋯⋯⋯⋯⋯⋯⋯⋯⋯⋯⋯⋯⋯⋯⋯⋯

自投罗网 977⋯⋯⋯⋯⋯⋯⋯⋯⋯⋯⋯⋯⋯⋯⋯⋯⋯⋯⋯⋯⋯⋯⋯⋯⋯⋯⋯

自我陶醉 977⋯⋯⋯⋯⋯⋯⋯⋯⋯⋯⋯⋯⋯⋯⋯⋯⋯⋯⋯⋯⋯⋯⋯⋯⋯⋯⋯

自相矛盾 977⋯⋯⋯⋯⋯⋯⋯⋯⋯⋯⋯⋯⋯⋯⋯⋯⋯⋯⋯⋯⋯⋯⋯⋯⋯⋯⋯

自言自语 978⋯⋯⋯⋯⋯⋯⋯⋯⋯⋯⋯⋯⋯⋯⋯⋯⋯⋯⋯⋯⋯⋯⋯⋯⋯⋯⋯

自以为是 978⋯⋯⋯⋯⋯⋯⋯⋯⋯⋯⋯⋯⋯⋯⋯⋯⋯⋯⋯⋯⋯⋯⋯⋯⋯⋯⋯

自圆其说 978⋯⋯⋯⋯⋯⋯⋯⋯⋯⋯⋯⋯⋯⋯⋯⋯⋯⋯⋯⋯⋯⋯⋯⋯⋯⋯⋯

自怨自艾 978⋯⋯⋯⋯⋯⋯⋯⋯⋯⋯⋯⋯⋯⋯⋯⋯⋯⋯⋯⋯⋯⋯⋯⋯⋯⋯⋯

自知之明 978⋯⋯⋯⋯⋯⋯⋯⋯⋯⋯⋯⋯⋯⋯⋯⋯⋯⋯⋯⋯⋯⋯⋯⋯⋯⋯⋯

自作自受 979⋯⋯⋯⋯⋯⋯⋯⋯⋯⋯⋯⋯⋯⋯⋯⋯⋯⋯⋯⋯⋯⋯⋯⋯⋯⋯⋯

自作聪明 979⋯⋯⋯⋯⋯⋯⋯⋯⋯⋯⋯⋯⋯⋯⋯⋯⋯⋯⋯⋯⋯⋯⋯⋯⋯⋯⋯

恣肆无忌 979⋯⋯⋯⋯⋯⋯⋯⋯⋯⋯⋯⋯⋯⋯⋯⋯⋯⋯⋯⋯⋯⋯⋯⋯⋯⋯⋯

恣意妄为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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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ɡ 979⋯⋯⋯⋯⋯⋯⋯⋯⋯⋯⋯⋯⋯⋯⋯⋯⋯

总而言之 979⋯⋯⋯⋯⋯⋯⋯⋯⋯⋯⋯⋯⋯⋯⋯⋯⋯⋯⋯⋯⋯⋯⋯⋯⋯⋯⋯

总角之好 979⋯⋯⋯⋯⋯⋯⋯⋯⋯⋯⋯⋯⋯⋯⋯⋯⋯⋯⋯⋯⋯⋯⋯⋯⋯⋯⋯

纵横捭阖 980⋯⋯⋯⋯⋯⋯⋯⋯⋯⋯⋯⋯⋯⋯⋯⋯⋯⋯⋯⋯⋯⋯⋯⋯⋯⋯⋯

纵横驰骋 980⋯⋯⋯⋯⋯⋯⋯⋯⋯⋯⋯⋯⋯⋯⋯⋯⋯⋯⋯⋯⋯⋯⋯⋯⋯⋯⋯

纵横交错 980⋯⋯⋯⋯⋯⋯⋯⋯⋯⋯⋯⋯⋯⋯⋯⋯⋯⋯⋯⋯⋯⋯⋯⋯⋯⋯⋯

zou 980⋯⋯⋯⋯⋯⋯⋯⋯⋯⋯⋯⋯⋯⋯⋯⋯⋯⋯

走漏风声 980⋯⋯⋯⋯⋯⋯⋯⋯⋯⋯⋯⋯⋯⋯⋯⋯⋯⋯⋯⋯⋯⋯⋯⋯⋯⋯⋯

走马观花 980⋯⋯⋯⋯⋯⋯⋯⋯⋯⋯⋯⋯⋯⋯⋯⋯⋯⋯⋯⋯⋯⋯⋯⋯⋯⋯⋯

走马上任 980⋯⋯⋯⋯⋯⋯⋯⋯⋯⋯⋯⋯⋯⋯⋯⋯⋯⋯⋯⋯⋯⋯⋯⋯⋯⋯⋯

走南闯北 981⋯⋯⋯⋯⋯⋯⋯⋯⋯⋯⋯⋯⋯⋯⋯⋯⋯⋯⋯⋯⋯⋯⋯⋯⋯⋯⋯

走投无路 981⋯⋯⋯⋯⋯⋯⋯⋯⋯⋯⋯⋯⋯⋯⋯⋯⋯⋯⋯⋯⋯⋯⋯⋯⋯⋯⋯

zu 981⋯⋯⋯⋯⋯⋯⋯⋯⋯⋯⋯⋯⋯⋯⋯⋯⋯⋯

足不出户 981⋯⋯⋯⋯⋯⋯⋯⋯⋯⋯⋯⋯⋯⋯⋯⋯⋯⋯⋯⋯⋯⋯⋯⋯⋯⋯⋯

足智多谋 981⋯⋯⋯⋯⋯⋯⋯⋯⋯⋯⋯⋯⋯⋯⋯⋯⋯⋯⋯⋯⋯⋯⋯⋯⋯⋯⋯

zuɑn 981⋯⋯⋯⋯⋯⋯⋯⋯⋯⋯⋯⋯⋯⋯⋯⋯⋯

钻牛角尖 981⋯⋯⋯⋯⋯⋯⋯⋯⋯⋯⋯⋯⋯⋯⋯⋯⋯⋯⋯⋯⋯⋯⋯⋯⋯⋯⋯

zui 981⋯⋯⋯⋯⋯⋯⋯⋯⋯⋯⋯⋯⋯⋯⋯⋯⋯⋯

罪大恶极 982⋯⋯⋯⋯⋯⋯⋯⋯⋯⋯⋯⋯⋯⋯⋯⋯⋯⋯⋯⋯⋯⋯⋯⋯⋯⋯⋯

罪该万死 982⋯⋯⋯⋯⋯⋯⋯⋯⋯⋯⋯⋯⋯⋯⋯⋯⋯⋯⋯⋯⋯⋯⋯⋯⋯⋯⋯

罪加一等 982⋯⋯⋯⋯⋯⋯⋯⋯⋯⋯⋯⋯⋯⋯⋯⋯⋯⋯⋯⋯⋯⋯⋯⋯⋯⋯⋯

罪魁祸首 982⋯⋯⋯⋯⋯⋯⋯⋯⋯⋯⋯⋯⋯⋯⋯⋯⋯⋯⋯⋯⋯⋯⋯⋯⋯⋯⋯

罪孽深重 982⋯⋯⋯⋯⋯⋯⋯⋯⋯⋯⋯⋯⋯⋯⋯⋯⋯⋯⋯⋯⋯⋯⋯⋯⋯⋯⋯

罪有应得 982⋯⋯⋯⋯⋯⋯⋯⋯⋯⋯⋯⋯⋯⋯⋯⋯⋯⋯⋯⋯⋯⋯⋯⋯⋯⋯⋯

醉生梦死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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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翁之意不在酒 983⋯⋯⋯⋯⋯⋯⋯⋯⋯⋯⋯⋯⋯⋯⋯⋯⋯⋯⋯⋯⋯⋯⋯⋯

zun 983⋯⋯⋯⋯⋯⋯⋯⋯⋯⋯⋯⋯⋯⋯⋯⋯⋯⋯

尊老爱幼 983⋯⋯⋯⋯⋯⋯⋯⋯⋯⋯⋯⋯⋯⋯⋯⋯⋯⋯⋯⋯⋯⋯⋯⋯⋯⋯⋯

尊师重道 983⋯⋯⋯⋯⋯⋯⋯⋯⋯⋯⋯⋯⋯⋯⋯⋯⋯⋯⋯⋯⋯⋯⋯⋯⋯⋯⋯

zuo 983⋯⋯⋯⋯⋯⋯⋯⋯⋯⋯⋯⋯⋯⋯⋯⋯⋯⋯

左道旁门 983⋯⋯⋯⋯⋯⋯⋯⋯⋯⋯⋯⋯⋯⋯⋯⋯⋯⋯⋯⋯⋯⋯⋯⋯⋯⋯⋯

左顾右盼 983⋯⋯⋯⋯⋯⋯⋯⋯⋯⋯⋯⋯⋯⋯⋯⋯⋯⋯⋯⋯⋯⋯⋯⋯⋯⋯⋯

左邻右舍 984⋯⋯⋯⋯⋯⋯⋯⋯⋯⋯⋯⋯⋯⋯⋯⋯⋯⋯⋯⋯⋯⋯⋯⋯⋯⋯⋯

左支右绌 984⋯⋯⋯⋯⋯⋯⋯⋯⋯⋯⋯⋯⋯⋯⋯⋯⋯⋯⋯⋯⋯⋯⋯⋯⋯⋯⋯

左思右想 984⋯⋯⋯⋯⋯⋯⋯⋯⋯⋯⋯⋯⋯⋯⋯⋯⋯⋯⋯⋯⋯⋯⋯⋯⋯⋯⋯

左右逢源 984⋯⋯⋯⋯⋯⋯⋯⋯⋯⋯⋯⋯⋯⋯⋯⋯⋯⋯⋯⋯⋯⋯⋯⋯⋯⋯⋯

左右开弓 984⋯⋯⋯⋯⋯⋯⋯⋯⋯⋯⋯⋯⋯⋯⋯⋯⋯⋯⋯⋯⋯⋯⋯⋯⋯⋯⋯

左右为难 984⋯⋯⋯⋯⋯⋯⋯⋯⋯⋯⋯⋯⋯⋯⋯⋯⋯⋯⋯⋯⋯⋯⋯⋯⋯⋯⋯

作壁上观 984⋯⋯⋯⋯⋯⋯⋯⋯⋯⋯⋯⋯⋯⋯⋯⋯⋯⋯⋯⋯⋯⋯⋯⋯⋯⋯⋯

作恶多端 985⋯⋯⋯⋯⋯⋯⋯⋯⋯⋯⋯⋯⋯⋯⋯⋯⋯⋯⋯⋯⋯⋯⋯⋯⋯⋯⋯

作法自毙 985⋯⋯⋯⋯⋯⋯⋯⋯⋯⋯⋯⋯⋯⋯⋯⋯⋯⋯⋯⋯⋯⋯⋯⋯⋯⋯⋯

作奸犯科 985⋯⋯⋯⋯⋯⋯⋯⋯⋯⋯⋯⋯⋯⋯⋯⋯⋯⋯⋯⋯⋯⋯⋯⋯⋯⋯⋯

作茧自缚 985⋯⋯⋯⋯⋯⋯⋯⋯⋯⋯⋯⋯⋯⋯⋯⋯⋯⋯⋯⋯⋯⋯⋯⋯⋯⋯⋯

作威作福 985⋯⋯⋯⋯⋯⋯⋯⋯⋯⋯⋯⋯⋯⋯⋯⋯⋯⋯⋯⋯⋯⋯⋯⋯⋯⋯⋯

作贼心虚 985⋯⋯⋯⋯⋯⋯⋯⋯⋯⋯⋯⋯⋯⋯⋯⋯⋯⋯⋯⋯⋯⋯⋯⋯⋯⋯⋯

坐不安席 986⋯⋯⋯⋯⋯⋯⋯⋯⋯⋯⋯⋯⋯⋯⋯⋯⋯⋯⋯⋯⋯⋯⋯⋯⋯⋯⋯

坐吃山空 986⋯⋯⋯⋯⋯⋯⋯⋯⋯⋯⋯⋯⋯⋯⋯⋯⋯⋯⋯⋯⋯⋯⋯⋯⋯⋯⋯

坐地分赃 986⋯⋯⋯⋯⋯⋯⋯⋯⋯⋯⋯⋯⋯⋯⋯⋯⋯⋯⋯⋯⋯⋯⋯⋯⋯⋯⋯

坐观成败 986⋯⋯⋯⋯⋯⋯⋯⋯⋯⋯⋯⋯⋯⋯⋯⋯⋯⋯⋯⋯⋯⋯⋯⋯⋯⋯⋯

坐怀不乱 986⋯⋯⋯⋯⋯⋯⋯⋯⋯⋯⋯⋯⋯⋯⋯⋯⋯⋯⋯⋯⋯⋯⋯⋯⋯⋯⋯

坐视不救 986⋯⋯⋯⋯⋯⋯⋯⋯⋯⋯⋯⋯⋯⋯⋯⋯⋯⋯⋯⋯⋯⋯⋯⋯⋯⋯⋯

坐卧不安 987⋯⋯⋯⋯⋯⋯⋯⋯⋯⋯⋯⋯⋯⋯⋯⋯⋯⋯⋯⋯⋯⋯⋯⋯⋯⋯⋯

坐立不安 987⋯⋯⋯⋯⋯⋯⋯⋯⋯⋯⋯⋯⋯⋯⋯⋯⋯⋯⋯⋯⋯⋯⋯⋯⋯⋯⋯

坐山观虎斗 987⋯⋯⋯⋯⋯⋯⋯⋯⋯⋯⋯⋯⋯⋯⋯⋯⋯⋯⋯⋯⋯⋯⋯⋯⋯⋯

坐收渔利 987⋯⋯⋯⋯⋯⋯⋯⋯⋯⋯⋯⋯⋯⋯⋯⋯⋯⋯⋯⋯⋯⋯⋯⋯⋯⋯⋯

坐而论道 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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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井观天 987⋯⋯⋯⋯⋯⋯⋯⋯⋯⋯⋯⋯⋯⋯⋯⋯⋯⋯⋯⋯⋯⋯⋯⋯⋯⋯⋯

坐享其成 988⋯⋯⋯⋯⋯⋯⋯⋯⋯⋯⋯⋯⋯⋯⋯⋯⋯⋯⋯⋯⋯⋯⋯⋯⋯⋯⋯

坐以待毙 988⋯⋯⋯⋯⋯⋯⋯⋯⋯⋯⋯⋯⋯⋯⋯⋯⋯⋯⋯⋯⋯⋯⋯⋯⋯⋯⋯

坐以待旦 988⋯⋯⋯⋯⋯⋯⋯⋯⋯⋯⋯⋯⋯⋯⋯⋯⋯⋯⋯⋯⋯⋯⋯⋯⋯⋯⋯

坐拥百城 988⋯⋯⋯⋯⋯⋯⋯⋯⋯⋯⋯⋯⋯⋯⋯⋯⋯⋯⋯⋯⋯⋯⋯⋯⋯⋯⋯

座无虚席 988⋯⋯⋯⋯⋯⋯⋯⋯⋯⋯⋯⋯⋯⋯⋯⋯⋯⋯⋯⋯⋯⋯⋯⋯⋯⋯⋯

做贼心虚 988⋯⋯⋯⋯⋯⋯⋯⋯⋯⋯⋯⋯⋯⋯⋯⋯⋯⋯⋯⋯⋯⋯⋯⋯⋯⋯⋯

做好做歹 989⋯⋯⋯⋯⋯⋯⋯⋯⋯⋯⋯⋯⋯⋯⋯⋯⋯⋯⋯⋯⋯⋯⋯⋯⋯⋯⋯

做小伏低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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ɑi

哀兵必胜
【注音】āi bīnɡbìshènɡ

【释义】哀兵: 具有悲愤心情的军队。

指受压而奋起反抗的军队必然能打

胜仗。

【出处】《老子》六十九章: “故抗兵相

加 , 哀者胜矣。”

【例句】～! 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

战争的最后胜利。

【近义】师直为壮

【反义】骄兵必败  哀而不伤

【辨析】“哀”不可写作“衰”或“衷”;

“哀”是悲愤、悲壮之意 , 不可理解为

悲痛、悲哀。

哀而不伤
【注音】āi ér bùshānɡ

【释义】哀 : 悲哀: 伤 : 悲伤。原意是悲

伤而不伤害人。后用来形容言行适

度 , 有节制 , 不过分。

【出处】《论语·八佾》: “《关雎》, 乐而

不淫 , 哀而不伤。”

【例句】曹禺笔下的王昭群, 为了民族

和睦 , 离开亲人 , 只身进入戈壁 , 虽然

恋故国 , 却是 ～。

哀哀欲绝
【注音】āi āi yùjué

【释义】悲痛得将要气绝 , 指异常悲痛。

【出处】《红楼梦》第十三回: “那宝珠按

未嫁女之礼在灵前哀哀欲绝。”

【例句】在向遗体告别的时候, 她在灵

前 ～。

【近义】哀痛欲绝

【反义】兴高采烈

哀感顽艳
【注音】āi ɡǎn wán yàn

【释义】哀 : 悲哀。感 : 感动。顽: 愚拙。

艳 : 慧丽。愚笨和慧美的人都被悲婉

动人的歌声感动。

【出处】三国·魏·繁钦《与魏文帝

笺》: “凄入肝脾 , 哀感顽艳。”

【例句】名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 凄

婉动人。

【近义】哀恸顽艳

哀毁骨立
【注音】āi huǐɡǔlì

【释义】哀 : 悲哀。毁: 损坏身体。骨

立 : 形容极瘦, 只剩下骨头架子。指

因丧亲极度悲哀 , 瘦得只剩下骨架。

【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德行》: “王戎虽不备礼, 而哀毁骨

立。”

·1·ā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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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他的父母都去世了, 一时之间

他接受不了 , 整日悲悲戚戚, ～。

【近义】无肠可断

【反义】笑逐颜开

哀莫大于心死
【注音】āi mòdàyúxīn sǐ

【释义】最可悲的莫过于意志消沉和丧

失进取心了。

【出处】《庄子·田子方》: “夫哀莫大于

心死 , 而人死亦次之。”

【例句】我们要振作精神 , 努力奋斗 , 要

知道 ～。

【近义】心灰意冷

【反义】发愤图强

哀痛欲绝
【注音】āi tònɡyùjué

【释义】哀痛: 悲痛; 绝 : 断绝, 指气绝。

悲伤得要气绝了。

【出处】邹韬奋《抗战以来·与中央党

部交涉的经过》: “尤使我哀痛欲绝的

是艰苦忠贞于抗战文化事业的青年

干部一个又一个的被拘捕。”

【例句】望着母亲的遗像, 女儿痛哭失

声 , ～。

【近义】悲痛欲绝

【反义】欢欣若狂

哀鸿遍野
【注音】āi hónɡbiàn yě

【释义】哀鸿: 哀鸣的鸿雁 , 比喻灾民。

指呻吟呼号的灾民到处都是。

【出处】《诗经·小雅·鸿雁》: “鸿雁于

飞 , 哀鸣��。”

【例句】解放前一场洪水 , 弄得全国 ～。

【近义】民生涂炭

【反义】民康物阜

挨门逐户
【注音】āi mén zhúhù

【释义】依次到每家每户。

【出处】《说岳全传》六十一回 : “( 刘允

升) 写出岳元帅父子受屈情由, 挨门

逐户的分派 , 约齐日子 , 共上民表, 要

替岳爷申冤。”

【例句】为了摸清情况 , 他们耐心地、细

致地 ～去调查访问。

【近义】挨家挨户

唉声叹气
【注音】āi shēnɡtàn qì

【释义】心情伤感、愁闷、痛苦时发出叹

息的声音。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三十三

回 : “这会子又唉声叹气 , 你哪些还不

足 , 还不自在?”

【例句】他一边无精打采地踱步, 一边

～。

【近义】长吁短叹  �然长叹

【反义】喜笑颜开

【辨析】“唉”不可读作“ài”。 ～和“长

吁短叹”都表示因忧虑、伤感、烦闷或

痛苦而叹气。区别在于 : “长吁短叹”

指长声短声地叹气 ; ～一般指短促的

叹气 , 不含“长叹”之意。

矮子看戏
【注音】ǎi zi kàn xì

【释义】指矮个子凑在观众中看戏, 视

·2· āi- ǎi 哀挨唉矮



 A
线被遮 , 只能应和别人去品评。比喻

随声附和。

【出处】《朱子语类》卷 116: “只是见了

前人如此说, 便承虚接响说取去。如

矮子看戏相似, 见人道好 , 他也道

好。”

【例句】他见人家说好 , 也紧跟着说好,

简直是 ～。

【近义】随声附和  侏儒观戏

【反义】独立思考

爱不释手
【注音】ài bùshìshǒu

【释义】喜爱得舍不得放手。

【出处】《斯代地的图书室》: “过一会

儿 , 就又把它们抽出来 , 再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地观看一番 , 像是欣赏宝贝

似的爱不释手。”

【例句】书写得太好了 , 我真 ～。

【近义】如获至宝

【反义】弃之如敝屣

【辨析】“释”不可写作“择”。 ～与“手

不释卷”有别 : ～使用范围较广 , 可用

于一切具体的物品; “手不释卷”只用

于书 , 多指勤奋 , 用功和入迷 , ～仅指

喜爱。

爱财如命
【注音】ài cái rúmìnɡ

【释义】贪爱钱财就像爱惜生命一样。

形容十分贪财而吝啬。

【出处】清·岭南羽衣女士《东欧女豪

杰》四回 : “我想近来世界, 不管什么

英雄 , 什么豪杰 , 都是爱财如命 , 何况

吃官司的 , 少不免要和那些狼官鼠吏

交手 , 这更没钱不行了。”

【例句】通过葛朗台一纵、一扑的动作

和叫嚷着要金子的言语 , 我们可以看

出葛朗台 ～的贪婪性格。

【近义】一钱如命  见钱眼开  一毛不

拔

【反义】挥金如土  慷慨解囊  千金一

掷

爱莫能助
【注音】ài mònénɡzhù

【释义】爱 ; 怜惜 , 同情。莫 : 无 , 不。虽

然同情却无力帮助。

【出处】《诗经·大雅·�$民》: “维仲山

甫举之 , 爱莫助之。”

【例句】老兄的经济困难 , 我很了解 , 但

我的处境也比你好不了多少, ～, 抱

歉得很。

【近义】力不从心

【反义】助人为乐

爱人以德
【注音】ài rén yǐdé

【释义】爱 : 爱护 ; 德 : 道德规范。按照

道德规范去关心、爱护别人。指对人

不偏私、不姑息。

【出处】《礼记·檀弓上》: “君子之爱人

也以德。”

【例句】我们应该 ～, 但决不能姑息养

奸。

【近义】仁民爱物

【反义】姑息养奸

爱屋及乌
【注音】ài wūjíwū

·3·ài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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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爱一个人连带爱护停留在他

屋上的乌鸦。比喻喜爱一个人而连

带喜爱与这个人有关的人或物。

【出处】《尚书大传·大战》: “爱人者,

兼其屋上之乌。”

【例句】他极爱他的妻子。妻子喜欢养

狗 , 他对狗也有了感情 , 可谓 ～啊。

【近义】屋乌推爱

【反义】同仇敌忾

【辨析】“乌”不可写作“鸟”。

爱惜羽毛
【注音】ài xīyǔmáo

【释义】羽毛 : 比喻名声、声誉。像鸟爱

惜自己的羽毛那样爱惜自己的声誉。

形容做事谨慎 , 洁身自好。

【出处】汉·刘向《说苑·杂言》: “夫君

子爱口 , 孔雀爱羽 , 虎豹爱爪。”

【例句】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十分 ～的

人 , 怎会沉溺于酒色之中?

【近义】洁身自好

【反义】出乖露丑  自暴自弃

爱亲做亲
【注音】ài qīn zuòqīn

【释义】指双方亲切爱护, 进而缔结婚

姻。

【例句】我的儿子和你的女儿这么好,

～就让他们结婚好了。

爱才如命
【注音】ài cái rúmìnɡ

【释义】爱惜人才就像爱惜自己的生命

一样。

【出处】清·钱采《说岳全传》第三十一

回 : “本帅爱才如命 , 何必过谦?”

【例句】我这个人 , 就是 ～。

【近义】招贤纳士

【反义】妒贤嫉能

【辨析】～和“爱财如命”都有象爱惜生

命一样之意。但 ～是珍爱人才; “爱

财如命”是指贪婪、吝啬 , 爱惜钱财。

爱憎分明
【注音】ài zēnɡfēn mínɡ

【释义】憎 : 恨 , 厌恶; 分明: 清楚。形容

爱什么恨什么, 态度非常清楚。也作

“憎爱分明”。

【例句】我们要学习雷锋同志 ～的处世

对人态度。。

【辨析】“憎”不可读作“zènɡ”。 ～和

“泾渭分明”都有界限清楚之意。但

～专指思维感情方面 ; 而“泾渭分明”

多泛指人或事好与坏的界限。

碍手碍脚
【注音】ài shǒu ài jiǎo

【释义】碍 : 妨碍 , 影响。指人觉得做事

受到妨碍 , 不方便。

【出处】明·凌�初《初刻拍案惊奇·

乔兑换胡子宣淫》: “后边有些嫌忌起

来 , 碍手碍脚 , 到底不妙。”

【例句】我在这里干不了什么, 反而 ～

的 , 还是让我干别的去吧。

【反义】易如反掌

ɑ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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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安邦定国
【注音】ān bānɡdìnɡɡuó

【释义】邦 : 泛指国家。使国家安定巩

固。

【出处】宋·无名氏《新编五代史平话

·周史·卷上》: “我这剑要卖与烈

士 , 大则安邦定国 , 小则御侮捍身 , 您

孩儿每 ( 即‘们’) 识个什么?”也作

“安国定邦”。又说“兴国定邦”。

【例句】清朝末年, 内忧外患, 国无宁

日 , 人民渴望有 ～的志士出现, 挽救

民族的危亡。

【近义】安国富民  济世安民  兴邦立

国

【反义】祸国殃民

【辨析】“安”在此与“危”相对, 而非

“安详、安逸”之意。

安步当车
【注音】ān bùdānɡchē

【释义】安 : 安详, 从容。当 : 当作。从

容步行 , 当作坐车。

【出处】《战国策·齐策四》: “晚食以当

肉 , 安步以当车。”

【例句】一到下午 , 便一个人 ～, 出门逍

遥自在去了。

【反义】健步如飞

安不忘危
【注音】ān dùwànɡwēi

【释义】安 : 安定, 平安; 危 : 危难。指在

安定之时 , 不能忘记可能出现的危险

与灾难。

【出处】汉·扬雄《长杨赋》: “故平不肆

险 , 安不忘危。”

【例句】～, 在洪水季节没有到来之前 ,

我们应该做好应急准备。

【近义】居安思危

【反义】高枕无忧

安分守己
【注音】ān fèn shǒu jǐ

【释义】分 : 本分。安守本分, 规矩老

实。

【出处】明·冯梦龙《古今小说·宋四

公大闹禁魂张》: “如今再说一个富

家 , 安分守己 , 并不惹是生非。”

【例句】他能 ～, 也就免了许多烦恼。

【近义】循规蹈矩

【反义】胡作非为

【辨析】“分”不可读作“fēn”, 不可写作

“份”。 ～与“循规蹈矩”都有“规规

矩矩”之意。但 ～重在守本分, 不胡

作非为 ; “循规蹈矩”重在拘泥保守,

墨守成规 , 不轻举妄动。

安家落户
【注音】ān jiāluòhù

【释义】安家定居。

【出处】丁玲《杜晚香》: “我们决心在这

里安家落户。”

【例句】为了体验农村生活, 这位年轻

的作家从繁华的大城市来到农村 ～,

很快就和当地农民打成了一片。

【近义】安家立业

【反义】流离失所

安居乐业
【注音】ān jūlè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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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居 : 居处 , 引指生活。业 : 职业。

安定地生活 , 愉快地工作。

【出处】《老子》八十章: “甘其食, 美其

服 , 安其居 , 乐其俗。”

【例句】这里的群众能够 ～, 自由自在

的生活 , 靠的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

自己辛勤的劳动。

【近义】安家立业  民富年丰

【反义】飘泊无定  国破家亡  落魄江

湖 哀鸿遍野   家破人亡

【辨析】“乐”不可读作“yuè”。

安民告示
【注音】ān mín ɡào shì

【释义】原指新官上任或社会发生动

乱之后 , 为安定民心而发布的文告。

现指事先发出的有关通知。

【出处】清·金念劬《避兵十日记》: “嘱

两县速出安民告示 , 谕令店铺照常开

张。”

【例句】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开会事先通知 , 像出 ～一样 , 让大家

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 解决什么问

题 , 并且早作准备。”

安贫乐道
【注音】ān pín lèdào

【释义】道 : 指某种思想、主张、道德准

则。安于贫困 , 以守道为乐。

【出处】《论语·雍也》: “贤哉, 回也!

一箪食 , 一瓢饮, 在陋巷, 人不堪其

忧 , 回也不改其乐。”

【例句】中国知识分子一向 ～。

【近义】恬淡寡欲  不求闻达

【反义】趋炎附势

安然无恙
【注音】ān rán wúyànɡ

【释义】安 : 平安。恙 : 疾病 , 灾祸。平

安无事。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卢太

守诗酒傲王侯》: “倒下圣旨, 将汪公

罢官回去 , 按院照旧供职, 陆公安然

无恙。”

【典故】齐王派使臣出访赵国。齐国史

者见了赵威后, 威后接过国书, 还没

拆开 , 就向齐国使臣问道 : “岁亦无恙

耶? 民亦无恙耶? 王亦无恙耶?”( 恙

是一种小虫 , 人被恙蜇 , 轻则生病, 重

了还会死人 , 所以恙就成了害病的代

名词。“无恙”就是没病。) 赵威后这

几句话的意思是 : “你们齐国年成好

吗? 百姓好吗? 国王好吗?”齐国使

臣听了很不高兴 , 说道 : “我是奉我们

国王的命令前来访问贵国的, 现在您

先问年成和百姓, 而后问国王, 这岂

不是先贱后贵 , 贵贱颠倒吗?”赵威后

回答说 : “你说的不对。如果没有好

年成 , 哪里还有百姓的好日子? 如果

没有百姓, 哪里还有国王? 所以, 我

才这样问。难道要我舍本问末 , 本末

倒置吗?”

【例句】经过数次洪水袭击, 这棵老树

仍旧 ～, 它强大的生命力让人赞叹。

【近义】安然如故

【反义】三长两短

【辨析】～和“平安无事”都形容平平安

安 , 没有什么令人忧愁的事。有时可

换用。区别在于 : ～着眼于“未受损

害”; “平安无事”着眼于“事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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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能表示“没有疾病”的意思 ; “平安无

事”不能。

安如磐石
【注音】ān rúpán shí

【释义】安 : 安稳; 磐石: 大石头。像磐

石一样安稳不动。形容非常稳固 , 不

可动摇。

【出处】《荀子·富国》: “为名者否, 为

利者否 , 为忿者否 , 则国安于磐石 , 寿

于旗翼。”

【例句】在世界风云激烈变幻的形势

下 , 社会主义中国 ～。

【反义】累卵之危

【辨析】～和“坚如磐石”都表示“像磐

石一样不可动摇”。但有区别 : “坚如

磐石”着重于“坚固”; ～着重于“安

稳、稳定”。

安如泰山
【注音】ān rútài shān

【释义】安稳得如同泰山一样。形容十

分稳固 , 不可动摇。也作 “稳如泰

山”。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三回 : “武

后恃有高关 , 又仗武氏兄弟骁勇, 自

谓稳如泰山 , 十分得意。”

【例句】在敌人的强大攻势下, 我军阵

地 ～。

【近义】坚如磐石  岿然不动

【反义】摇摇欲坠  累卵之危  风雨飘

摇 魂不守舍  魂飞魄散  魂飞天

外

安身立命
【注音】ān s hēn lìmìnɡ

【释义】安身 : 在某地居住或生活。立

命 : 精神上有所寄托。指生活有着

落 , 精神有寄托。

【出处】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

十·湖南长沙景岑禅师》: “僧问 : ‘学

人不据地时如何?’师云 : ‘汝向什么

处安身立命?’”

【例句】十年浩劫中, 许多艺术家被关

进牛棚 , 就连 ～都难以保证, 更谈不

上进行艺术活动了。

【近义】安家立业  安居乐业

【反义】无依无靠  颠沛流离

安土重迁
【注音】ān tǔzhònɡqiān

【释义】土 : 故土 , 故乡。重 : 重视, 不轻

率。安于故土 , 不轻易迁居他乡。

【出处】汉·班固《汉书·元帝纪》: “安

土重迁 , 黎民之性 ; 骨肉相附, 人情所

愿也。”

【例句】中国农民 ～, 谁愿背井离乡。

【近义】恋恋不舍  安居乐业

【反义】背井离乡  志在四方

安营扎寨
【注音】ān yínɡzhāzhài

【释义】安 : 安置。营: 营帐, 营房。扎

寨 : 在营房周围筑起栅栏。指军队架

起帐篷、筑起栅栏住下。

【出处】元·无名氏《隔江斗志》二折:

“据我老三料这周瑜匹夫, 累累兴兵

来索取俺荆州地面。如今在柴桑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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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安营扎寨 , 其意非小。”

【例句】这一夜, 登山队员们就在半山

腰 ～。

【近义】安家落户

【反义】拔寨起营

安于现状
【注音】ān yúxiàn zhuànɡ

【释义】安 : 对生活、工作等感到满足合

适 ; 现状 : 目前的状况。习惯、满足于

目前的状况 , 不求进取。

【例句】我们不能 ～, 而要锐意进取。

【反义】力争上游

安之若素
【注音】ān zhīruòs ù

【释义】素 : 平素, 往常。安定镇静, 跟

平常一样。

【出处】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 “有些

同志听凭别人宣传主观主义 , 也安之

若素。”

【例句】 �第二天宝小姐酒醒 , 很觉得过

意不去 , 后来彼此熟了, 见瞿太太常

常如此 , 也就 ～了。”

【近义】甘之若素  若无其事

【反义】若有所失  局促不安

鞍马劳顿
【注音】ān mǎláo dùn

【释义】劳顿: 劳累困顿。由于长途骑

马跋涉 , 劳累疲倦。比喻长途跋涉或

长时间工作 , 非常辛苦。

【出处】元·杨显之《潇湘雨》四折 : “兴

儿 , 我一路上鞍马劳顿, 我权且休

息。”

【例句】恐王侄一路远来 , ～, 故令王侄

回营安歇。也作“鞍马劳困”、“鞍马

之劳”。

【近义】人困马乏  风尘仆仆

【反义】安闲自得

鞍前马后
【注音】ān qián mǎhòu

【释义】鞍 : 马鞍。比喻随侍左右。

【例句】惊险电影中的警官, 也都有 ～

替他效劳的助手。也作“驴前马后”。

按兵不动
【注音】àn bīnɡbùdònɡ

【释义】按 : 控制住。控制住军队 , 不出

兵。

【出处】《荀子·王制》: “偃然按兵不

动。”

【例句】又听得寨前炮响 , 史广恭 ～, 只

等他人来 , 塌了陷坑, 山后伏兵齐起 ,

接应捉人。

【近义】坐山观虎斗

【反义】兴师动众

【辨析】“按”不可读作“ān”, 不可写作

“安”; “兵”不可理解成“兵器”。

按部就班
【注音】àn bùjiùbān

【释义】按 : 依照着。部 : 指门类 , 类别。

就 : 靠近 , 归向。班 : 指次序。指办事

情依照一定的规则, 遵循一定的程

序。

【出处】晋·陆机《文赋》: “然后选义按

部 , 考辞就班。”

【例句】凡事不躁不急 , ～来做 , 大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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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不会做错了。

【近义】循序渐进

【反义】急功近利  急于事功

按捺不住
【注音】àn nàbùzhù

【释义】按捺 : 压抑 , 忍耐。压抑忍耐不

住。

【出处】明·罗贯中《平妖传》三十四

回 : “寡不敌众, 立脚不牢。四散奔

走。茹刚连斩数人 , 只是按捺不住。”

又作“按纳不住。”

【例句】白刚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他 ～

内心的激动。

【近义】忍无可忍  怒不可遏

【反义】忍气吞声  逆来顺受

按图索骥
【注音】àn tǔsuǒjìò

【释义】索 : 寻求。骥 : 好马。按照图像

寻求好马。比喻办事死板 , 拘泥成

规。也比喻按照已有的线索去寻找

事物。

【出处】《汉书·梅福传》: “犹察伯乐之

图求骐骥于市 , 而不可得。”

【典故】春秋时有个相马能手叫孙阳。

他非常善于辨认千里马。据说 , 有一

年孙阳从马群最多的冀北原野经过,

于是 , 那里的马群里就再也没有好马

了 , 因为好马都被孙阳挑走了。在他

年纪大的时候 , 就把自己相马的丰富

知识和经验写成一本书叫《相马经》,

以供后人学习参考。其中写道: “千

里马的主要特征是额头高 , 眼睛大而

有光 , 蹄子像堆起来的酒曲。”孙阳有

个儿子 , 是个书呆子, 他很想继承父

业 , 做个相马能手。他把《相马经》背

得滚瓜烂熟 , 自以为学会了父亲那套

本领 , 就决定出门去找好马。他碰到

一只大青蛙 , 觉得青蛙的形状和《相

马经》中所说的千里马样子差不多。

于是抓住青蛙高兴地跑回家, 对父亲

说 : “我找到了一匹千里马 , 你看它额

头高 , 眼睛大而有光, 只是蹄子不太

像。”

父亲看到儿子又蠢又笨的样子很

生气 , 可还是耐着性子对儿子说 : “这

倒是匹好马 , 可它只是太喜欢跳了,

你不能骑呀! ”

【例句】公安人员根据已有的线索 , ～,

很快找到了那批被盗物资。

【近义】胶柱鼓瑟

【反义】无迹可寻

【辨析】“骥”的右半部不可写作“翼”。

～和“按部就班”都有按一定条理去

做的意思。“按部就班”都有按一定

条理去做的意思。“按部就班”原指

按文章分段布局的需要而选择使用

词句。比喻按照程式办事 , 不知根据

现实变通; 而 ～指按图像寻找良马。

比喻按照事事线索去寻求事物 , 也喻

办事机械死板。

暗箭难防
【注音】àn jiàn nán fánɡ

【释义】暗箭 : 从隐蔽的地方放出的箭 ;

防 : 防备。从隐蔽的地方放出来的箭

很难防备。比喻暗中用某种手段陷

害人是很难防范的。

【出处】《古今杂剧·刘千病打独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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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明枪好躲 , 暗箭难防。”

【例句】在同反动文人的斗争中, 鲁迅

懂得 ～, 所以时刻警惕来自背后的袭

击。

暗室亏心
【注音】àn shìkuīxīn

【释义】谓在暗中做见不得人的亏心

事。

【出处】元·张养浩《折桂令》曲: “暗室

亏心 , 纵然致富 , 天意何如?”

【例句】你们几个 ～, 天理不容。

【反义】不欺暗室

暗箭伤人
【注音】àn jiàn shānɡrén

【释义】在暗地里放冷箭伤害人。比喻

用阴谋手段暗害人。

【出处】清·石玉昆《三侠五义》三十一

回 : “且言邓彪虽落水 , 他原是会水之

人 , 虽然被擒, 不肯服气, 连声唤道:

‘好吓! 好吓! 你敢用暗箭伤人, 万

不能与你们干休。’”

【典故】春秋时, 郑国的郑庄公得到鲁

国和齐国的支持 , 计划讨伐许国。他

在宫前检阅部队 , 并宣布 , 谁得到那

辆兵车谁就当统帅。一位老将军颍

考叔和一位青年将军公孙子都想争

那辆兵车 , 结果颍考叔拉起兵车就跑

了 , 子都没有追上, 为此对老将军怀

恨在心。在讨伐许国都城时 , 颍考叔

奋勇当先 , 举着大旗爬上城头, 子都

眼看颍考叔要立大功, 心里更加忌

恨 , 抽出箭来, 偷偷对准颍考叔的后

背射了一箭, 老将军摔下来。另一位

将军瑕叔盈以为是敌人射死了颍考

叔 , 拾起大旗继续战斗, 终于攻克许

国都城。子都也被当做攻城的有功

之将被封赏。但大家回国后都对颍

考叔之死议论纷纷, 认为他背后中

箭 , 是被自己人杀害的。郑庄公就召

集全军 , 设坛悼念颍考叔, 并让大家

诅咒那个暗中放箭害死颍考叔的人。

【例句】我和他虽是对头, 但如果把他

这件事对老板说了, 就等于 ～, 这样

的事我不愿做。

【近义】明枪易躲 , 暗箭难防

【反义】光明正大  明火执仗

【辨析】“箭”不可写作“剑”。 ～和“含

沙射影”都比喻暗中诽谤攻击别人。

但使用的手段有差别 : ～使用的手段

包括语言、行为、文武 , 程度比“含沙

射影”重 ; “含沙射影”的手段只限于

语言等方面 , 并有影射某人某事的意

思。

暗送秋波
【注音】àn s ònɡqiūbō

【释义】秋波 : 秋天的水波 , 古诗文中常

用以形容美女的眼神。指女子私下

里眉目传情。也指暗中示意, 献媚讨

好。

【出处】宋·苏轼《百步洪》: “佳人未肯

回秋波 , 幼舆欲语防尽梭。”

【典故】: 公元 188 年汉灵帝病死 , 少帝

即位 , 董卓率大军进入洛阳, 废掉少

帝 , 另立陈留王为帝, 自封丞相 , 总揽

朝政 , 任意妄为, 引起百官的强烈不

满。司徒王允心急如焚, 愁得日不

安 , 夜不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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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夜里 , 王允抚着手杖在花园

中踱步 , 想起董卓专权, 紊乱朝纲 , 危

及社稷 , 不禁仰天长叹。忽然发现府

中的歌妓貂蝉在牡丹亭畔垂泪叹息。

貂蝉自幼被王允收养, 视为亲生女

儿 , 生得冰肌玉骨 , 花容月貌。

王允走到近前, 问貂蝉: “如此深

夜 , 你独自在这里长吁短叹, 莫非有

什么私情吗?”

貂蝉忧伤地说 : “我见大人近日愁

眉不展 , 想是在忧愁国家大事, 妾身

不敢动问。如有用妾之处 , 赴汤蹈

火 , 在所不辞! ”

听了貂蝉的回话, 王允顿时计上

心来 , 以杖击地说: “想不到除去国

贼 , 安抚社稷的大计就在弱女子身

上。你随我到画阁中来。”

两人一前一后 , 进入画阁, 王允对

貂蝉说 : “目前国贼董卓专权 , 百姓受

倒悬两之苦, 国家有累卵之施。董贼

有一义子 , 名叫吕布, 我看此二人皆

好色之徒 , 我今用‘连环计’先将你许

配吕布 , 后献给董卓, 你从中挑拨离

间 , 让他们父子反目成仇 , 杀掉董卓,

国家从此太平 , 不知你肯与不肯?”

貂蝉毅然地说: “既是为了国家,

上安社稷 , 下抚百姓 , 我万死不辞 , 请

大人照计行事 , 貂蝉唯命是从。”

第二天 , 王允送吕布一顶束发金

冠 , 吕布过府相谢。王允摆下酒席招

待吕布 , 饮酒中间王允唤出貂蝉为吕

布斟酒。吕布见貂蝉生得国色天香

顿生爱慕之心, 频频用目光表达爱

意 , 貂蝉也用眼神暗暗传递情感。两

人心领神会。王允先将貂蝉许给吕

布 , 后又将貂蝉献给董卓, 吕布果然

中计 , 与王允一起将董卓除掉, 貂蝉

回到吕布身边。

【例句】北洋军阀一边镇压学生的爱国

运动 , 一边向帝国主义 ～。

【近义】眉来眼去  眉目传情  

【反义】明目张胆

暗渡陈仓
【注音】àn dùchén cānɡ

【释义】明着假装做某事来掩人耳目,

暗地却干另外的事。

【出处】元·无名氏《气英布》: “孤家用

韩信之计 , 明修栈道, 暗渡陈仓 , 攻完

三秦 , 劫取五国。”

【典故】西汉时期 , 项羽灭了秦国 , 自立

为西楚霸王。可汉王刘邦因为先进

了关 , 却没法当上关中王, 心里很不

是滋味 , 可又害怕项羽, 只好怀着满

腹的不满领兵西行。途中他听取了

张良的建议 , 烧毁了惟一可以通往两

地的栈道, 假装表示从此不再回关

中 , 从而解除项羽对他的戒心。刘邦

来到封地南郑后, 起用韩信为大将,

并秘密商议准备东征, 以夺取天下。

公元前 206 年 , 韩信下令修复栈道。

项羽听说后关照手下大将章邯一定

要做好拦截准备。可是章邯虽然派

精兵到西边守住栈道的东口, 以防万

一 , 但又有些轻敌 , 认为栈道修不好 ,

汉军就是插翅也难飞到关中, 而修好

栈道起码一两年, 所以也没太当回

事。一天 , 章邯接到急报, 说 : “汉王

刘邦的大军已攻入关中, 占领了陈

仓。”原来韩信用了一个计策叫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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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栈道 , 暗渡陈仓”。也就是表面上

派兵修复栈道 , 实际却率主力部队暗

中抄小道袭击了陈仓。关中很快被

刘邦占领了。

【例句】刘邦采用张良的计策 , “明修栈

道 , ～”, 最后终于占领了咸阳。

【近义】暗送秋波

【反义】明火执仗

暗香疏影
【注音】àn xiānɡs hūyǐnɡ

【释义】淡淡的香气 , 稀疏的影子。

【出处】宋·辛弃疾《和傅岩叟梅花》:

“月澹黄昏欲雪时 , 小窗犹欠岁寒枝。

暗香疏影无人处, 唯有西湖处士知。”

【例句】探梅的人们, 最好能与山中人

先作联系 , 探问梅花消息; 开到七八

分时 , 就可以前去, 领略一番 ～的妙

趣了。

暗无天日
【注音】àn wútiān rì

【释义】天日: 指光明。黑暗得没一线

光明。形容社会极端黑暗。

【出处】清·蒲松龄《聊斋志异·老龙

船户》: “剖腹沉石 , 惨冤已甚, 而木雕

之有司 , 绝不少关痛痒, 岂特之暗无

天日哉! ”  

【例句】在那 ～的旧社会, 哪有穷人说

话的地方。

【近义】漆黑一团  昏天黑地  人间地

狱

【反义】光天化日  重见天日  朗朗乾

坤

【辨析】～和“漆黑一团”都可形容非常

黑暗或社会受到“黑暗”的统治。区

别在于 : ①当强调“看不到天和阳光”

时 , 宜用 ～; 当强调“一片黑暗”时 , 宜

用“漆黑一团”。②“漆黑一团”还可

形容糊里糊涂, 比喻一无是处; ～不

能。

暗中摸索
【注音】àn zhōnɡmōsuǒ

【释义】摸索 : 探索 , 寻求。原指在黑暗

中寻求。后形容缺乏知识、技能或经

验 , 而又没有指导, 只凭自己摸索探

求。

【出处】唐·刘秇《隋唐嘉话》: “⋯⋯若

遇何 ( 逊 ) 、刘 ( 孝绰 ) 、沈 ( 约 ) 、谢

( 緿) 暗中摸索着 , 亦可识之。”

【例句】假如前人的经验可借鉴, 就不

必 ～了。

【反义】老马识途

黯然神伤
【注音】àn rán shén shānɡ

【释义】黯然: 这里指心情抑郁、神态沮

丧的样子。情绪低沉 , 神情忧伤。

【出处】清·淮阴百一居士《壶天录》卷

上 : “篝灯询母 , 如秋蝶之黯然伤神。”

【例句】他望着被大火烧过的废墟 , ～。

【近义】心灰意懒

【反义】喜形于色  心花怒放  怡然自

得

黯然失色
【注音】àn rán shīs è

【释义】黯然: 阴暗 , 不明亮。失色 : 失

去原有的色彩或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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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郑燮《题画》: “使有枯木而无

竹 , 则黯然无色矣。”亦作“黯然失

色”。

【例句】这个画家的作品, 与大师的相

比 , 就 ～了。

【近义】相形见绌

【反义】光彩夺目

黯然销魂
【注音】àn rán xiáo hún

【释义】黯然: 心情沮丧的样子。指心

情沮丧 , 像丢了魂似的。形容人极度

沮丧、悲伤、忧愁 , 以致心神无主的样

子。

【出处】南朝 ( 梁 ) 江淹《别赋》: “黯然

销魂者 , 惟别而已矣。”

【例句】她久久地站在河岸边, 望着亲

人远去的方向 , ～。

ɑnɡ

昂然挺立
【注音】ánɡrán tǐnɡlì

【释义】昂然 : 仰首挺胸 , 无所畏惧的样

子。昂首挺胸地直立着。形容精神

抖擞 , 无所畏惧的样子。也形容物体

高高耸立的样子。

【例句】边防战士不畏严寒, 在风雪中

～。

【近义】巍然屹立

【反义】摧眉折腰

昂首阔步
【注音】ánɡshǒu kuòbù

【释义】抬起头大步前进。形容精神振

奋、勇往直前的样子。

【出处】陈毅《记淮海前线见闻》: “新战

士 , 列队长又长。谡谡军装何整肃,

昂首阔步挺胸膛。杀敌志如钢。”

【例句】在当年遍野的荆棘中, 我们按

党指引的方向 ～, 奋然向前。

【近义】昂首挺胸  乘风破浪  马不停

蹄 高视阔步

【反义】低头碎步

【辨析】～和“高视阔步”意义稍有相同

之处 , 都可表达态度高傲。但 ～程度

轻 , 偏重于形容气概昂扬地前进 ; “高

视阔步”重在态度傲慢, 多含贬义。

两者形容的神态和感情色彩不同。

昂首挺胸
【注音】ánɡs hǒu tǐnɡx iōnɡ

【释义】昂 : 仰 , 抬起; 挺胸: 挺起胸膛。

抬起头 , 挺起胸 , 形容精神饱满的样

子。

【例句】队列训练中, 同学们个个 ～。

昂首望天
【注音】ánɡs hǒu wànɡtiān

【释义】昂首: 抬起头。抬着头看天。

形容态度十分傲慢, 眼光向上, 不深

入基屋 , 或做事脱离实际。也作“昂

首天外”、“昂头天外。”

【例句】某些人做事不从实际出发, 往

往 ～。

ɑ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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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哺
【注音】áo áo dài bǔ

【释义】�� : 哀鸣声。哺 : 喂养。饥饿

时急于求食的样子。多用来形容在

饥饿线上挣扎的情景。

【出处】汉·荀悦《前汉纪·孝成皇帝

纪三》: “作治数年 , 天下遍被其劳 , 国

家疲弊 , 府库空虚 , 下至众庶 , ��苦

之。”

【例句】解放前 , 一遇洪灾 , 成千上万的

灾民衣食无着 , ～, 情景十分凄惨。

【近义】饥寒交迫

【反义】丰衣足食  饱食暖衣

【辨析】“哺”不可读作“pǔ”或“fǔ”。

见“等米下锅”。

傲然屹立
【注音】ào rán yìlì

【释义】傲然 : 坚强不屈的样子; 屹立:

像山峰一样高耸稳固地立着 , 形容坚

定挺拔 , 不可动摇。

【例句】大路两边, 两排青松 ～一眼望

不到头。

傲慢不逊
【注音】ào màn bùxùn

【释义】骄傲轻慢毫不谦逊。

【出处】汉·班固《汉书·肖望之传》:

“遇 相无礼 , 廉声不闻 , 傲慢不逊。”

【例句】面对 ～的人, 我只能横眉冷对

了。

【近义】狂妄自大

【反义】谦逊有礼

傲贤慢士
【注音】ào xián màn s hì

【释义】对待有德有才的人用傲慢的态

度。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六十

回 : “何期逆贼恣逞奸雄, 傲贤慢士,

故特来见明公。”

【例句】公司一改以前 ～的作风, 礼士

亲贤 , 广揽人才 , 从此旧貌换新颜。

【近义】傲上矜下

【反义】礼士亲贤

傲雪欺霜
【注音】ào xuěqīs huānɡ

【释义】傲视寒霜, 与雪搏斗。形容不

畏严寒或无所畏惧 , 坚贞不屈。

【出处】元·武汉臣《玉壶春》二折 : “则

要你玉骨冰肌自主张 , 傲雪欺霜映碧

窗。”

【例句】腊梅 ～, 开出满树繁花。

【辨析】“欺”在此是“漠视”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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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拜之交
【注音】bābài zhījiāo

【释义】八拜: 古时对世交长辈所行的

礼节。①旧时称结拜的兄弟姊妹。

②也指结拜兄弟姐妹之情。

【出处】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

一折 : “有一人姓杜 , 名确, 字君实 , 与

小生同郡同学 , 当初为八拜之交。”

【例句】～这种事 , 在现代社会中 , 已很

少见了。

【近义】桃园结义  金兰之好

【反义】一日之雅

【辨析】～和“金兰之友”意思相近。区

别在于 : ～侧重于结交时的礼数隆

重 ; 而“金兰之友”侧重于友谊的珍

贵。

八斗之才
【注音】bādǒu zhīcái

【释义】比喻极高的才华。

【出处】《南史·谢灵运传》记载 : “谢灵

运曰 : ‘天下才共一石 , 曹子建独得八

斗 , 我 得 一斗。自 古及 今 共 用 一

斗。’”

【例句】李白虽有 ～, 在唐王朝也很难

一展抱负。

【近义】才高八斗  文江学海

【反义】胸无点墨  绣花枕头

八方呼应
【注音】bāfānɡhūyìnɡ

【释义】八方: 四方四隅, 即东、西、南、

北四方, 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 ,

泛指周围各地; 呼应: 相互联系或照

应。形容各个方面互相呼应, 彼此配

合。

【例句】一个倡议 , ～, 校园里的科技创

新活动蓬勃地开展了起来。

【近义】遥相呼应

【反义】孤立无援

八面玲珑
【注音】bāmiàn línɡlónɡ

【释义】玲珑: 通明透亮的样子。原指

八面窗户通明透亮。后多指处世圆

滑 , 敷衍周到 , 不得罪人。

【出处】宋·夏乃鼎《蓬莱鼓吹·满庭

芳》: “虽是无不清静, 依然要八面玲

珑。”

【例句】王熙凤为人处事 ～, 所以很快

就爬上了贾府“总管”职位。

【近义】八面见光

【反义】刚正不阿

【辨析】～和“面面俱到”都能表示对各

方面都应付得很周到。区别在于: ～

着眼于“人体身手腕圆滑”; “面面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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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着眼于“应付很周到”。“面面俱

到”还能表示 : 各方面都能照顾到 , 没

有遗漏”和“虽然照顾到各方面 , 但一

般化”的意思 ; ～不能。

八面威风
【注音】bāmiàn wēi fēnɡ

【释义】形容威风十足 , 声势慑人。

【出处】元·郑德辉《三战吕布》三折:

“托赖着真天子百灵咸助, 大将军八

面威风。”

【例句】你看他一出场就 ～, 怪不得人

们爱看他的戏了。

【近义】威震四方  威加海内

【反义】威风扫地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注音】bāxiān ɡuòhǎi, ɡèx iǎn shén

tōnɡ

【释义】八仙 : 传说中的八位神仙 , 即汉

钟离、张果老、韩湘子、铁拐李、吕洞

宾、曹国舅、蓝采和、何仙姑。原指道

家的这八位神仙在过海时不用舟船,

各有一套高超的本领 , 后指人们在从

事某种事业的过程中 , 在表现才能和

智慧方面 , 各自大显身手。也单说

“八仙过海”, 意义与此同。

【出处】明·吴元泰《东游记》四十八

回 : “却说八仙来至东海, 停云观望。

只见潮头汹涌, 巨浪惊人。洞宾言

曰 : ‘今日乘云而过, 不见仙家本事。

试以一物投之水 , 而各显神通而过何

如?’”

【例句】在技术革新运动中, 车间人人

出主意 , 想办法 , ～, 很快就解决了生

产中的十几项关键问题。

【近义】大显身手  大显神通

【反义】无能为力

【辨析】～和“各显身手”都有“各自显

露自己的本领”的意思。区别在于:

～有“在完成共同的事业中互相竞

赛”的意思 ; 而“各显身手”不含“完成

共同事业”的意思, 大多没有“互相竞

赛”之意。

八字没见一撇
【注音】bāzìméi jiàn yīpiě

【释义】比喻事情毫无眉目 , 未见端绪。

【出处】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人

事》: “通俗编 : ‘朱子《与刘子澄书》:

对贤已是八字打开了 , 人自不领会。’

按今有‘八字不见两撇’之谚 , 似又因

于此语。凡事无端绪者 , 谓之八不曾

见两撇。”

【例句】他说这事定能办成, 可是到现

在还 ～呢?

【反义】水到渠成

拔苗助长
【注音】bámiǎo zhùzhǎnɡ

【释义】把苗拔起, 帮助它长高。比喻

违反事物的发展规律, 急于求成, 反

而坏事。

【出处】《孟子·公孙丑上》“助之长者 ,

揠( yà, 拔) 苗者也 , 非徒无益 , 而又害

之。”

【例句】孩子还小 , 别 ～。

【近义】揠苗助长

【辨析】“拔”原作“揠”( yà) , 与“拔”同

义 ; “长”不可读作“chánɡ”。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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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速不达”意义相近: ～多着眼于

“强求速成”的行动上 , 是比喻, 前面

能用“像”、“好比”、“等于”一类比喻

词 , 多用于批评劝说的场合 ; “欲速不

达”多着眼于“强求速成”的结果上,

不能像 ～那样用。

拔山扛鼎
【注音】báshān ɡānɡdǐnɡ

【释义】鼎 : 古代用青铜或铁铸成的一

种器物 , 可烹煮食物, 也曾作为传国

的宝器。拔起高山 , 扛起大鼎。形容

勇力过人 , 威猛无比。

【出处】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七十

八 : “力则拔山扛鼎, 倒曳九牛; 诵则

一日万言 , 五行俱下。”也说“拔山举

鼎”、“举鼎拔山”。

【造句】他“�”地一声以 ～之势把 230

公斤的扛铃举过了头顶。

【近义】孔武有力

【反义】手无缚鸡之力

拔刀相助
【注音】bádāo xiānɡzhù

【释义】相 : 表示一方对另一方的动作。

看到别人遇有危急而仗义援救。常

与“路见不平”连用 , 形容人见义勇为

或替人打抱不平。

【出处】元·康进之《李逵负荆》四折:

“李山儿拔刀相助, 老王林父子团

圆。”

【例句】若不是大恩人 ～, 我命休矣!

【近义】解囊相助

【反义】袖手旁观

【辨析】～和“解囊相助”都有相助之

意。区别在于 : ～和“解囊相助”相助

的方式不同 : ～是给予具体的相助;

而“解囊相助”重在经济上的相助。

跋山涉水
【注音】bás hān shèshuǐ

【释义】翻山越岭 , 锳水过河。形容远

途的艰辛劳苦。

【出处】宋·吴曾《能改斋漫录·龙尾

道》“跋涉山川之任敢辞于艰险。”

【例句】地质勘探队员不怕艰苦 , ～, 为

祖国寻找地下的宝藏。

【近义】长途跋涉

【辨析】“跋”不可写作“拔”。 ～和“翻

山越岭”都有旅途辛苦的意思。区别

在于 : 从字面意上看, ～表示既翻山

又涉水 ; 而“翻山越岭”只表示翻越不

少山。

bɑi

白璧微瑕
【注音】bái bìwēi xiáò

【释义】璧 : 扁而圆、中间有孔的玉器,

也泛指美玉。瑕 : 玉上的斑点。洁白

的玉上有细小的疵点。比喻美中不

足 , 很好的人或事物也难免有点缺

点。

【出处】南朝梁代萧统《陶渊明集序》:

“～者 , 惟在《闲情》一赋。”

【例句】当然 , 这样一篇好文章出现这

样一点小毛病 , 也只能算是 ～了。

【近义】美中不足  白圭之玷

【反义】十全十美  白璧无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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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白圭之玷”都指白玉上的斑

点。 ～是美中不足 , 但无伤大雅之

意 ; 而“白圭之玷”重在比喻人的缺

点。

白璧无瑕
【注音】bái bìmúx iá

【释义】璧 : 古代的一种玉器, 中间有

孔。也是美玉的通称 ; 瑕 : 玉面上的

斑点。洁白的美玉或事物十全十美,

没有什么缺点和任何缺陷。也可比

喻孩子纯洁无污点。也作“白玉无

瑕”。

【出处】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吉

州福寿和尚》: “师曰: ‘白玉无瑕, 卞

和刖足。’”

【例句】人不可能十全十美 , ～。

【反义】白璧微瑕

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
【注音】bái dāo zi jìn qù, hónɡdāo zi

chūlái

【释义】原指宰杀牲畜。

【出处】《范进中举》: “胡老爹 , 你每日

杀猪的营生 , 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

来。”

【例句】造反就是互相杀戮 , ～的事儿。

【近义】兵戎相见

白发苍苍
【注音】bái fàcānɡcānɡ

【释义】苍苍: 灰白色。头发灰白。形

容人年迈苍老。

【出处】唐·韩愈《祭十二郎文》: “吾年

未四十 , 而视茫茫 , 而发苍苍 , 而齿牙

动摇。”

【例句】小媛扶着一位 ～的老奶奶过马

路 , 受到了同学们的赞扬。

【近义】两鬓如霜

白驹过隙
【注音】bái jūɡuòxì

【释义】白驹: 毛色纯白的少壮的马 , 喻

指太阳。隙 : 缝隙。像白色的骏马在

缝隙前飞快地跑过。比喻时间过得

快。

【出处】《庄子·知北游》: “人生天地之

间 , 若白驹之过�;( 同“隙”) 。”

【例句】光阴似箭 , 如 ～。

【近义】日不移晷  日月如梭  稍纵即

逝

【反义】度日如年

【辨析】～和“光阴似箭”都比喻时间过

得快。但是 ～极言时间过得极快, 语

意较重 , 色彩较典雅, 多用于书面;

“光阴似箭”形容时间流逝迅速 , 较通

俗 , 使用频率高。

白圭之玷
【注音】bái ɡuīzhīdiàn

【释义】圭 : 古行礼时用的玉器; 玷 : 污

斑。比喻好人的缺点。

【出处】《诗经·大雅·抑》: “白圭之

玷 , 尚可磨也。”

【例句】他的行为也不过是 ～, 可以原

谅。

【近义】金无足赤

【反义】十全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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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白虹贯日
【注音】bái hónɡɡuàn rì

【释义】虹 : 这里指的是“晕”( yùn) , 即

日光通过云层中的冰晶时 , 经折射而

形成的光圈 ; 贯 : 穿。古人迷信 , 认为

这种异常的天象, 是天变将发的征

兆 , 将有不平常的事件发生。

【出处】《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昔

者荆轲慕燕丹之义, 白虹贯日, 太子

畏之。”

【例句】～英雄死 , 如此河山失霸才。

【辨析】“虹”不可写作“红”。

白面书生
【注音】bái miàn shūshēnɡ

【释义】指只有书本知识、缺乏实际经

验的读书人。

【出处】《青春之歌》6 章 : “那可有啥办

法? 咱们 ～, 手无寸铁。”

【例句】你看他 ～模样 , 哪像一位将军。

【近义】文弱书生

【反义】老马识途  赳赳武夫

白日见鬼
【注音】bái rìjiàn ɡuǐ

【释义】大白天看见鬼。原形容官府衙

门冷落 , 清闲无事。后比喻遇上离奇

古怪或出乎意料的事物。

【出处】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

“⋯⋯工、屯、虞、水 , 白日见鬼。”

【例句】平白无故 , 你来这一手 , 真是 ～

了!

白日做梦
【注音】bái rìzuòmènɡ

【释义】大白天做梦。比喻幻想根本不

可能实现。

【出处】明·豫章醉月子《精选雅笑·

送匾》: “以为必中而遍问道理相者,

亦是白日做梦。”

【例句】你想通过卑鄙的手段夺人所

爱 , 真是 ～, 痴心妄想。

【近义】痴心妄想  异想天开  痴人说

梦

【反义】脚踏实地

【辨析】～和“痴心妄想”都有“想”、

“想法”之意。但 ～多比喻幻想那些

永远不能实现的事情。含贬义; “痴

心妄想”是一心想着不可能实现的

事 , 也作痴呆的心思、荒谬的想法。

白色恐怖
【注音】bái sèkǒnɡbù

【释义】白色: 象征反革命。反动政权

使用暴力残酷镇压革命力量所造成

的恐怖 , 如大规模屠杀、逮捕等。

【出处】《松树的风格》: “在白色恐怖的

日子里 , 多少人不管环境的恶劣和情

况的险恶⋯⋯他们忍受了多少的艰

难困苦。”

【例句】鲁迅面对 ～, 毫不畏惧 , 一直把

密信和文稿珍藏着。

白头如新
【注音】bái tóu rúxīn

【释义】白头: 头发白了; 新 : 新交。从

相识至头发白了 , 还同新交时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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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

【出处】《史记·邹阳列传》: “谚曰: 有

白头如新 , 倾盖如故。”

【例句】我和他共事 30 年了 , 始终无甚

深交 , 真有 ～之感。

白手起家
【注音】bái shǒu qíjiā

【释义】在一无所有或条件很差的情

况下建立起家业。

【出处】( 宋) 文天祥《邹仲翔墓志铭》:

“君虽亦赤手起家 , 而好施出其姓。”

【例句】我父亲 ～, 至今已拥有百万资

产 , 他常常以这事来勉励我们。

【近义】自力更生

【反义】倾家荡产

【辨析】～和“筚路蓝缕”都表示“在很

差的条件下艰苦地创业”的意思。 ～

着眼于艰苦创业的条件 ; “筚路蓝缕”

着眼于创业艰苦的程度。

白头偕老
【注音】bái tóu xiélǎo

【释义】偕 : 共同。偕老 : 一起到老。指

夫妇共同生活到老。常用来祝颂婚

姻美满。

【出处】《诗经·卫风·氓》: “及尔偕

老。”

【例句】祝姐姐、姐夫婚姻美满 , ～。也

作“白头到老”。

【近义】比翼双飞

【反义】始乱终弃

白云苍狗
【注音】bái yún cānɡɡǒu

【释义】苍 : 灰黑色。白云飘浮 , 变成灰

黑色的狗的形状。比喻世事变幻无

常。

【出处】唐·杜甫《可叹》诗: “天上浮云

如白衣 , 斯须改变如苍狗。”

【例句】我离开故乡十年 , 今天回去 , 眼

前事物 , 真让人有 ～之感。

【反义】一成不变

白纸黑字
【注音】bái zhǐhēi zì

【释义】白纸上写着黑字。喻指证据确

凿 , 不容抵赖和否认。

【出处】元·无名氏《鸳鸯被》三折 : “那

白纸上教我画着黑字。”

【例句】睁眼看看 , ～, 你还想抵赖!

【近义】真凭实据  铁案如山

【反义】空口无凭

百步穿杨
【注音】bǎi bùchuān yánɡ

【释义】杨 : 指杨柳叶。能射中百步之

外的当作目标的杨柳叶。原形容箭

法高明。后也泛指射击技术高超。

【出处】《战国策·西周策》: “楚有养由

基者 , 善射 , 去柳叶百步而射之 , 百发

百中。”

【例句】他 ～的功夫, 真是了不起。

【近义】百发百中

【辨析】～和“百发百中”都用来形容射

术高明。但是 ～是夸张性成语 , 富于

文采 ; “百发百中”比喻做事有充分把

握 , 直陈性成语 , 显得直截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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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
【注音】bǎi chǐɡān tóu, ɡènɡjìn yībù

【释义】百尺竿头 : 百尺高的竿子 , 佛教

以此比喻道行修养达到的极高境界。

原意是说 : 修行到最高境界, 再上一

步才能成正果。后借指不满足于已

有成就 , 继续努力, 以取得更好的成

绩。

【出处】宋代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

10: “百尺竿头须进步。”

【例句】已取得的成绩确实令人高兴,

但还要 ～, 以取得更大的成绩。

【近义】更上一层楼

【反义】江河日下  每况愈下

百川归海
【注音】bǎi chuān ɡuīhǎi

【释义】所有江河都流入大海。比喻众

多分散的事物汇集到一个地方。也

比喻人心所向 , 众望所归。

【出处】《淮南子·�4论训》: “百川异

源 , 而皆归于海”。

【例句】全国人民之盼望中华民族的振

兴 , 就像 ～, 殷殷心切。

【反义】沧海横流

百读不厌
【注音】bǎi dúbùyàn

【释义】厌 : 厌倦。读一百遍也不厌倦。

形容文章或书籍写得十分精彩 , 使人

越读越爱读。

【出处】宋·苏轼《送安��秀才失解西

归》诗: “旧书不厌百回读, 熟读深思

子自知。”

【例句】 �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

梦》, 都是令人 ～的古典文学名著。

百端待举
【注音】bǎi duān dāi jǚ

【释义】端 : 头, 头绪。百端 : 指众多的

项目。举 : 兴办。许多事情等着兴

办。

【出处】周恩来《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

案的要点》: “经济建设是 ～, 但须有

缓急轻重之分。”

【例句】刚解放时 , 真是 ～。

【近义】百废待兴

【反义】百废俱兴

百发百中
【注音】bǎi fābǎi zhònɡ

【释义】发 : 发射。中 : 射中。形容射击

准确 , 次次中的。也用以比喻做事有

把握 , 绝不落空。

【例句】司令员顶呱呱, 我们跟着他打

了大半辈子仗, 他分析判断敌情极

准 , 可以说是 ～。

【近义】箭不虚发  弹无虚发  百步穿

杨

【反义】百无一是

【辨析】“中”不可读作“zhōnɡ”。

百废侍兴
【注音】bǎi fèi dài xīnɡ

【释义】许多被废置的事业都等着兴

办。

【出处】李一《荆宜施鹤光复记》: “荆州

据武汉上游 , 当川襄冲道, 诚为湖北

重镇。甫经光复 , 百废待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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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国家刚从文革劫难中解脱出

来 , ～, 你的甲骨文研究成果 , 一定会

有出头之日的。

【近义】百端待举

百废俱兴
【注音】bǎi fèi jùxīnɡ

【释义】俱 : 都, 全部。很多原来被废置

的事情都兴办起来。形容事业蓬勃

发展。

【出处】宋·范仲淹《岳阳楼记》: “越明

年 , 政通人和 , 百废俱兴 , 乃重修岳阳

楼。”

【例句】看到 ～、欣欣向荣的气象 , 全国

人民无不感到鼓舞 , 建设的热情更高

了。

【反义】百废待兴  兴灭继绝  百端待

举

百感交集
【注音】bǎi ɡǎn jiāo jí

【释义】感 : 感触, 感想。交 : 并 , 同时。

集 : 凑在一起。各种感触交织在一

起。形容心情复杂而激动。

【出处】《林则徐》: “林则徐百感交集,

眼里含着泪水。”

【例句】他们兄弟俩失散五十余年, 如

今一旦相聚 , 不禁热泪盈眶, ～。

【反义】无动于衷  漫不经心

百花齐放
【注音】bǎi huāqífànɡ

【释义】百花齐放 : 各种鲜花一齐开放,

比喻各具特色的不同事物一齐出现,

或同一事物以不同方式同时进行。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三回 : 百

花仙子只顾在此著棋 , 那知下界帝王

忽有御旨命他百花齐放。”

【例句】在教学方法上, 不能规定死框

框 , 需提倡 ～。

【近义】万紫千红  百家争鸣

【反义】万马齐�

【辨析】～和“万紫千红”都有各种花卉

一起开放之意。区别在于 : ～还有艺

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由发展之意 ;

而“万紫千红”无此意。

百花争艳
【注音】bǎi huāzhēnɡyàn

【释义】艳 : 鲜艳, 艳丽。上百种花一齐

开放 , 争妍斗奇。比喻各种事业繁荣

昌盛。也比喻各种美好的事物层出

不穷。

【例句】世博园 ～, 吸引了众多的游客。

【近义】百花齐放

【反义】百花凋零

百家争鸣
【注音】bǎi jiāzhēnɡmínɡ

【释义】用以指文化学术上的不同学派

的自由争论。

【出处】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

多数》: “百家争鸣, 那是一个‘鸣’

⋯⋯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

【例句】百花齐放 , ～, 是发展社会主义

文化的方针。

【近义】百花齐放

【反义】万马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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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百孔千疮
【注音】bǎi kǒnɡqiān chuānɡ

【释义】孔 : 洞。疮 : 创口。到处都是孔

洞和创口。原比喻残破缺漏严重。

后也比喻弊病百出 , 到处都有问题。

【出处】唐·韩愈《昌黎先生集·与孟

尚书书》: “群儒区区修补 , 百孔千疮,

随乱随失 , 其危如一发引千钧。”

【例句】他把那张写满了谎言的信纸用

针戳得 ～。

【近义】满目疮痍  遍体鳞伤

【反义】完美无缺  十全十美

百口莫辩
【注音】dǎi kǒu mòdiàn

【释义】莫 : 不能 , 没法 ; 辩 : 辩白 , 解释。

即使长了一百张嘴也无法说清。

【出处】清·花村看行侍者《花村谈住

·韩城赐缢评》: “宜兴之死, 吴昌时

尽倾底里 , 百口莫辨( 辩) 矣。”

【例句】你既有猜疑之心 , 我也就 ～了。

【近义】百辞莫辩

【反义】一语道破

百里挑一
【注音】bǎi lǐtiāo yī

【释义】一百个里挑一个。形容拔尖人

物或美好事物的难得。

【例句】小玉是村里的女秀才, 又是 ～

的俊姑娘。

【近义】数一数二  凤毛麟角

【反义】比比皆是  俯拾即是

百炼成钢
【注音】bǎi liàn chénɡɡānɡ

【释义】铁砂经过多次冶炼而成为纯

钢。比喻久经锻练, 成为坚强的英

才。

【例句】他 , 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 , 在部

队这个大熔炉里 ～, 成长为人民解放

军的优秀指导员。

【近义】坚强不屈

【反义】脆而不坚

【辨析】～和“千锤百炼”都有要经过长

期锻炼之意。区别在于 : ～侧重于长

期锻炼的结果———人的意志像钢那

样坚强 ; 而“千锤百炼”侧重于长期锻

炼的过程。

百年大计
【注音】bǎi nián dàjì

【释义】指关系到长远利益的计划或措

施。

【例句】 �希望工程”的建设是 ～, 因而

获得广泛的支持和响应。

【近义】千秋大业  百年大业

【反义】权宜之计

百年之好
【注音】bǎi nián zhīhǎo

【释义】永久的好合。指男女结为夫

妇。

【出处】宋·罗烨《醉翁谈录·张氏夜

奔吕星哥》: “今宁随君远奔, 以结百

年之好。”

【例句】大家祝贺他俩喜结 ～。

【近义】秦晋之好

·32·bǎi百



B  

【反义】露水夫妻

百思不得其解
【注音】bǎi sībùděqíjiě

【释义】百思: 百般思索。怎么想也不

能理解。形容使人极感困惑。

【出处】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十

三卷 : “此真百思不得其故矣。”

【例句】这道数学题 , 我 ～, 经老师一点

拨才恍然大悟。

【近义】大惑不解

【反义】恍然大悟

百闻不如一见
【注音】bǎi wén bùrúyījin

【释义】听别人说一百次 , 不如亲眼看

一次。形容眼见比耳闻更可靠。

【出处】《荀子·儒效》: “闻之不若见

之。”

【例句】 �～”, 以前老听人说九寨沟原

始自然景观如何如何, 这次身临其

境 , 果然名不虚传!

【近义】闻名不如一见

百无禁忌
【注音】bǎi wújìn jì

【释义】什么都不忌讳。形容无所拘

束。

【出处】清·李绿园《歧路灯》第六十一

回 : “若是遇见个正经朋友 , 山向利与

不利 , 穴口开与不开 , 选择日子 , 便周

章的百无禁忌。”

【例句】他豪爽耿直, 说话办事 , 直来直

去 , ～。

【近义】直言不讳  肆无忌惮

【反义】谨言慎行  畏首畏尾

百无聊赖
【注音】bǎi wúliáo lài

【释义】聊赖 : 依靠 , 寄托。觉得什么都

没意思。指思想情感没有依托 , 空虚

无聊。

【出处】巴金《灭亡》八 : “我百无聊赖地

又混过了五天。”

【例句】在 ～中 , 随手抓过一本书 , 科学

也好 , 文学也好 , 心不在焉地往下看。

【反义】穷愁潦倒  穷极无聊

【辨析】“赖”不可写作“懒”; ～常用在

“感到”、“觉得”一类词后。

百依百顺
【注音】bǎi yībǎi shùn

【释义】依、顺 : 顺从。样样依从 , 怎么

说就怎么做。形容一切都顺从对方。

【出处】明·凌�初《初刻拍案惊奇》第

十三卷 : “做爷娘的百依百顺 , 没一事

违拗了他。”

【例句】父母对这个独生女儿 ～, 把她

娇惯坏了 , 以致什么都不会干。

【近义】言听计从  千随百顺

【反义】我行我素  刚愎自用

百战百胜
【注音】bǎi zhàn bǎi shènɡ

【释义】每次战斗都获胜。形容善于作

战 , 所向无敌。也比喻工作连续取得

胜利。

【出处】《管子·七法》: “是故以众击

寡 , 以治击乱, 以富击贫, 以能击不

能 , 以教卒练士击驱众白徒, 故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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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胜 , 百战百胜。”

【例句】这位出生入死的老将军 , ～, 功

勋卓著。

【近义】战无不胜

【反义】望风披靡

百无一失
【注音】bǎi wúyīshī

【释义】失 : 差错 , 过错。形容十分有把

握 , 绝对不会出差错。也作’百不一

失”、“万无一失”。

【出处】唐·裴眊《聂隐娘》: “( 隐娘)

一年后刺猿�?百无一失。”

【例句】这项军事任务很重要, 不仅要

完成 , 而且要做到 ～。

百折不挠
【注音】bǎi zhébùnáo

【释义】折 : 挫折。挠 : 弯曲, 引申为屈

服。无论受多少挫折也不退缩或屈

服。形容意志坚强 , 品节刚毅。

【出处】汉·蔡邕《桥太尉碑》: “有百折

不挠 , 临大节而不可夺之风。”

【例句】我们应该是拥护真理, 从斗争

中寻求真理的 ～的战士 , 以文艺作品

鼓动人民革命斗争的热情。

【近义】不屈不挠

【反义】半途而废

【辨析】“挠”不可读作“rǎo”, 也不可写

作“扰”。 ～和“不屈不挠”都有“坚

毅、不退缩”的意思。区别主要在于:

～着重指“不退缩动摇”, 多形容意志

坚强 ; “不屈不挠”着重指“不退缩屈

服”, 多形容斗志顽强。 ～还含有“受

到无数次挫折”之意 , 是“不屈不挠”

所没有的。

百问不厌
【注音】bǎi wèn bùyàn

【释义】厌 : 厌烦。怎么询问也不厌烦。

形容服务态度好。

【例句】百货大楼的营业员对待顾客,

不论老少 , 买多买少, 总是笑脸相迎 ,

～。

百足之虫, 死而不僵
【注 音】bǎi zǔ zhīchǒnɡ, sǐěr bù

jiānɡ

【释义】百足 : 多节多足虫 , 切断仍能蠕

动。僵 : 仆 , 倒。比喻重要人物虽死 ,

或权贵之家已败 , 但其残余势力或影

响仍然存在。

【出处】《红楼梦》二回 : “古人有言

‘～’, 如今虽然说不似先前那样兴

盛 , 较之平常仕宦人家, 到底气象不

同。”

【例句】虽然他生意做垮了 , 但是 ～, 不

久他又可能翻上来。

百战不殆
【注音】bǎi zhàn bùdài

【释义】殆 : 危险。作战百次也不失败。

形容每战必胜。

【例句】他能审时度势 , 详察敌情 , 所以

～, 人们称他是常胜将军。

【反义】一败涂地

稗官野史
【注音】bài ɡuān yěshǐ

【释义】稗官 : 古代专给帝王讲述街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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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议与风俗故事的小官 , 后称小说或

小说家。野史 : 古代私人编撰的史

书 , 泛指记载逸闻琐事的作品。

【出处】清·袁枚《祭妹文》: “汝来床

前 , 为说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 聊

资一欢。”

【例句】～这个成语 , 指的是小说野史。

【辨析】“稗”不可读作“bēi”。

bɑn

班门弄斧
【注音】bān mén nònɡfǔ

【释义】班 : 鲁班 , 即公输盘 , 古代巧匠。

弄 : 舞弄。在鲁班门前耍弄斧头。比

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

【出处】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

与梅圣俞书》: “昨在真定, 有诗七八

首 , 今录去 , 班门弄斧 , 可笑可笑。”

【例句】我不是文艺行家, 对于艺术不

敢 ～。

【近义】布鼓雷门  贻笑大方

【反义】虚怀若谷  自知之明

【辨析】“班”不可写作“斑”; “弄”不可

读作“lònɡ”。

班师回朝
【注音】bān shīhuícháo

【释义】班 : 调回。调动出征的军队返

回首都。也指出征的军队胜利返回,

现多喻指完成某种任务后归来。

【例句】这个工程干完后, 我们就可以

～了。

【近义】得胜凯旋

【反义】铩羽而归

斑驳陆离
【注音】bān bólùlí

【释义】斑驳 : 颜色错杂。陆离 : 参差纷

乱。

【出处】屈原《离骚》: “纷总总其离合

兮 , 斑驳陆离其上下”。

【例句】在三门峡工程中挖出了不少 ～

的青铜器 , 经检验, 都是几千年的古

物。

【近义】光怪陆离  五彩缤纷

搬弄是非
【注音】bān nònɡshìfēi

【释义】搬弄 : 挑拨。说长道短 , 挑拨生

事。

【出处】元·李寿卿《伍员吹萧》第一

折 : “他在平公面前 , 搬弄我许多的是

非。”

【例句】我们要时刻警惕 ～的人。

【辨析】～和“鼓唇摇舌”都能指“挑拨

生事”。区别在于 : ①它们各有自己

的特殊意义 : ～为“把别人的话搬来

搬去”; “鼓唇摇舌”为“凭着口才好,

擅于花言巧语”。②“鼓唇摇舌”还能

表示“凭着口才进行煽动或游说”和

“卖弄口才”的意思 ; ～无此意。

半壁江山
【注音】bàn bìjiānɡshān

【释义】半壁 : 半边。江山 : 国土。指外

敌入侵后残存的部分国土或被侵略

者占领的部分国土。

【出处】( 清 ) 蒋士铨《临川梦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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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半壁河山 , 被老夫断送了。”

【例句】自岳飞死后, 南宋的 ～岌岌可

危了。

【近义】残山剩水

【反义】一统山河

【辨析】～和“残山剩水”都有“零碎的,

不完整的国土”的意思。区别在于:

～重在比喻遭到敌人侵略之后保留

下来的或丧失的部分国土; “残山剩

水”重在指沦亡或经过变乱后的国

土 , 亦指残破凋零的山水景物。

半截入土
【注音】bàn jiérùtǔ

【释义】半截身子已埋入地中。形容人

到晚年 , 临近死亡。

【出处】宋代苏轼《东坡志林》卷十二:

“汝已半截入土 , 犹争高下乎?”

【例句】光阴无情 , 当年的小伙子 , 竟成

了 ～的老人了。

【近义】垂暮之年

半斤八两
【注音】bàn jīn bāliǎnɡ

【释义】旧制十六两为一斤, 八两等于

半斤 , 比喻彼此相同。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 “一个

重半斤 , 一个重八两。”

【例句】这两位拳击手是 ～。

【近义】不相上下

【反义】截然不同

半路出家
【注音】bàn lùchūjiā

【释义】不是从小而是中途才离开家去

当和尚或尼姑。比喻中途改行 , 去从

事与原来不同的工作。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第四十九

回 : “妖邪道 : ‘你原来是半路上出家

的和尚。’”

【例句】我以前学的是英语, 学法语是

～。

【反义】科班出身

半死不活
【注音】bàn s ǐbùhuǒ

【释义】形容处于垂死状态。也形容人

毫无生气或事业萧条。

【出处】《在烈日和暴雨下》: “他就那么

半死不活地 , 低着头一步一步地往前

拽。”

【例句】听说临刑的头一天 , 即是昨天 ,

站笼上还有几个 ～的人 , 都收监了。

【近义】奄奄一息  气息奄奄

【反义】生气勃勃  生龙活虎

半途而废
【注音】bàn túér fèi

【释义】途 : 道路。废 : 指停止。半路上

停下来不再前进。比喻做事有始无

终。

【出处】《礼记·中庸》: “君子遵道而

行 , 半涂( 途) 而废 , 吾弗能已矣。”

【例句】他没有恒心, 致使工作 ～。

【近义】有始无终

【反义】坚持不懈

半推半就
【注音】bàn tuībàn jiù

【释义】推 : 推辞。就: 走向, 靠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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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辞又接受。形容心里愿意表面推

辞的样子。

【出处】元·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

一折 : “半推半就, 又惊又爱, 檀口�

香腮。”

【例句】同学们选他做学生会主席, 他

～, 还是答应下来了。

【近义】不即不离

【反义】坚决不从

半吞半吐
【注音】bàn tūn dàn tǔ

【释义】说一半留一半。形容说话不直

截了当。也作“半吐半露”。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五十回:

“因贾母尚未说明 , 自己也不好拟定,

遂半吐半露告诉贾母道: ‘可惜了这

孩子没福! 前年他父亲就没了。’”

【例句】一问起你的工作情况, 你总是

～的 , 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近义】吞吞吐吐

【反义】直言不讳

半文不白
【注音】bàn wén bùbái

【释义】文 : 文言。白 : 白话。既不像文

言 , 也不像白话, 指文言和白话夹杂

在一起。

【出处】《和青年同志们谈写信》: “写信

要明白如话 , 不要掉书袋, 不要写半

文不白的语句。

【例句】～、半死不活的语言 , 人民大众

是不欢迎的。

半信半疑
【注音】bàn xìn bàn yí

【释义】将信将疑的样子。

【例句】他虽说得有理 , 但我仍是 ～, 因

为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近义】将信将疑  疑信参半

【反义】无可置疑  坚信不疑

半夜三更
【注音】bàn yèsān ɡēnɡ

【释义】三更 : 旧时把一夜分为五更 , 每

更约两个小时, 三更是夜 11 点到凌

晨 1 点。形容夜已很深。

【出处】元·马致远《青衫泪》第三折:

“这船上什么人 , 半夜三更 , 大呼小叫

的。”

【例句】都 ～了 , 你还要上哪儿去?

【近义】深更半夜  三更半夜

【反义】青天白日  日上三竿

【辨析】“更”在此处不可读作“ɡènɡ”。

bɑnɡ

榜上无名
【注音】bǎnɡs hànɡwúmínɡ

【释义】榜 : 录取的名单。名单上无名。

泛指考试未被录取 , 也指未被选中。

【出处】元·曾瑞《留鞋记》楔子 : “自谓

状元探手可得, 岂知时运不济, 榜上

无名 , 屡次束装而回。”

【例句】这次招聘你怎么又 ～?

【近义】名落孙山

【反义】金榜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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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棒打鸳鸯
【注音】bànɡdǎyuān yānɡ

【释义】鸳鸯: 水鸟, 羽色鲜丽, 雌雄形

影不离, 常用来比喻恩爱情侣或夫

妻。用棒子打散一对鸳鸯。多用来

比喻使用强硬手段拆散夫妻或情侣。

【出处】明·孟称舜《鹦鹉墓贞文记·

死要》: “他一双儿女两情坚, 休得棒

打鸳鸯作话传。”

【例句】你这种 ～的行为 , 是违反《婚姻

法》的。

【反义】成人之美

傍人篱壁
【注音】bànɡrén líbì

【释义】傍 : 依靠、依附。依附于别人的

篱笆墙。比喻自己根基薄弱 , 不能自

立 , 依赖或模仿别人, 没有自己的见

解。

【出处】宋·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

仙书》: “仆之《诗辨》⋯⋯即非傍人篱

壁 , 拾人涕唾得来者。”

【例句】～, 终不是长远之计!

【近义】寄人篱下

bɑo

包藏祸心
【注音】bāo cánɡhuòxīn

【释义】祸心: 害人的心。心里隐藏着

害人的坏主意。

【出处】《左传·昭公元年》: “小国无

罪 , 恃实其罪。将恃大国之安靖己,

而无乃包藏祸心以图之。”

【例句】谁愿意同 ～的坏家伙交朋友

呢?

【近义】居心叵测  佛口蛇心

【反义】与人为善  胸怀坦荡

包办代替
【注音】bāo bàn dài tì

【释义】包办 : 一手办理 , 独自负责。指

把所有工作包揽 , 不让旁人插手。

【例句】任何工作都应群策群力而不搞

～。

【辨析】～和“越俎代庖”都有“抢做别

人的事情”的意思。区别在于: ① ～

强调“包办”; “越俎代庖”强调“越

权”。② ～常表示一种工作作风、工

作方法 ; “越俎代庖”不能。

包罗万象
【注音】bāo luówàn xiànɡ

【释义】包罗: 包容, 容纳。万象 : 宇宙

间各种各样的景象、事物。形容内容

丰富 , 应有尽有。

【出处】《黄帝宅经》卷上 : “所以包罗万

象 , 举一千从。”

【例句】 �红楼梦》里反映社会现象 , 经

济关系是那样地错综复杂, 真是 ～,

洋洋大观。

【近义】无所不包  应有尽有

【反义】空空如也  一无所有

【辨析】～和“无所不包”都表示“包含

的东西非常之多”的意思。区别在

于 : ～着重于“十分庞杂”; “无所不

包”着重于“一无遗漏”, 语意范围大

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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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经风霜
【注音】bǎo jīnɡfēnɡshuānɡ

【释义】饱 : 充分。经 : 经历。风霜 : 比

喻艰难困苦。形容经历过长期艰难

困苦生活的磨炼。

【例句】大爷那慈祥的脸上, 布满了 ～

的皱纹。

【近义】饱经沧桑

饱经忧患
【注音】bǎo jīnɡyōu huàn

【释义】饱 : 充分; 经 : 经历。长期、多次

经历过忧愁、困苦 , 社会经验丰富。

【出处】郭沫若《司徒·司马·司空》:

“饱经忧患的中国人上了好些次大

当 , 并没有再给予地雷手以立即抽身

的机会。”

【例句】～的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

【近义】饱经风霜

【反义】未经沧桑

饱食暖衣
【注音】bǎo shínuán yī

【释义】吃的饱, 穿的暖, 生活富足, 无

忧无虑。

【出处】《孟子·滕文公上》: “人之有道

也 , 饱食暖衣 , 逸居而无教, 则近于禽

兽。”

【例句】我家乡农民的 ～问题, 早已解

决了。

【近义】丰衣足食

【反义】饥寒交迫

饱食终日
【注音】bǎo s hízhōnɡrì

【释义】终日 : 整天。整天吃得饱饱的 ,

指无所作为。

【出处】《论语·阳货》: “子曰: ‘饱食

终日 , 无所用心 , 难矣哉! ’”

【例句】爷爷退休了 , 也并不在家 ～, 无

所事事。

【近义】无所事事

【反义】夜以继日

【辨析】“终”不可读作“zōnɡ”。 ～和

“尸位素餐”都有不干事之意。区别

在于 : “尸位素餐”含有居高位而不尽

职之意 ; 而 ～无这方面意思。

饱经沧桑
【注音】bǎo jīnɡcānɡsānɡ

【释义】饱 : 充分地; 沧桑 : 沧海桑田。

意思是说沧海变桑田, 桑田变大海,

比喻世事变化很大。形容经历了许

多世事变化。

【例句】他爷爷 ～, 终于在晚年过上了

安定、幸福的生活。

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
【注音】bǎo s hízhōnɡrì, wúsuǒyònɡ

xīn

【释义】终日: 整天。整天吃饱了饭却

一点心思也不用。形容无所事事。

【出处】《论语·阳货》: “饱食终日, 无

所用心 , 难矣哉! ”

【例句】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的人岂不

成了废物。

【近义】无所事事  好逸恶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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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废寝忘食  夜以继日

报仇雪恨
【注音】bào chóu xuěhèn

【释义】雪 : 清洗掉。报冤仇 , 清除怨

恨。

【出处】《元曲选·关汉卿〈鲁斋郎〉

三》: “他将了俺的媳妇, 不敢向鲁斋

郎报仇雪恨。”

【例句】剿匪除霸 , 为人民 ～。

【近义】报仇雪耻

【反义】忍辱负重  忍气吞声

报仇雪耻
【注音】bào chóu xuěchǐ

【释义】雪 : 洗刷, 除去。报冤仇, 除耻

辱。也作“报怨雪耻”。

【出处】《战国策·燕策二》: “若先王之

报怨雪耻 , 夷万乘之强国。”

【例句】抗战时期, 全国人民的共同心

愿是 : “我们一定要把侵略者赶出去,

～! ”

抱残守缺
【注音】bào cán shǒu quē

【释义】死守着残缺陈旧的东西不放。

形容思想保守 , 不肯接受新事物。

【出处】汉·班固《汉书·刘歆传》: “犹

欲保残守缺 , 挟恐见破之私意, 而无

从善服义之公心。”

【例句】不清除 ～的旧观念, 就不能很

好地投身改革的大潮。

【近义】因循守旧  墨守成规

【反义】推陈出新  标新立异

抱恨终天
【注音】bào hèn zhōnɡtiān

【释义】恨 : 遗憾。终天 : 终生。指一辈

子都心存遗憾。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十

一回 : “今老母已丧 , 抱恨终天。”

【例句】一个人如果虚度光阴, 到头来

一事无成 , 那是要 ～的。

【近义】报恨终身  死不瞑目

【反义】死而无憾  死而不悔

【辨析】～和“终天之恨”都表示一生含

恨 , 不可弥补的意思。区别在于: ～

是含恨一辈子 ; 而“终天之恨”是至死

也不能清除的憾恨。

抱头鼠窜
【注音】bào tóu shǔcuàn

【释义】抱着头像老鼠一样逃窜。形容

受到沉重打击后仓皇逃命的狼狈相。

【出处】汉·班固《汉书·蒯通传》: “常

山王抱头鼠窜 , 以归汉王。”

【例句】敌军遭遇我军埋伏 , 被打得 ～,

溃不成军。

【近义】逃之夭夭  落荒而逃

【反义】大摇大摆  勇往直前

抱薪救火
【注音】bào xīn jiùhuǒ

【释义】薪 : 柴草。抱着柴草去灭火。

比喻本想消除祸害, 但由于方法错

误 , 反使灾祸更大。

【出处】《战国策·魏策》: “以地事秦 ,

譬如抱薪而救火也, 薪不尽而火不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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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他们斗得这么激烈, 是因为你

那次调解不当 , 有如 ～。

【近义】扬汤止沸  火上浇油

【反义】釜底抽薪  雪中送炭

【辨析】～和“火上浇油”都有使火势更

加扩大的意思。但是 ～多为无意 ; 而

“火上浇油”多为有意。“火上浇油”

多用于增加愤怒情绪和助长事态扩

大等方面。

暴风骤雨
【注音】bào fēnɡzhòu yǔ

【释义】暴、骤 : 猛烈 , 急速。迅猛的大

风大雨。

【出处】《老子》第二十三章 : “故飘风不

终朝 , 骤雨不终日。”( 飘风: 旋风, 暴

风。)

【例句】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 其势如

～, 迅猛异常。

【近义】狂风暴雨  急风暴雨

【反义】和风细雨  春风化雨

暴虎冯河
【注音】bào hǔpínɡhé

【释义】暴虎: 空手打虎; 冯河: 涉水过

河。徒手和虎搏斗 , 徒步过大河。

【出处】元·关汉卿《鲁斋郎》第四折:

“张孔目缘木求鱼, 鲁斋郎暴虎冯

河。”

【例句】敌众我寡还要硬拼 , 简直是 ～。

【辨析】“冯”不可读作“fénɡ”。

暴戾恣睢
【注音】bào lìzìsuī

【释义】暴戾: 残暴凶狠; 恣睢: 横行霸

道 , 凶狠残暴 , 任意妄为。

【出处】《史记·伯夷列传》: “盗跖日杀

无辜 , 肝人之肉, 暴戾恣睢 , 聚党数千

人 , 横行天下。”

【例句】清朝末年, 西太后统治时期,

～, 丧权辱国 , 顽固腐朽, 加速了清王

朝的灭亡。

【近义】穷凶极恶

【反义】慈眉善目

暴露无遗
【注音】bào lùwúyí

【释义】暴露 : 显露 , 显现 ; 遗 : 遗漏。全

部、彻底地暴露了出来, 没有丝毫遗

漏。

【例句】鸦片战争失败后, 清政府在政

治上、军事上的腐败 ～。

暴殄天物
【注音】bào tiǎn tiān wù

【释义】暴 : 残害。殄: 灭绝。天物: 自

然界的生物。原为不按照礼制规矩

打猎 , 滥加捕杀各种生物。后泛指不

爱惜财物 , 任意损害、糟蹋。

【出处】唐·杜甫《又观打鱼》: “吾徒胡

为纵此乐 , 暴殄天物圣所哀。”

【例句】许多老师看见学生把饭菜洒得

满桌都是 , 大发感慨 : “这真是 ～啊! ”

【近义】挥霍无度

【反义】克勤克俭

【辨析】“殄”不可读作“zhēn”。

暴跳如雷
【注音】bào tiào rúléi

【释义】暴 : 急躁。跳着吼叫 , 好像打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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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猛烈。形容急躁大怒的样子。

【出处】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六

回 : “严贡生越发恼得暴跳如雷。”

【例句】这个孩子宠得不得了, 稍不如

意就 ～。

【近义】大发雷霆  火冒三丈

【反义】心平气和  怒不变容

【辨析】～和“大发雷霆”都可形容发怒

像打雷似的猛烈。区别在于 : ～含有

“跳脚吼叫”之意; “大发雷霆”没有。

“大发雷霆”一般用于斥责场合 ; ～不

一定。

bei

杯弓蛇影
【注音】bēi ɡōnɡshéyǐnɡ

【释义】比喻因疑虑恐惧而自相惊扰。

【出处】《晋书·乐广传》里说, 乐广一

次请客吃饭 , 挂在墙上的弓照在酒杯

里 , 有个客人以为是蛇, 回去就老是

不放心 , 因而得了病。乐广知道后又

把那客人请来, 还在原处吃饭喝酒,

让他明白了杯子里有蛇影的真相 , 这

个客人的病就好了。

【例句】自从那次火灾后, 村民一听到

孩子的惊叫就 ～, 以为又是哪一家失

火了。

【近义】风声鹤�  草木皆兵

【反义】处之泰然  谈笑自若

杯盘狼藉
【注音】bēi pán lánɡjí

【释义】狼藉: 杂乱的样子。形容杯盘

碗筷乱七八糟的样子。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滑稽列

传》: “履舄交错 , 杯盘狼藉。”

【例句】宴会的气氛异常热烈, 宾主尽

欢 , 直到午夜 2 点 , 桌上 ～才散去。

【近义】乱七八糟  杂乱无章

【反义】井然有序  井井有条

【辨析】“藉”不可读作“jiè”。

杯水车薪
【注音】bēi shuǐchēxīn

【释义】用一杯水去救一车燃起大火的

柴草。比喻无济于事。

【出处】《孟子·告子上》: “今之为仁

者 , 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

【例句】我需要一万元应急, 你只借我

一百块 , 这岂不是 ～吗?

【近义】无济于事  粥少僧多

【反义】如汤沃雪  立竿见影

卑鄙龌龊
【注音】bēi bǐwòchuò

【释义】龌龊: 肮脏。指品质、行为恶

劣。

【例句】国际间谍采用一切 ～的手段,

为主子提供颠覆其他国家的材料。

【近义】卑鄙无耻

【反义】光明磊落

卑鄙无耻
【注音】bēi bǐwúchǐ

【释义】形容人的品质、行为卑下恶劣 ,

没有羞耻心。

【出处】《最后一次讲演》: “反动派挑拨

离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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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搞权术的人常使用 ～的手段骗

取荣誉。

【反义】德厚流光

【辨析】“鄙”不可读作“bì”。

卑躬屈膝
【注音】bēi ɡōnɡqūxī

【释义】卑躬: 低头弯腰。屈膝: 下跪。

形容谄媚讨好、毫无骨气的奴才相。

【例句】为了讨好上司, 他谄媚逢迎,

～。

【近义】卑躬屈节  卑躬折节

【反义】刚正不阿

【辨析】～和“奴颜媚骨”的意义相近。

但是 ～着意于从动作上描写奴才相;

而“奴颜媚骨”着意于从形象上刻画

奴才相。

卑之无甚高论
【注音】bēi xhī, wúshèn ɡāo lùn

【释义】卑 : 低下, 指压低。之: 指谈论

的内容。高论 : 指不切实际的议论。

原意指汉文帝要张释之从当前的实

际问题来谈, 不要过分地发空论。后

指较低的、平庸的见解。

【例句】他说: “是的, 这好像是废话,

～。”

悲不自胜
【注音】bēi bùzìshènɡ

【释义】胜 : 经受得住。悲伤得自己都

承受不了。形容悲伤到极点。

【出处】北周·庾信《哀江南赋序》: “燕

歌远别 , 悲不自胜。”

【例句】母亲去世的噩耗传来 , 他 ～, 失

声痛哭起来。

【近义】悲痛欲绝

【反义】喜不自禁

悲欢离合
【注音】bēi huān líhé

【释义】悲伤、欢乐、别离、团聚。泛指

生活中的种种境遇和心情。

【例句】这部电视剧对姜敏一家 ～的描

写 , 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辨析】此词虽举四种境况, 但侧重

“悲”与“离”, 用时应注意。

悲天悯人
【注音】bēi tiān mǐn rén

【释义】天 : 天命 , 指时世。悯 : 怜悯。

哀叹时世艰辛, 怜悯百姓疾苦。形容

对社会腐败和民生疾苦的激愤忧伤。

【出处】唐·韩愈《争臣论》: “诚畏天命

而悲人穷也。”

【例句】谁都知道他是一个害人虫, 他

却一个劲儿吹嘘自己一向 ～, 真不知

羞耻。

【近义】忧心忡忡

【反义】随遇而安  自得其乐

悲痛欲绝
【注音】bēi tònɡyùjué

【释义】绝 : 穷尽。悲哀伤心到了极点。

也作“悲恸欲绝”、“哀痛欲绝”。

【例句】她听到妹妹遭到车祸的不幸消

息 , ～。

【反义】欣喜若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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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悲喜交集
【注音】bēi xǐjiāo jí

【释义】悲伤和喜悦的心情交织在一

起。也作“悲喜交加”。

【出处】《晋书·王訥( yì) 传》: “当大明

之盛 , 而守局遐外 , 不得奉瞻大礼 , 闻

问之日 , 悲喜交集。”

【例句】那里遭受水灾的百姓, 当接到

政府派人送去的钱和物资时, 无不

～。

北面称臣
【注音】běi miàn chēnɡchén

【释义】古代帝王面南而坐, 臣子拜见

帝王则面北。指降顺或臣服于人。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

列传》: “君王宜郊迎 , 北面称臣。”

【例句】盛唐时期 , 边陲小国 ～, 社会呈

现出一片安定繁华的景象。

【反义】南面称孤

北辙南辕
【注音】běi zhénán yuán

【释义】辕 : 车前驾牲口用的横木 , 引申

指车。辙 : 车轮碾过的痕迹, 引申指

道路。本要向南行。而车子却往北

开。比喻行动跟目的相反。

【出处】洪日
升 《长生殿·觅魂》: “多谢娘

娘指引。枉了上下俄延 , 都做了北辙

南辕。”

【例句】你说今天去南湖游玩, 怎么又

穿上了工作服 , 这真是 ～。

【反义】殊途同归

背道而驰
【注音】bèi dào ér chí

【释义】背 : 反方向。道 : 道路。驰: 奔

跑。朝方向相反的道路奔跑。比喻

彼此的方向目标完全相反。也指对

着干 , 或违背正道行事。

【出处】唐·柳宗元《河东先生集·杨

评事文集后序》: “其余各探一隅, 相

与背驰于道 , 其去弥远。”

【例句】他说的是一套 , 做的又是一套 ,

言行 ～。

【近义】南辕北辙  适得其反

【反义】如出一辙  并驾齐驱

背井离乡
【注音】bèi jǐnɡlíxiānɡ

【释义】背 : 离开 ; 井 : 指家乡。离开家

乡 , 到外地去。多指由于生活不下

去 , 被迫离开家乡。也作“离乡 背

井”。

【出处】元·马致远《汉秋宫》第三折:

“背井离乡 , 卧雪眠霜。”

【例句】在旧中国, 大多数华侨是由于

生活所迫 , ～, 出国谋生。

【反义】叶落归根  衣锦还乡

【辨析】“井”不可理解为“水井”。

背水一战
【注音】bèi shuǐyīzhàn

【释义】背水: 背靠河水。背靠河水决

战 , 形容不留后路 , 决一死战。

【出处】《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 , 汉

将韩信带兵去攻赵军, 出了井陉口,

布置了一万人背水列阵, 与赵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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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汉军前临大敌 , 后无退路, 都拚

死做战 , 结果大败赵军。

【例句】预选赛出线的全部希望就在这

最后一搏 , 队员们决心 ～。

【近义】破釜沉舟  背城借一

背城借一
【注音】bèi chénɡjièyī

【释义】背城 : 背向自己的城堡; 借一:

凭借最后一战 , 背靠自己的城堡与敌

人决一死战。

【出处】《左传·成公二年》: “请收拾余

烬 , 背城借一。”

【例句】自以为用了 ～的力量, 必然有

旋乾转坤的功劳。

【近义】背水一战

【反义】重整旗鼓

【辨析】～和“背水一战”都有与敌人决

一死战的意思。但是 , ～是指在自己

城下同敌人决一死战, 多用于书面

语 ; “背水一战”指没有退路, 与敌人

最后决一死战 , 语意较重, 使用频率

高。

背信弃义
【注音】bèi xìn qìyì

【释义】背 : 违背。信: 信用。弃 : 抛弃。

义 : 道义。不守信用 , 不讲道义。

【出处】《北史·周本纪》: “背惠怒邻,

弃信忘义。”

【例句】成果是大家一起取得的, 他却

～, 据为己有 , 大肆吹嘘自己。

【近义】见利忘义  自食其言

【反义】恪守不渝  一诺千金

【辨析】～和“忘恩负义”都含有“背弃

正义 , 不顾道义”的意思。区别在于 :

“忘恩”和“背信”。

ben

奔走呼号
【注音】bēn zǒu hūhào

【释义】一边奔跑, 一边呼喊。形容为

摆脱困境或实现某种事业而四处求

告 , 争取同情或支持。也形容逃难者

颠沛悲号的情景。

【出处】近代·蔡东藩《民国通俗演义》

四十二回 : “勇敢的国民 , 一经览到二

十一条件, 群以为亡国惨兆就在目

前 , 于是奔走呼号 , 力图挽救。”

【例句】眼看着弱智儿童不能受教育,

他心急如焚, 四处 ～, 终于建起了这

座启智学校。

【近义】奔走相告

奔走相告
【注音】bēn zǒu xiānɡɡào

【释义】走 : 跑。奔跑着互相转告。

【出处】《国语·鲁语下》: “士有陪乘 ,

告奔走也。”

【例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

村子里的人们 ～, 欢喜若狂。

【近义】欣喜若狂  乐不可支

【反义】呆若木鸡

本来面目
【注音】běn lái miàn mù

【释义】原为佛家用语, 指人本有的心

性。后指事物本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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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宋·苏轼《老人行》诗: “或安

贫 , 或安富 , 或爵通侯封万户 , 一任秋

霜换鬓毛 , 本来面目长如故。”

【例句】研究历史, 是要弄清过去事情

的 ～, 才能温故而知新。

【近义】真相大白  原形毕露

【反义】涂脂抹粉  乔装打扮

【辨析】～和“庐山真面目”意义很近

似。区别在于 : ～着重于“本来的( 面

目、样子 ) ”; “庐山真面目”着重于

“真实的( 面目、样子) ”

本性难移
【注音】běn xìnɡnán yí

【释义】移 : 改变。指长期形成的癖好

或习惯 , 难以改变。

【出处】元·仲贤《柳毅传书》楔子 : “想

他每无恩义 , 本性难移。”

【例句】～是资本家贪财的特性。

【辨析】“性”不可写作“姓”。

本末倒置
【注音】běn mòdào zhì

【释义】本 : 树根末; 树梢。置: 放置。

比喻把事物的主次轻重弄颠倒了。

【例句】这种混淆视听, ～的做法是十

分恶劣的。

【近义】轻重倒置  舍本求末

【反义】以一持万  本末相顺

笨鸟先飞
【注音】bèn niǎo xiān fēi

【释义】比喻能力差的人, 只好做事先

走一步 , 比别人勤奋一些。多用作自

谦之辞。

【例句】我能力不如别人 , 只好 ～了。

【近义】慢鸟先飞

笨嘴拙舌
【注音】bèn zuǐzhuōshé

【释义】拙 : 笨。嘴笨 , 口才不好。也作

“笨口拙舌”。

【例句】我 ～, 还是你来讲吧。

【反义】伶牙俐齿

【辨析】“嘴”不可写作“咀”。

bi

逼上梁山
【注音】bīshànɡliánɡs hān

【释义】 �水浒传》里有林冲等人被官府

逼迫而投奔梁山造反的故事。后用

以比喻被迫进行反抗或不得不采取

某种行动。

【例句】林冲屡遭官府迫害 , 被 ～, 扯旗

造反。

【近义】铤而走险  迫不得已

【反义】自觉自愿  自告奋勇

比比皆是
【注音】bǐbǐjiēshì

【释义】比比: 到处。到处都是。形容

很多。

【出处】宋·朱弁《曲洧 ( wěi) 旧闻》

七 : “秉笔之士所用故实 , 有淹贯所不

究者 , 有蹈前人旧辙而不讨论所从来

者 , 譬侏儒观戏, 人笑亦笑 , 谓众人决

不误我者 , 比比皆是也。”

【例句】你找彩色贝壳吗? 海滩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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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俯拾即是  比比皆然

【反义】寥寥无几  屈指可数

比肩继踵
【注音】bǐjiān jìzhǒnɡ

【释义】比 : 并。踵 : 脚跟。肩膀挨着肩

膀 , 脚尖碰着脚跟。形容人多拥挤。

【出处】《晏子春秋·杂下》: “张袂

( mèi, 衣袖 ) 成阴, 挥汗成雨, 比肩继

踵而在 , 何为无人?”

【例句】春运的车站内 ～的拥挤、喧哗

⋯⋯到处人满为患。

【近义】挨肩擦背

【反义】形单影只

比目连枝
【注音】bǐmùlián zhī

【释义】比目 : 比目鱼 , 传说此鱼一目,

须两两相并始能游行。常用来比喻

情爱深挚的夫妻、情侣或形影不离的

朋友 ; 连枝: 连在一起的树枝。比喻

有情者不能分离。

【出处】唐·卢照邻《长安古意》诗 : “得

成比目何辞死 , 愿作鸳鸯不羡仙。”

【例句】他二人早已 ～, 用不着你再去

从中撮合。

【近义】比翼连枝

比翼双飞
【注音】bǐyìshuānɡfēi

【释义】比翼: 翅膀紧靠翅膀。借比翼

鸟的双宿双飞 , 比喻夫妇恩爱, 形影

不离。

【出处】《乐雅·释地》: “南方有比翼鸟

焉 , 不比不飞 , 其名谓之鹣鹣。”

【例句】我们祝愿新婚夫妇在事业上也

是 ～, 并肩前进!

【近义】凤凰于飞

【反义】劳燕分飞

【辨析】～和“夫唱妇随”都有“夫妻感

情好”的意思。区别在于: ～比喻夫

妻形影不离 , 相亲相爱; “夫唱妇随”

重在指妻子顺从丈夫 , 不能违拗。

匕鬯不惊
【注音】bǐchànɡbùjīnɡ

【释义】匕 : 古代的一种小勺子; 鬯 : 古

代祭祀活动没有受到惊扰。形容军

纪严明 , 军队所到之处百姓不受惊

扰。

【出处】《周易·震》: “震惊百里 , 不丧

匕鬯。”

【例句】这支军队所到之处 ～, 深受群

众的拥护和爱戴。

【近义】令行禁止

【反义】鸡犬不宁

笔底生花
【注音】bǐdǐshēnɡhuā

【释义】笔下长出花来。形容文章写得

十分美妙。也作“笔头生花”。

【出处】五代 ( 后唐 ) 冯贽《云仙杂记》

卷十 : “李太白少梦笔头生花 , 后天才

赡逸 , 名闻天下。”

【例句】像你这样 ～的大作家, 写一篇

散文还不是轻而易举!

【近义】妙笔生花

【反义】江郎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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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笔墨官司
【注音】bǐmòɡuān sī

【释义】笔墨 : 借指文字或文章; 官司:

指诉讼 , 借指为争论。比喻用文字进

行的辩解。

【例句】这场打了二十年的 ～, 至今仍

无定论。

【近义】笔诛墨伐

【反义】兵戎相见

彼一时, 此一时
【注音】bǐyīshí, cíyīshí

【释义】那是一个时候, 现在又是一个

时候。表示时势不同, 情况随之改

变。

【出处】《史记·滑稽列传》: “彼一时

也 , 此一时也 , 岂可同哉?”

【例句】～ , 清朝该去考秀才 , 捐监生,

现在就只得进学校。

必恭必敬
【注音】bìɡōnɡbìjìnɡ

【释义】非常的恭敬。也形容十分端

庄 , 很有礼貌。

【出处】《诗经·小雅·小弁》: “维桑与

梓 , 必恭敬止。”

【例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我们必须

抱着 ～的态度向他们学习。

【近义】肃然起敬

【反义】出言不逊

【辨析】“敬”不可读作“jìn”。

必由之路
【注音】bìyǒu zhīluù

【释义】由 : 经过。必须经过的道路。

【出处】《为中华腾飞立志成才》: “光辉

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的必由之

路。”

【例句】武装斗争 , 夺取政权 , 这是中国

人民在民主革命时期获得解放的 ～.

【近义】必经之路

闭关锁国
【注音】bìɡuān s uǒɡuó

【释义】封闭关口, 封锁国境。指不同

外国通商往来。

【例句】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必须

改革开放 , 而不能 ～。

闭关自守
【注音】bìɡuān zìshǒu

【释义】封闭关口, 自行防守。原指不

与外国往来。后泛指不与外界交往、

不受外界影响。

【出处】《新编五代史平话·周史》卷

上 : “无事则民勤于耕稼, 以广军储;

有事则民习于弓矢, 以莅武事。此真

霸王之资也。闭关自守, 又何忧乎?”

【例句】学术上不能搞 ～, 要广泛交流

才能互相促进。

【近义】闭关锁国

【反义】门户开放

闭门羹
【注音】bìmén ɡēnɡ

【释义】羹 : 有浓汁的食品。泛指关门

不见客人。也指造访时主人不在家。

【例句】小李说: “吃了个 ～! 这可咋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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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门却扫
【注音】bìmén quèsǎo

【释义】却 : 去掉, 停止。关上大门, 不

再打扫庭院路径。表示谢绝应酬 , 不

与外界交往。

【出处】《晋书·葛洪传》: “为人木讷,

不好荣利 , 闭门却扫 , 未尝交游。”

【例句】这位老人性格孤僻 , ～。

闭门思过
【注音】bìmén sīɡuò

【释义】关起门来反思自己的过错。

【出处】《汉书·韩延寿传》: “是日移病

不听事 , 因入卧舍 , 闭门思过。”

【例句】与其怨天尤人 , 不如 ～。

【近义】反躬自省  面壁思过

【反义】不思悔改

闭门造车
【注音】bìmén zào chē

【释义】关起门来造出的车子, 出门使

用时能与路上的车迹相合。原意是

只要按照统一规格 , 即使关起门来造

的 , 也符合标准。后人反其意而用

之 , 比喻脱离客观实际, 只凭主观办

事。

【典故】一匹马拉着车走了过去。有一

个人想 : 制造一辆车子困难吗? 不!

不! 该准备什么? 木材、锯子、铁板

⋯⋯把材料一样一样地准备好 , 再一

项一项地设计 , 使每一件东西都合乎

了规格。然后把门打开 , 拿到外面组

装起来成为一辆车子 , 就可能参加运

输工作了。

【例句】他自以为可 ～, 其实自己的设

想是脱离实际而行不通的。

闭目塞听
【注音】bìmùsètīnɡ

【释义】闭上眼睛, 堵上耳朵。形容不

接触外界事物 , 脱离现实。

【出处】汉·王充《论衡·自纪》: “闭目

塞聪 , 爱精自保。”亦作“闭目塞听”。

【例句】你 ～, 不了解下情, 不要瞎指

挥。

【近义】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反义】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闭月羞花
【注音】bìyuèxiūhuā

【释义】闭 : 指躲藏。使月亮躲藏 , 使花

儿羞惭。形容女子貌美。

【出处】《西厢记》三本三折: “二三日来

水米不粘牙 , 因姐姐闭月羞花。”

【例句】她天生拥有 ～之貌。

【近义】沉鱼落雁  倾国倾城

敝帚千金
【注音】bìzhǒu qiān jīn

【释义】敝 : 破的 , 坏的 ; 敝帚 : 很烂的扫

帚。比喻毫无价值的东西。虽然毫

无价值 , 也当宝贝, 不必要地过分地

爱惜。

【出处】汉·刘珍《东观汉记·光武帝

纪》: “一量放兵纵火 , 闻之可为酸鼻。

家有敝帚 , 享之千金。”

【例句】你觉得这件木偶玩具没什么了

不起 , 他却认为 ～, 因为这玩具是他

精心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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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帚自珍
【注音】bìzhǒu zìzhēn

【释义】敝帚: 破烂的扫帚。珍: 珍惜。

比喻东西虽差 , 自己却非常珍惜。

【出处】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

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葑菲

不弃 , 敝帚自珍。”

【例句】 �记一辆纺车》: “衣服旧了, 破

了 , 也‘～’, 舍不得丢弃。”

【近义】敝帚千金

筚路蓝缕
【注音】bìlùlán lǚ

【释义】筚路: 柴车。蓝缕 : 破衣服 , 驾

着柴车 , 穿着破衣。形容创业艰难。

【出处】唐·刘轲《代荀卿与楚相春申

君书》: “熊绎荜路蓝缕 , 以启荆蛮。”

【例句】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先驱者曾 ～

地开辟荆荒。

【近义】艰苦卓绝

弊绝风清
【注音】bìjuéfēnɡqīnɡ

【释义】弊 : 弊端, 害处。绝 : 断绝。风:

风气。清 : 洁净。弊端绝迹, 风气清

明。

【出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六十三

回 : “自以为弊绝风清 , 中间却不知受

多少蒙蔽。”

【例句】随着广大群众觉悟的提高, 我

们的社会将出现 ～的新局面。

【近义】拨乱反正  扬清激浊

【反义】世风日下  官官相护

碧水青山
【注音】bìshuǐqīnɡs hān

【释义】碧 , 青绿色。碧绿的水流 , 青翠

的山峦。形容富有生气而又秀丽的

山水。

【例句】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 有

～, 有戈壁高原⋯⋯

碧血丹心
【注音】bìxuèdān xīn

【释义】碧血 : 血化为碧玉 , 后指为正义

事业而流的血; 丹心: 忠心。形容满

腔热血 , 无限忠诚之心。也作“丹心

碧血”。

【出处】《庄子·外物》: “苌弘死于蜀,

藏其血三年 , 而化为碧。”

【例句】每个有志青年, 都应有报效祖

国的 ～。

壁垒森严
【注音】bìlěi sēn yán

【释义】壁垒 : 古代军营周围的防御建

筑物。森严 : 整齐严肃。形容防守很

严密。也作“森严壁垒”。

【例句】在这场足球比赛中, 我方的防

守 ～, 使对方无隙可乘。

【近义】严阵以待  固若金汤

【反义】不堪一击  一触即溃

【辨析】～和“严阵以待”都有“做好充

分的战斗准备”的意思。区别在于:

①“严阵以待”有“待待来犯的敌人”

的意思 ; ～没有这个意思。② ～有

“界限分明”的意思; “严阵以待”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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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实击虚
【注音】bìshíjīxū

【释义】躲开敌人强大的地方, 攻击薄

弱处。

【出处】《孙子·虚实》: “兵之形, 避实

而击虚。”

【例句】在战争中, 应采用灵活机动的

战略战术 , ～才能克敌制胜。

【反义】以卵投石  飞蛾投火

避实就虚
【注音】bìshíjiùxū

【释义】实 ; 实力 ; 就 ; 接近 , 趋向 ; 虚弱。

原指避开敌人的主力 , 攻击敌人的薄

弱环节。现也指办事先找出突破的

地方着手。

【出处】汉·刘安《淮南子·要略训》:

“避实就虚 , 若驱群羊。”

【例句】你的检讨不能 ～, 要认真检查

犯错误的原因。

避重就轻
【注音】bìzhònɡjiùqīnɡ

【释义】就 : 走向 , 靠近。避开繁重的任

务 , 承担轻松的工作。也指回避重要

问题而只涉及次要的方面。

【出处】《唐六典·工部尚书》: “少府监

匠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 , 将作监匠一

万五千人 , 散出诸州 , 皆取材强壮 , 技

能工巧者, 不能隐巧补拙 , 避重就

轻。”

【例句】他为人奸滑懒惰 , 每次大扫除,

总是 ～, 很为同学们不齿。

【近义】避实就虚  拈轻怕重

【反义】知难而进  实事求是

【辨析】“避”不可写作“辟”。

髀肉复生
【注音】bìròu fùs hēnɡ

【释义】髀 : 大腿。大腿的肉又长起来

了。表示虚度光阴, 无所作为的感

叹。

【出处】《三国演义》三十四回 : “玄德自

知语失 , 遂起身如厕。因见己身髀肉

复生 , 亦不觉潸然流涕。”

【例句】连日缠绵床席, 几令我有 ～之

叹。

【近义】无所事事  虚度年华

biɑn

鞭辟入里
【注音】biān pìrùlǐ

【释义】鞭辟 : 鞭策 , 激励。里 : 里头, 指

最里层。原形容学习深入 , 后多用指

文章或言论深刻透彻。

【例句】他分析问题 ～, 入木三分 , 实在

令人信服。

【近义】一针见血  入木三分

【反义】浮光掠影  词不达意

鞭长莫及
【注音】biān chánɡmòjí

【释义】及 : 达到。鞭子虽长 , 但不能打

到马肚子上。比喻力不能及。

【出处】《左传·宣公十五年》: “古人有

言曰 : ‘虽鞭之长 , 不及马腹。’”

【例句】他在新加坡 , 我们在香港 , 要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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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忙 , 真是 ～。

【近义】鞭不及腹  爱莫能助

【反义】力所能及  绰绰有余

变本加厉
【注音】biàn běn jiālì

【释义】本 : 原来。厉 : 义与“冽”同 , 冷。

原意指积水成冰 , 冰比原来的水更冷

了。

【出处】南朝梁代萧统《文选序》: “变其

本而加厉。”

【例句】鲁迅《看图识字》: “我们这些蠢

才 , 却还在 ～的愚弄孩子。”

变化多端
【注音】biàn huàduōduān

【释义】端 ; 头绪, 方向。形容变化很

多、很大 , 没有头绪。

【出处】明·冯梦龙《古今小说·陈从

善梅岭失浑家》: “这齐天大圣神通广

大 , 变化多端。”

【例句】这些钟乳石, 形状 ～, 颜色各

异。确实值得一看。

【反义】一成不变  千篇一律

变化无常
【注音】biàn huàwúchánɡ

【释义】变化很多 , 没有一定规律。

【例句】 �看云识天气》: “天上的云, 姿

态万千 , ～。”

【近义】变化多端  云谲波诡

【反义】依然如故  原封不动

变化无穷
【注音】biàn huàwúqiónɡ

【释义】穷 : 尽 , 完 , 结束。永远变化 , 没

有止境。

【出处】战国·楚·宋玉《高唐赋》: “须

臾之间 , 变化无穷。”

【例句】事物的发展虽然 ～, 但总有一

定的规律可循。

【反义】一成不变  千篇一律

变幻莫测
【注音】biàn huàn mòcè

【释义】变化奇异, 无法预测。形容事

物复杂多变。

【出处】唐·韩愈《殿中少监马君墓

志》: “当是时 , 见王于北亭 , 犹高山深

林 , 巨谷龙虎 , 变化不测, 杰魁人也。”

【例句】天气虽然 ～ , 但气象科学日渐

进步 , 大体上已能掌握其变化规律

了。

【近义】千变万化  变化多端

【反义】一成不变  依然如故

便宜行事
【注音】biàn yìxínɡshì

【释义】便宜 : 方便 , 适宜。根据当时当

地实际情况自行处理 , 不必请示。

【出处】汉·班固《汉书·循吏传》: “臣

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 得一切

便宜从事。”

【例句】他之所以很受领导赏识, 就是

因为他能遇事冷静处理 , ～。

【近义】见机行事  随机应变

遍地开花
【注音】biàn dìkāi huā

【释义】比喻好事情到处涌现或普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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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出处】魏焕宗等《山区巧打麻雀战》:

“史家赛的民兵 , 掌握了敌人夜间出

动的规律 , 打了他个伏击; 军城游袭

击的办法 , 消灭了鬼子二十多人⋯⋯

总之 , 这两三天是遍地开花。”

【例句】少儿足球在全国 ～, 中国足球

事业大有希望。

【近义】雨后春笋

【反义】一潭死水  万马齐�

遍体鳞伤
【注音】biàn tǐlíshānɡ

【释义】全身的伤痕像鱼鳞一样密。形

容伤势很重。

【出处】清·吴趼人《痛史》六回 : “打的

遍体鳞伤 , 着实是走不动了。”

【例句】几个歹徒挟持他到一处荒野,

把他打得 ～, 呻吟不绝。

【近义】体无完肤

【反义】安然无恙

biɑo

标新立异
【注音】biāo xīn lìyì

【释义】标 : 树立。异 : 奇异, 奇特。原

指特意创新, 立论与众不同。后指故

意提出新奇的主张 , 以显示自己。

【出处】《本说新语·文学》“标新理于

二家之表 , 立异义于众贤之外。”《隋

唐演义》三十一回 : “但今作者, 止取

体艳句娇 , 标新立异而已。”

【例句】别人都这样讲 , 这样做 , 就他一

个人 ～。

【近义】独树一帜  别出心裁  独辟蹊

径 拔新领异

【反义】抱残守缺  因循守旧  故步自

封 胶柱鼓瑟  老生常谈  老调重

弹 规行矩步  邯郸学步  奉行故

事 墨守成规  箫规曹随

彪形大汉
【注音】biāo xínɡdàhànɡ

【释义】彪 : 小老虎。体形如老虎那样

魁梧的大汉。

【出处】清·吴趼人《痛史》九回 : “二人

都是彪形大汉 , 浓眉广颡 , 燕领 虎

胆。”

【例句】厅堂里很肃静, 只有一个 ～昂

首挺胸坐在一张椅子上。

【辨析】～和“孔武有力”都形容人结

实。区别在于 : ～偏重于人的高大

上 ; 而“孔武有力”偏重于人的力量

上。

表里如一
【注音】biāo lǐrúyī

【释义】表 : 外表。里 : 内心。比喻思想

和言行完全一致。

【出处】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

附会》: “首尾周密 , 表里一体。”

【例句】同志们相信他 , 就因为他 ～, 襟

怀坦白 , 待人诚恳。

【近义】心口如一  言行一致

【反义】阳奉阴违  言行不符  言行相

悖 两面三刀  口是心非  金玉其

外 , 败絮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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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出心裁
【注音】biéchūxīn xái

【释义】心裁: 心中的构思筹划。构思

筹划独具一格 , 与众不同。

【出处】明·李贽《水浒全书发凡》: “今

别出心裁 , 不依旧样 , 或特标于目外,

或叠采于回中。”

【例句】在学校的文艺汇演上, 英语系

的同学以一个 ～的节目, 夺得一等

奖。

【近义】自出机杼  独辟蹊径  独树一

帜 别具匠心  别树一帜  匠心独

运 与众不同  别具慧眼  标新立

异

【反义】如法炮制  人云亦云  千篇一

律 拾人涕唾

【辨析】～和“独出心裁”意义很近似。

但有细微的差别: 由于“别”和“独”含

义不同 , 当强调“另外”的意思时, 宜

用 ～; 当强调“独自”的意思时, 宜用

“独出心裁”。

别具匠心
【注音】biéjùjiànɡxīn

【释义】匠心: 巧妙的构思。具有与众

不同的巧妙构思。

【出处】唐·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之

不按古 , 匠心独妙。”

【例句】他的这篇小说在艺术处理上可

以说是 ～, 不同凡响的。

【近义】别具一格

【反义】拾人牙慧

别具一格
【注音】biéjùyīɡé

【释义】格 : 格式, 风格。另有一种独特

的风格。

【出处】清·吕留良《晚村文集·与施

愚山书》卷一 : “咏见赠诗, 风力又别

具一格。”

【例句】他的作品数量不算很多 , 却 ～。

【近义】标新立异

【反义】如出一辙

别具只眼
【注音】biéjùzhīyǎn

【释义】只眼: 比喻独特的见解。比喻

具有独到的眼光和见解。也作“独具

只眼”。

【出处】宋·杨万里《送彭元忠县丞北

归》诗 : “近来别具一只眼, 要踏唐人

最上关。”

【例句】陈教授可以说是 ～, 早在 80 年

代中期就断定电脑将在本世纪末期

大量进入寻常百姓家。

【近义】独具慧眼

【反义】人云亦云

别开生面
【注音】biékāi s hēnɡmiàn

【释义】生面 : 新面貌。创立新格局、新

形式。

【出处】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凌

烟功臣少颜色 , 将军下笔开生面。”

【例句】这堂 ～的技术课在工棚里讲了

两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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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面目一新

【反义】规行矩步

别树一帜
【注音】biéshùyīzhì

【释义】树 : 竖立; 帜 : 旗帜。另外竖起

一面旗帜。比喻自成一家。

【例句】他爱好现代文学, 尤其喜爱鲁

迅杂文 ～的风格。

别来无恙
【注音】biélái wúyànɡ

【释义】恙 : 疾病; 灾祸。离别以来, 一

切都安好吧? 常用来问候别人。

【出处】金·董解元《西厢记》卷四 : “莺

莺坐夫人之侧, 生问曰: ‘别来无恙

否?’莺莺不言而心会。”

【例句】很久未见 , 先生 ～?

别无长物
【注音】biéwúchánɡwù

【释义】长物: 多余的东西。再没有别

的东西 , 意思是除此之外空无所有。

【出处】明·凌�初《二刻拍案惊奇》卷

三十九 : “其家乃是个贫人 , 房内只有

一张大几 , 四下一看 , 别无长物。”

【例句】屋里除了床和桌子 , ～。

【近义】空空如也

【反义】一应俱全

别有风味
【注音】biéyǒu fēnɡwèi

【释义】比喻另有一种格调和特色。形

容某种事物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情

趣和特色。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五回 : “上

官婉儿向公主轻轻笑道: ‘此时只觉

四秆焦香扑鼻 , 倒也别有风味。’”清

·周亮工《读画录·张损之》卷三:

“于清言工画荷花, 独步一时⋯⋯损

之此幅 , 别有风味, 反恐清言未必臻

此。”

【例句】他那普通话里偶尔夹杂一点苏

州话 , 听起来的确 ～。

【近义】别有滋味

【反义】千篇一律

别有天地
【注音】biéyǒu tiān dì

【释义】另有一种境界。

【出处】唐·李白《山中问答》诗 : “桃花

流水�( yǎo, 深远) 然去 , 别有天地非

人间。”亦作“别有洞天”。

【例句】山间小溪潺潺 , 绿草如茵, ～。

【近义】别有洞天

【反义】索然寡味

别有用心
【注音】biéyǒu yònɡxīn

【释义】另有不可告人的企图。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九十九回 : “王太尊也是说他办

事可靠 , 那里知道他是别有用心的

呢。”

【例句】他这样拼命讨好上司, 一定是

～。

【近义】居心叵测

【反义】襟怀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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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客盈门
【注音】bīn kèyínɡmén

【释义】盈 : 充满。指客人挤满门庭。

形容客人很多。

【出处】唐·姚思廉《梁书·王日柬传》:

“时文宪作宰 , 宾客盈门⋯⋯”

【例句】老画师家里总是 ～。

【近义】门庭若市

【反义】门可罗雀

宾至如归
【注音】bīn zhìrúɡuī

【释义】客人到了这里就好像回到自己

家里一样。形容招待热情、周到, 来

客感到满意。

【出处】《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宾至

如归 , 无宁灾患 , 不畏盗寇, 而亦不患

燥湿。”

【典故】春秋时期, 子产在郑国执政期

间 , 对内主张开放议政风气, 对外注

意利用时机 , 积极开展小国外交。

有一次 , 子产出访晋国。晋国国君

晋平公以大国自居, 借口国内有丧

事 , 迟迟不出面会见子产。子产也就

不客气起来 , 他叫手下人拆了宾馆大

门 , 连人带马一同进了宾馆。晋国大

夫士文伯听说后 , 立刻赶到宾馆, 责

问子产不该随便毁坏宾馆大门。子

产从容地回答说 : “我们郑国是个小

国 , 但却是礼仪之邦 , 主张友好往来,

所以奉国君之命带来财物进献给贵

国国君 , 表示我们的敬意。我们听说

晋文公 , 接见外宾及时, 招待热情周

到 , 宾馆宽敞高大 , 宾客来到这里, 就

好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可现在我见

到贵国国君的住宅宽敞漂亮, 而宾馆

的大门却矮小得难以通过。如果不

拆掉大门 , 难道让这些礼物摆在露天

下 , 风吹日晒 , 被虫蛀吗?”

晋平公听说后 , 自知理亏, 很快热

情地接待了子产。

【例句】这家旅馆服务周到, 使人有一

种 ～之感。

【近义】亲如一家

【反义】冷若冰霜

彬彬有礼
【注音】bīn bīn yǒu lǐ

【释义】彬彬: 文雅的样子。形容文雅

而有礼貌。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八十三

回 : “唤出他两个儿子, 兄前弟后, 彬

彬有礼。”

【例句】服务员一个个 ～, 服务热情周

到。

【近义】文质彬彬  不亢不卑  温文尔

雅 温良恭俭让

【反义】出言不逊  蛮横无理

binɡ

冰清玉洁
【注音】bīnɡqīnɡyùjié

【释义】像冰那样清澈 , 像玉那样洁净。

比喻情操、气质高尚、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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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北齐刘昼《拳论·妄瑕》: “伯夷

叔齐 , ～。”

【例句】那花白里透黄 , 黄里透绿 , 花瓣

润泽透明⋯⋯很有点 ～的韵致。

【近义】冰清玉润

【反义】俗不可耐

冰炭不相容
【注音】bīnɡtàn bùxiānɡrónɡ

【释义】比喻两种对立的事物不能同时

并存。

【出处】《韩非子·显学》: “夫冰炭不同

器而久 , 寒暑不兼时而至。”

【例句】他们两 ～, 根本不能合作。

【近义】水火不相容

冰天雪地
【注音】bīnɡtiān xuědì

【释义】冰雪漫天盖地。形容非常寒

冷。

【出处】《高山下的花环》: “～中 , 身服

重孝的玉秀推着一辆架子车。”

【例句】因为有空调 , 室外 ～, 室内却温

暖如春。

【近义】天寒地冻

【反义】冰雪消融

【辨析】～和“天寒地冻”都形容天气

冷。区别在于 : ～偏重于一片冰雪;

而“天寒地冻”偏重于冷的程度。

冰消瓦解
【注音】bīnɡxiāo wǎjiě

【释义】冰消: 像冰一样融化; 瓦解: 指

事物的崩溃。也作“瓦解冰销( 消) ”。

【出处】《隋书·杨砾传》: “公为深谋,

出其不意 , 雾廓云除 , 冰消瓦解。”

【例句】王刚和李华的误会 , 经过和谈 ,

一下子就 ～了。

【反义】土崩瓦解

冰雪聪明
【注音】bīnɡxuěcōnɡmínɡ

【释义】形容人聪颖。

【出处】唐·杜甫《送樊二十三侍御赴

汉中判官》诗 : “坐知七曜历, 手画三

军势。冰雪净聪明 , 雷霆走精锐。”

【例句】你妹妹秀外慧中 , ～, 大家都很

喜欢。

【近义】聪明伶俐

【反义】冥顽不灵

兵不血刃
【注音】bīnɡbùxuèrén

【释义】兵 : 兵器。刃 : 刀锋。兵器上没

有沾血。指未经交战而取得胜利。

【出处】《晋书·陶侃传》: “闻侃讨之 ,

～而擒也。”

【例句】由于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

我军 ～, 便大获全胜。

【近义】不战而胜

【反义】血流成河

兵不厌诈
【注音】bīnɡbùyàn zhà

【释义】厌 : 厌弃, 排除。打仗时不排除

用欺诈的方法迷惑敌人。

【出处】《韩非子·难一》: “战阵之间 ,

不厌诈伪。”

【例句】～, 只要能迷惑敌人 , 我们就有

了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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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堂堂正正

兵贵神速
【注音】bīnɡɡuìshén s ù

【释义】兵 : 用兵。用兵最重要的是行

动神速。

【出处】《孙子· 九地》: “兵之情主

速。”

【典故】东汉末年, 北方的少数民族经

常进犯中原 , 其中辽西的单于蹋顿势

力最强。公元 207 年 , 曹操亲自率兵

讨伐 , 以稳定北疆。

由于曹军人马众多 , 粮草无数, 所

以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河头的易城

( 今河北省友县西北) 。谋士郭嘉对

此状况很焦急 , 便对曹操说 : “兵贵神

速。行军千里去打人家 , 又带这么多

的东西 , 是很难取胜的。如果敌人知

道我们来了 , 必然会有所准备, 不如

留下辎重 , 派出轻兵日夜兼程, 打他

个措手不及 , 这样才能获胜。”

曹操觉得郭嘉言之有理, 亲自点

出数千精兵 , 轻装前进。在白狼山,

曹军与蹋顿的数万骑兵相遇了。曹

操登上山头 , 见敌军虽人数众多, 但

队形不整 , 于是下令先锋张辽率领部

队冲杀上去。将士们以一当十 , 奋勇

杀敌 , 结果蹋顿军队大败, 许多将领

都死于乱刀之下。

【例句】～, 我们立即出发!

【近义】神出鬼没  迅雷不及掩耳

【反义】缓兵之计

兵荒马乱
【注音】bīnɡhuānɡmǎluàn

【释义】荒 : 通“慌”, 慌乱。形容战乱时

社会动乱不安的景象。

【出处】元·无名氏《梧桐叶》第四折:

“不然 , 那兵荒马乱 , 定然遭驱被掳。”

【例句】那女人携带两个孩子, 在 ～中

找寻她失散的丈夫。

【近义】兵连祸结  四海鼎沸  兵戈扰

攘

【反义】天下太平  太平盛世  太平无

事 朗朗乾坤  四海升平  光风霁

月 国泰民安  海晏河清

【辨析】“荒”不可写作“慌”。 ～和“兵

连祸结”都形容战争与灾祸连续不

断。区别在于 : ～强调社会混乱; 而

“兵连祸结”强调灾难深重。

兵强马壮
【注音】bīnɡqiánɡmǎzhuànɡ

【释义】兵力强盛, 马匹肥壮。形容军

队实力强 , 富有战斗力。有时也比喻

其他的队伍力量强大。

【出处】《新五代史·安重荣传》: “尝谓

人曰 : ‘天子宁有种耶? 兵强马壮者

为之尔。’”

【例句】我们的抗日游击队 ～。

【近义】兵强将勇

【反义】人困马乏

兵连祸结
【注音】bīnɡlián huòjié

【释义】战争、灾祸连接不断。

【出处】汉·班固《汉书·匈奴传下》:

“兵虽有克获之功 , 胡辄报之 , 兵连祸

结 , 三十余年。”

【例句】那个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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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无宁日。

【近义】兵荒马乱  狼烟四起

【反义】朗朗乾坤  国泰民安  海晏河

清

兵精粮足
【注音】bīnɡjīnɡliánɡzú

【释义】兵士精壮, 粮草充足。形容军

队十分强盛 , 战备充分。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四十三

回 : “今江东兵精粮足, 且有长江之

险。”

【例句】有了你们这支 ～的队伍, 咱老

百姓放心。

【近义】兵强马壮  投鞭断流

【反义】弹尽粮绝  手无寸铁

兵临城下
【注音】bīnɡlín chénɡxià

【释义】临 : 到达。敌军已到达城下。

形容形势严峻而危急。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齐策二》:

“齐必举兵伐梁 , 梁、齐之兵连于城下

不能去 , 王以其间伐韩。”

【例句】敌军 ～, 为保存有生力量 , 我们

做了战略转移。

【近义】十万火急

【反义】安如泰山

兵无常势
【注音】bīnɡwúchánɡchánɡshì

【释义】兵 : 作战; 常 : 恒久不变。用兵

作战没有固定不变的阵式。指应根

据战事的变化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

战术。

【出处】《孙子·虚实》: “夫兵形象水,

水之形 , 避高而趋下; 兵之形, 避实而

击虚。水因地击制胜。故兵无常势 ,

水无常形 ;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 谓

之神。”也作“兵无常形”。

【例句】～, 既然敌人已准备撤退 , 我们

也可分兵追击。

【近义】兵不厌诈

秉笔直书
【注音】bǐnɡbǐzhíshū

【释义】秉 : 握住。书 : 书写。拿起笔来

径直写出。指不隐晦, 不夸大, 如实

反映。

【出处】《孽海花》三十五回: “我是秉笔

直书 , 悬之国门 , 不能增损一字。”

【例句】历史上的史家都怕得罪当朝,

事一关联当世 , 所谓 ～更难做到。

【近义】大公无私

【反义】徇私舞弊

秉烛夜游
【注音】bǐnɡzhúyèyóu

【释义】手持蜡烛, 在夜间游乐。也比

喻珍惜时光。

【出处】《古诗十九首》: “人生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 , 何不秉烛

游?”

【例句】豪门大户笙歌鼓吹, 王孙公子

～, 在这种“繁华”的背后, 汉末洛阳

却已到危机四伏、风雨飘摇的境地

了。

屏气凝神
【注音】bǐnɡqìnínɡshé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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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屏 : 抑制。凝: 集中。抑制呼

吸 , 聚精会神。形容注意力高度集

中。

【出处】《论语·乡党》: “摄齐升堂, 鞠

躬如也 , 屏气似不息者。”

【例句】大家都 ～, 等待着他宣布结果。

【近义】屏声息气

【反义】心猿意马  气急败坏

屏气敛息
【注音】bǐnɡqìliǎn xī

【释义】屏 : 闭住 ; 敛 : 收住。住气 , 收住

呼吸。形容心情紧张或注意力过于

集中。

【出处】现代·潘漠华《人间》: “向导是

有些乏了, 呆呆地望着山坡下的白

水 , 屏声敛息地寂坐着, 仿佛是将入

定的老僧。”

【例句】看到精彩处大家都 ～, 目不转

睛地看着银幕。

【近义】屏气凝息

【反义】漫不经心

屏声息气
【注音】bǐnɡshēnɡxīqì

【释义】屏 : 指抑制。息 : 休止 , 指忍住。

不出声 , 忍住呼吸。形容肃静的样

子。

【例句】全场人都 ～, 依照气功大师的

指挥认真练功。

【近义】屏气凝神  屏气敛息

并驾齐驱
【注音】bìnɡjiàqíqū

【释义】驾 : 套牲口拉车。驱 : 快跑。几

匹马并排拉车, 一齐快跑。比喻齐头

并进 , 不分先后。

【出处】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

附会》: “并驾齐驱 , 而一毂( ɡǔ, 指车

轴) 统辐( fù, 车轮的辐条) 。”

【例句】本届篮球联赛 , 甲乙两小组 ～,

不分高低。

【近义】并行不悖  平起平坐  齐头并

进 势均力敌

【反义】望尘不及  天悬地隔  判若云

泥

并行不悖
【注音】bìnɡxínɡbùbèi

【释义】悖 : 违背 , 冲突。同时进行, 互

不冲突。

【出处】《礼记·中庸》: “万物并育而不

相害 , 道并行而不相悖。”

【例句】这两个计划 , 虽各不相同 , 但目

的一样 , 推行起来 ～。

【近义】双管齐下

【反义】势不两立

病从口入, 祸从口出
【注音】bìnɡcónɡ kǒu rù, huòcónɡ

kǒu chū

【释义】疾病因为饮食不小心而发生,

祸患由于说话不谨慎而造成。

【出处】鲁迅《再来一次》: “在这样‘病

从口入 , 祸从口出’之秋 , 给自己也辩

护得周到一点罢。”

【例句】小心 ～。

【近义】祸从天降

【反义】喜从天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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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入膏肓
【注音】bìnɡrùɡāo huānɡ

【释义】膏肓: 古代医学上把心尖脂肪

叫膏 , 心脏和隔膜之间叫肓, 认为这

是药力达不到的地方。疾病已深入

到膏与肓的部分。指病情严重 , 已无

法医治。也比喻问题严重, 无法挽

救。

【出处】春秋时 , 晋景公生了大病 , 便请

一位名医缓来给他治病。缓一见景

公便说 : “你的病没法治了。病在肓

之上 , 膏之下, 用灸不行, 用针也不

行 , 用药又达不到目的, 实在没办法

了。”景公听了这番话便说: “真是个

好医生啊! ”不久, 景公果然病死了。

( 见《左传·成公十年》)

【典故】战国时, 晋国与秦国有亲戚关

系 , 来往十分密切。有一次, 晋景公

生病了 , 国内医生无法医治, 只好向

邻国求医。

秦国有一位名叫秦缓的名医, 秦

缓受玲珑王的指派 , 日夜兼程赶往晋

国。

在秦缓没有到来之前, 晋王做了

一个梦 , 他梦见病魔化为两个小孩,

这两个小孩坐在一块商量: “秦缓是

秦国有名的医生 , 很厉害 , 我们还是

搬家为妙吧! ”“别急嘛, 我看不用搬

家 , 你我分别居住在肓的上面和膏的

下面 , 秦缓也无能为力, 你安心地住

下吧! ”晋景公被惊醒了。

不久 , 秦缓抵达晋国 , 赶紧为晋景

公看病。他仔细检查了一遍以后 , 非

常伤心地说 : “你病得很严重 , 没办法

治疗了。你的病有两个地方, 一个在

肓的上面 , 一个在膏的下面, 这两个

地方都是药力达不到的。”晋景公惊

讶地说 : “真是无药可救了。”“不敢欺

骗大王。”

晋景公觉得秦缓的话 , 恰好与梦里

两个小孩的话相同 , 赞叹道 : “你真是

一位神医啊! ”

【例句】他已 ～, 医生也束手无策了。

【近义】不可救药

【反义】不药而愈

bo

拨乱反正
【注音】bōluàn fǎn zhènɡ

【释义】拨 : 废除, 治理。反 : 返 ; 顺。治

理混乱 , 返回正道。

【出处】战国·齐·公关高《公羊传·

哀公十四年》: “拨乱世 , 反诸正 , 莫近

诸《春秋》。”

【例句】这里被搞得无章可循, 无法可

依 , 人心涣散, 纪律松弛, 急需 ～, 全

面进行整顿。

【近义】光复旧物  匡俗济时  扬清激

浊

【反义】混淆黑白  沧海横流

拨云见日
【注音】bōyún jiàn rì

【释义】拨开云雾见到太阳。比喻冲破

黑暗见到光明, 冤屈得到申雪, 或受

到启发而思想豁然开朗。

【出处】元代无名氏《十探子大闹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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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一折 : “今日得见大人 , 便似 ～, 昏

镜重磨。”

【例句】张老师的一席话 , ～, 让我重新

鼓起了努力学习的勇气。

【近义】重见天日  否极泰来

【反义】不白之冤

剥茧抽丝
【注音】bōjiǎn chōu s ī

【释义】比喻根据顺序寻求事物的发生

发展过程。

【出处】现代·朱光潜《艺文杂谈·谈

对话体》: “疑难是思想的起点与核

心 , 思想由此出发, 根据有关事实资

料 , 寻求关系条理 , 逐渐剥茧抽丝 , 披

沙拣金。”

【例句】这报告条分缕析 , ～, 非常有说

服力。

【近义】顺藤摸瓜

【反义】��吞枣

波澜壮阔
【注音】bōlán zhuànɡkuò

【释义】波澜 : 波涛。比喻声势浩大 , 规

模宏伟。

【出处】清·郎廷槐《师友诗传续录》:

“七言诗须波澜壮阔 , 顿挫激昂 , 大开

大阖耳。”

【例句】改革开放的潮流 ～, 势不可挡。

【近义】浩浩荡荡  气势磅礴

【反义】无声无息

波澜起伏
【注音】bōlán qǐfú

【释义】波澜 : 波涛。波涛一起一落。

常用于文艺评论 , 比喻文章的气势雄

壮 , 情节富于变化。

【例句】这篇文章写得 ～, 引人入胜。

【反义】平铺直叙

伯仲之间
【注音】bózhònɡzhījiān

【释义】伯仲 : 兄弟排行中的老大和老

二。兄弟之间。比喻才艺相当 , 不相

上下。

【出处】三国·魏·曹丕《典论·论

文》: “文人相轻 , 自古而然 , 傅毅之于

班固 , 伯仲之间耳。”

【例句】这两个棋手的棋艺, 可说是在

～。

【近义】半斤八两

【辨析】“伯”不可读作“bǎi”; “仲”不

可读作“zhōnɡ”。

勃然大怒
【注音】bórán dànù

【释义】勃然 : 突然。发怒变色的样子。

形容非常愤怒。

【出处】汉·班固《汉书·谷永传》: “欲

末杀( 扫灭) 灾异 , 满澜( 欺罔) 诬天 ,

是故皇天勃然发怒, 甲乙之间 ( 指自

甲日至乙日之间, 六天) , 暴风三溱

( 同“致”, 至) , 拔树折木。”

【例句】得知对方竟擅自撕毁合同, 他

不禁 ～。

【近义】勃然变色  怒不可遏  怒气冲

天

【反义】欣喜若狂  心花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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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大精深
【注音】bódàjīnɡshēn

【释义】博大: 丰富, 广大。精深: 精当

而高深。形容思想、学识广博高深。

【出处】明·姜世昌《逸周书》序: “迄今

读之 , 若揭日月而行千载, 其博大精

深大旨 , 非晚世学者所及。”

【例句】中国的书法艺术 ～, 我们应该

好好学习和继承。

【近义】学贯中西  经天纬地

【反义】孤陋寡闻  胸无点墨  管见所

及 博而不精

博古通今
【注音】bóɡǔtōn jīn

【释义】博 : 广博。通 : 通晓。对古今的

事情知道得很多。形容知识渊博。

【出处】唐·房玄龄等《晋书·石苞

传》: “君侯博古通今 , 察远照迩 , 愿加

三思。”

【例句】他不愧是 ～的历史学家。

【近义】博学多才  见多识广  博览群

书 学富五车

【反义】才疏学浅  略识之无  目不识

丁 冥顽不灵  井底之蛙

博览群书
【注音】bólǎn qún s hū

【释义】览 : 观看 , 阅读; 广泛阅读各种

书籍 , 形容学识渊博。也作“博览群

籍”。

【例句】许多学者都 能 ～, 广采众家之

长。

【近义】博学多才

【反义】不学无术

博采众长
【注音】bócǎi zhònɡchánɡ

【释义】博 : 广泛; 采: 采纳; 长 : 长处, 优

势。广泛地吸取各家或各方面的优

点、长处。

【出处】《魏书·刘芳传》: “考括坟籍 ,

博采群议。”

【例句】在学习上 , 只有 ～, 才能丰富自

己。

【近义】集思广益

【反义】刚愎自用

【辨析】～和“兼容并包”都有广泛吸取

之意。区别在于 : ～重在吸取别人优

点 ; 而“兼容并包”还可用于其他方

面。

博闻强识
【注音】bówěn qiánɡzhì

【释义】识 : 记住。见闻广博, 记忆力

强。

【出处】《屈原列传》: “博闻强识 , 明于

治乱 , 娴于辞令。”

【例句】他 ～, 是一位难得的人才。

【近义】博古通今

【反义】不学无术

博学多才
【注音】bóxuéduōcái

【释义】博 : 渊博。有渊博的学识和多

方面的才能。

【出处】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唐

史·李琪传》: “琪虽博学多才, 拙于

遵养时晦 , 知时不可为, 然犹多歧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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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 动而见排 , 由己不能镇静也。”

【例句】他是一个硕士研究生 , ～, 年轻

有为。

【近义】满腹经纶  旷世奇才  博览群

书 博古通今  博览古今

【反义】不学无术  孤陋寡闻  空腹便

便

【辨析】“才”不可读作“chái”。 ～和

“才学过人”都用于赞扬人的才学。

区别在于 : ～强调才学之高 ; 而“博学

多才”强调才学之博。

博闻强志
【注音】bówén qiánɡzhì

【释义】闻 ; 见闻; 志 : 记。见闻学识广

博 , 记忆力强。也作“博闻强记”、“博

闻强识”。

【出处】《荀子·解蔽》: “博闻强志, 不

合王制 , 君子贱之。”

【例句】伟大诗人屈原 ～, 懂得治理国

家的道理 , 擅长辞令。

跛鳖千里
【注音】bǒbiēqiān lǐ

【释义】跛脚的鳖也能走千里。比喻只

要不懈努力 , 即使条件很差, 也能取

得成就。

【出处】汉·齐安《淮南子·说林训》:

“故跬步不休 , 跛鳖千里。”

【例句】不要说自己呆, 要知道 ～的道

理。

【近义】跬步千里

bu

捕风捉影
【注音】bǔfēnɡzhuōyǐnɡ

【释义】形容事物虚无缥渺, 如同风和

影子一样难捕捉。比喻说话办事毫

无事实依据。

【出处】《汉书·郊祀志下》: “听其言,

洋洋满耳 , 若将可应, 求之 , 荡荡如系

风捕景( 影) , 终不可得。”

【例句】说话要有根据 , 万不可 ～, 无中

生有。

【近义】疑神疑鬼

【反义】顺藤摸瓜

补偏救弊
【注音】bǔpiān jiùbǐ

【释义】偏 : 偏差 ; 弊 : 弊病。补救偏差

疏失 , 纠正弊病缺陷。

【出处】元·揭田臣斯《上李秦公书》: “至

于国家内外之体, 补偏救弊之术, 亦

尝求其说而熟虑之矣! ”

【例句】在学习中 , 我们应 ～, 这样才能

不断进步。

【反义】将错就错  正本清源

不谙世事
【注音】bùān shìs hì

【释义】谙 : 熟悉。指不熟悉世上的事。

形容不懂事。

【例句】那时候我还是一个 ～的孩童。

【近义】不经世故

【反义】老于世故

不白之冤
【注音】bùbái zhīyu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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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白 : 清楚 , 明白。无法辩白或得

不到昭雪的冤屈。

【例句】刘明激动地说: “感谢领导, 感

谢同志们 , 使我父亲多年遭受的 ～终

于得到昭雪。”

【近义】负屈含冤

【反义】报仇雪恨  拨云见日

不卑不亢
【注音】bùbēi bùkànɡ

【释义】卑 : 自卑。亢: 高傲。既不自

卑 , 也不高傲。形容待人处世态度得

体。

【出处】《红楼梦》五十六回 : “他这远愁

近虑 , 不抗不卑, 他们奶奶便不是和

咱们好。”亦作“不抗不卑”。

【例句】他到那边去做说客 , 说得 ～。

【近义】不骄不躁

【反义】俯首听命

不败之地
【注音】bùbài zhīdì

【释义】地 : 境地。不会处于失败的境

地。指有把握取胜。

【出处】《孙子· 形》: “立于不败之

地。”

【例句】只要我们万众一心, 就可以立

于 ～。

【近义】无往不胜

【反义】一败涂地

不辨菽麦
【注音】bùbiàn shūmài

【释义】菽 : 豆类。分不清豆子和麦子。

形容愚昧 , 或缺乏实际生产知识。

【出处】《左传·成公十八年》: “不能辨

菽麦 , 故不可立。”

【例句】世界上居然有这样 ～的人。

【近义】愚昧无知

【反义】博学多才

不成体统
【注音】bùchénɡtǐtǒnɡ

【释义】体统: 规则、规矩。不合规矩,

不成样子。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十三

回 : “刻印不及 , 以锥画之, 全不成体

统。”

【例句】我们要言谈文雅 , 彬彬有礼 , 不

可说些 ～的话 , 以免被人笑话。

【近义】有失体统

【反义】循规蹈矩

【辨析】～和“不拘小节”都可指人不注

意小节。区别在于: ～还可指人的言

语等没规矩 , 而“不拘小节”侧重于行

动上没规矩, 且还可形容人举止洒

脱。而 ～无此意。

不逞之徒
【注音】bùchěnɡzhītú

【释义】不逞 : ( 欲望 ) 不满足 , 不得志。

指心怀不满而捣乱闹事的人。

【出处】《晋书·姚兴载记下》: “( 刘 )

裕与不逞之徒削弱王室。”

【例句】只有严惩这帮 ～, 才能维护社

会治安。

【近义】害群之马  亡命之徒

不耻下问
【注音】bùchǐxiàwè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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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不耻: 不以为可耻。不以向比

自己地位低或学识少的人请教为可

耻。形容虚心好学。

【出处】《论语·公冶长》: “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

【例句】在学习上应该有 ～的精神, 切

不可不懂装懂。

【近义】谦虚谨慎  敏而好学

【反义】骄傲自满  夜郎自大  好为人

师 盛气凌人

【辨析】～和“移樽就教”都含有“主动

虚心向人请教”的意思。区别在于:

～为“不以对方学问或职位比自己低

为耻”; “移樽就教”为“向前就近请

教”。 ～重于“虚心”; “移樽就教”重

于“主动”。

不出所料
【注音】bùchúsuǒliào

【释义】出 : 超出; 料 : 推测 , 料想。指在

预料之中。

【出处】清·曾朴《孽海花》: “我从昨夜

与密斯谈天之后 , 一直防着你, 刚刚

走到你那边 , 见你不在, 我就猜着到

这里来了 , 所以一直赶来, 果然不出

所料。”

【例句】我根据小林平日的基础及努力

情况 , 估计这次考试成绩不会好, 果

然 ～, 他考了个不及格。

【近义】料事如神

【反义】出人意料

不揣冒昧
【注音】bùchuǎi mào mèi

【释义】揣 : 揣度, 考虑。冒昧: 言行轻

率。没有考虑自己的鲁莽轻率。往

往作为向别人陈述或提出请求时的

谦辞。

【出处】晋·郭璞《〈尔雅〉序》: “璞不

揆( kuí, 揣度、估量) �( táo) 昧( 愚昧

无知) , 少而勿焉。”

【例句】我 ～提了这样的问题, 请您一

定原谅。

【近义】鲁莽灭裂

【辨析】“昧”不可读作“wèi”, 也不可

写作“味”。

不辞而别
【注音】bùcíér bié

【释义】不打招呼就离开了。

【出处】元·郑德辉《王粲登楼》一折:

“王粲不辞而去了。”

【例句】他有些不高兴, 竟 ～了。也作

“不告而别”。

【近义】不辞而行

不辞辛苦
【注音】bùcíxīn kǔ

【释义】辞 : 告辞, 虽然辛劳、艰苦也不

推辞。形容工作勤奋努力。也作“不

辞劳苦”。

【出处】唐《敦煌变文集·父母恩重经

讲经文》第五卷 : “忍热受寒, 不辞辛

苦。”

【例句】这位老工人 ～地工作了三十几

年。

【反义】好逸恶劳

不打自招
【注音】bùdǎzìzhā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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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没有经过拷打, 自己就已经招

供。比喻无意中讲出了自己的真实

意图。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十七回:

“也是个不打自招的怪物, 他忽然说

出道 : 后日是他母难之日, 邀请诸邪

来做生日。”

【例句】这样做 , 无疑是 ～, 暴露了他自

己的丑恶嘴脸。

【近义】欲盖弥彰

【反义】屈打成招

【辨析】～和“供认不讳”都有招认罪行

之意。区别在于 : ～是无意泄露秘

密 ; 而“供认不讳”却是毫不考虑地说

出来。

不得其所
【注音】bùdéqísuǒ

【释义】指人或事物得不到适当的安

顿。

【出处】《覧梁传·成公八年》: “媵, 浅

事也 , 不志。此其志何也? 以伯姬之

不得其所 , 故尽其事也。”

【例句】这些优秀人才 ～, 实在是可惜

啊!

【反义】得其所哉  各得其所

不得人心
【注音】bùdérén xīn

【释义】人心: 民心。指所作所为违背

民心 , 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也

指不讨人喜欢。

【出处】五代 ( 后晋) 刘煦等《旧唐书·

哥舒翰传》: “先是, 翰数奏禄山虽窃

河朔 , 而不得人心 , 请持重以弊之。”

【例句】倒行逆施者必定 ～。

【近义】千夫所指

【反义】人心所向  众望所归

不得要领
【注音】bùdéyào lǐnɡ

【释义】要领 : 长衣服的腰和领 , 比喻关

键。指抓不住要点或关键。

【出处】《史记·张骞传》: “骞不得其要

领。”

【例句】话说得再多 , 如果 ～, 效果也是

不好的。

【近义】茫然不解

【反义】一目了然

【辨析】～和“背本趋末”意思相近。但

是 ～偏重握不住要点和关键; 而“背

本趋末”重在抓住的是是非关键部

分。

不到黄河心不死
【注音】bùdào huánɡhéxīn bùs ǐ

【释义】比喻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也比

喻不到绝路绝不肯死心。

【出处】清·蒋士铨《空谷香·虎穷》:

“我一路何等劝你 , 你这样的人 , 不到

黄河心不死 , 你这说什么亲戚! ”

【例句】我就是 ～, 不攻下这项难题决

不罢手。

【近义】不见棺材不掉泪

【反义】半途而废  知难而退

不登大雅之堂
【注音】bùdēnɡdàyǎzhītánɡ

【释义】大雅 : 高雅。堂 : 古代房屋中高

而宽的部分。不能进入高雅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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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某些粗俗的、不被人看重的事

物。有时也谦称自己的作品。

【出处】清·沈德潜《说诗蒣语》卷上:

“晚唐人张宾《洞庭湖》诗‘清草浪高

三月渡 , 绿杨花扑一溪烟’, ‘绿杨’一

语 , 分明村巷小景 , 赋洞庭湖宜尔耶?

⋯⋯不登大雅之堂 , 正在此。”

【例句】我这首诗 , 实在是 ～的顺口溜,

请大家多提意见。

不动声色
【注音】bùdǒnɡs hēnɡsè

【释义】声 : 说话的声音。色: 脸上的表

情。内心的活动不通过说话的语气

和表情显露出来。

【出处】宋·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

“垂绅正笏 , 不动声色 , 而措天下于泰

山之安。”

【例句】李民反复试探 , 他都 ～, 泰然处

之。

【近义】不露声色  神色不惊  喜怒不

形于色

【反义】虚张声势  面如土色  疾言厉

色 勃然变色  愤然作色

不费吹灰之力
【注音】bùfèi chuīhuīzhīlì

【释义】比喻不花一点儿力气, 办事情

非常容易。

【出处】清·夏敬渠《野叟曝言》四十五

回 : “依小道愚意, 等他到了辽东, 有

了收管, 去摆布他 , 真不费吹灰之

力。”

【例句】我想, 如果请王工程师来解决

这个技术问题 , 一定 ～。

【近义】轻而易举

【反义】大海捞针  难于上天

不分皂白
【注音】bùfēn zào bái

【释义】皂 : 黑色。比喻不管是非或不

问情由。

【出处】《西游记》一十四回: “你怎么不

分皂白 , 一顿打死?”

【例句】你怎么 ～, 就乱骂一气?

【近义】混淆黑白

【反义】是非分明

不乏其人
【注音】bùfáqírén

【释义】乏 : 缺乏 ; 其人: 那样的人。不

缺少那样的人。指那样的人多的是。

【出处】清·吕留良《与陈执斋书》:

“⋯⋯ , 远近不乏其人。”

【例句】逛过西湖而“又向山阴道上行”

的 , ～。

【近义】比比皆是

【反义】寥寥无几

【辨析】～和“大有人在”都有“那种人

有的是”的意思。区别在于 : “大有人

在”的字面意思是“还有很多人在哪

里呢”; ～是“不缺少那样的人”。

不改初衷
【注音】bùɡǎi chūzhōnɡ

【释义】初衷: 本来的心愿。不改变最

初的心愿。形容用心专一。也作“初

衷不改”。

【例句】他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 仍

然 ～, 谢绝了来自各方的挽留, 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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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了祖国。

【近义】一心一意

【反义】三心二意

不甘寂寞
【注音】bùɡān jìmò

【释义】寂寞 : 冷静 , 孤独。不甘于被冷

落或处于局外。多指要有所表现或

极力参与某种活动。

【出处】清·吕留良《晚村文集·与高

旦中书》卷二 : “念头淡薄 , 自然删落,

若不甘寂寞 , 虽外事清高, 正是以退

为进。”

【例句】正是兵荒马乱之时 , 他也 ～, 时

不时的闹出一场场好戏。

【反义】万念俱灰  听天由命

不甘后人
【注音】bùɡān huòrén

【释义】甘 : 甘心 , 情愿。不甘心落在别

人后面。

【例句】他尽管基础很差 , 却 ～, 正在努

力学习 , 争取赶上并超过别人。

不甘示弱
【注音】bùɡān s hìruò

【释义】不愿意显得比别人差。

【出处】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我的

第一个师父》: “乡下人大抵有些顽

固 , 以为和尚是只应该念纪拜佛的,

台下有人骂了起来, 师父不甘示弱,

也给他们一个回骂。”

【例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他们厂

～, 奋起直追。

【近义】力争上游  不敢后人

【反义】甘拜下风

【辨析】～和“毫不示弱”都表示“不愿

显得比别人差”的意思。区别在于:

～重于内心, 强调不甘心; “毫不示

弱”重于表现 , 强调“丝毫也不 ( 显得

比别人差) 。”

不尴不尬
【注音】bùɡān bùɡà

【释义】形容处境困难 , 不好处理。

【出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大姐!

这两个人来得不尴不尬。”

【例句】他不知怎么钻过头不顾尾的,

问了两声 , ～的就跑回来了。”

【近义】骑虎难下

【反义】泰然自若

不敢后人
【注音】bùɡǎn hòu rén

【释义】不愿意落在别人后面。

【出处】现代·邹韬奋《抗战以来》: “凡

遇党政当局对抗战建国积极方面有

所号召 , 亦无不竭诚响应 , 不敢 后

人。”

【例句】他历来是 ～的, 决不会眼睁睁

地看着你超过他。

【近义】争先恐后

【反义】甘居人后

不敢越雷池一步
【注音】bùɡǎn yuèléi chíyībù

【释义】雷池: 在今安徽省望江县南。

本指原地坚守, 不要越过雷池地界。

引指做事不敢超过一定的界限。

【出处】晋·庾亮《报温峤书》: “吾忧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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陲 , 过于历阳, 足下无过雷池一步

也。”

【典故】庚亮 , 字元规 , 在元帝、明帝、成

帝在位其间都担任过重要职务。元

帝时 , 庚亮参与平定华轶叛乱有功,

进封都亭侯 , 转参丞相军事掌书记,

后升任中书郎 , 在东宫为太子讲解经

义。明帝在东宫时喜欢读《韩非子》。

庚亮说 : “韩非子的著作误导人薄情

寡义 , 不适合皇帝研究。”明帝认为意

见很好 , 对庚亮更加敬重。

当时 , 在将军王敦在芜湖与王敦

商议防务 , 庚亮对形势总体分析非常

精辟 , 使王敦非常佩服。二人分别

后 , 王敦慨叹说 : “庚元规这个人很了

不起 , ⋯⋯。”

明帝即位后 , 庚亮为中书监。司徒

王导对他非常忌惮, 但表面很尊重,

庚亮称病辞职。王敦举兵, 庚亮出任

左卫将军。沈充之败走吴兴。庚亮

都督东征 , 战事平定后, 因积功加封

永昌县开国公。

明帝病重 , 拒绝会见大臣。抚军将

军南顿王司马宗阴谋作乱, 朝政危

机。庚亮劝说明帝 : “皇帝的本家阴

谋作乱 , 皇帝应会见大臣 , 事情成败,

取决今天。”

明帝下诏命令司徒王导与庚亮共

同辅佐朝政。明帝死, 庚亮任中书令

裁决朝政。正在这时, 南顿王司马宗

企图废掉辅政大臣, 阴谋被庚亮发

觉。庚亮杀掉司马宗, 司马宗的同党

卞咸一并被杀。卞咸的哥哥卞阐畏

罪逃到内史苏峻处。庚亮命令苏峻

交出卞阐 , 苏峻拒不交人, 并伙同豫

州刺史祖约以诛庚亮为名, 起兵谋

反。

苏峻的叛乱早在庚亮的预料之中,

他事先作过军事布置 , 命令温峤出任

江州刺史为京都侧民翼。

苏峻、祖约叛军直逼京都建康( 今

南京市 ) 。温峤得知京城危急, 立即

写信给庚亮 , 请求批准他带兵马驰援

建康。

庚亮接到温峤书信, 立即指示说 :

“我忧虑西部的防线远远超出历阳,

你不可越雷池( 古雷水自湖北流至安

徽宿松 , 积水为池 , 名为‘雷池’) 一步

( 吾忧西陲 , 过于历阳 , 足下无过雷池

一步) 。”

苏峻后来被击败 , 很快全军覆灭。

【例句】搞科学研究不敢想敢干 , ～, 怎

么能有重大突破呢?

【近义】画地为牢

【反义】大逆不道  落魄不羁

【辨析】～和“画地为牢”意思相近。区

别在于 : ～强调不敢超出范围 ; 而“画

地为牢”强调不许超出范围。

不攻自破
【注音】bùɡōnɡzìpò

【释义】不用攻打, 自己就溃败了。形

容防御薄弱 , 不堪一击。也指论点或

情节漏洞百出 , 经不起反驳。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魏志·诸

葛诞传》斐松之注引晋·干宝《晋

纪》: “初, 寿春每岁雨潦, 淮水溢 , 常

掩城邑。故文王( 司马昭) 之筑转也 ,

( 诸葛) 诞笑之曰: ‘是固不攻而自败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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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只要把事实真相告诉大家, 这

些谣言便 ～了。

【近义】不打自招  不堪一击

【反义】铜墙铁壁  固若金汤  坚不可

摧

不共戴天
【注音】bùɡònɡdài t iān

【释义】戴 : 顶着。不愿意与仇敌同在

一个天底下活着。比喻仇恨很深。

【出处】《礼记·曲礼上》: “父之仇, 弗

与共戴天。”

【例句】杀父之仇 , ～, 一定要将凶手绳

之以法 , 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近义】势不两立

【反义】亲密无间

不苟言笑
【注音】bùɡǒu yán xiào

【释义】苟 : 随便。不随便说话或发笑。

形容人态度庄严稳重。

【出处】汉·戴圣《礼记·曲礼上》: “不

登高 , 不监深 , 不苟訾 ( zǐ, 诋毁, 说别

人坏话) , 不苟笑。”

【例句】黄老师虽然 ～, 却是个很和蔼

的人。

【近义】一本正经  正言厉色

【反义】嬉皮笑脸  油腔滑调  出言无

状

不关痛痒
【注音】bùɡuān tònɡyǎnɡ

【释义】痛痒: 比喻紧要的事。跟自身

利害没有关系 , 无关紧要。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八回 : “这

里虽然还有两三个老婆子 , 都是不关

痛痒的 , 见李妈走了, 也都悄悄的自

寻方便去了。”

【例句】为了保护书店的安全, 只能选

些 ～的文章。

【近义】互不相涉

【反义】息息相关

不顾死活
【注音】bùɡùsǐs huó

【释义】不顾自己的生命。比喻拼命。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六三回:

“这呆子不顾死活, 闯上宫殿, 一路

钯 , 筑破门扇 , 打破桌椅, 把些吃酒的

家伙之类 , 尽皆打碎。”

【例句】他 ～, 冲进火海里将孩子救了

出来。

【近义】不顾一切

【反义】贪生怕死

不顾一切
【注音】bùɡùyīqiè

【释义】什么都不考虑 , 什么都不顾忌。

【出处】现代·叶圣陶《孤独》: “既然见

到一点儿光 , 便不得不不顾一切地逃

开。”

【例句】他这样 ～地蛮干, 后果将不堪

设想。

【近义】置之度外

【反义】瞻前顾后

不管三七二十一
【注音】bùɡuǎn sān qīèr s híyī

【释义】不顾一切 , 不问事情的缘由。

【出处】明·冯梦龙《警世通言·杜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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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怒沉百宝箱》: “须是三日内交付与

我 , 左手交银 , 右手交人 , 若三日没有

来时 , 老身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公子

不公子 , 一顿拐孤打那光棍出去。”

【例句】管家走出来, ～, 抓住牛娃就是

一顿拳打脚踢。

【反义】不可造次

不寒而栗
【注音】bùhán ér lì

【释义】栗 : 颤抖。不冷而发抖。形容

十分恐惧。

【出处】《史记·酷吏列传》: “是日皆报

杀四百余人 , 其后郡中不寒而栗。”

【典故】汉武帝时, 山西有个叫义纵的

人 , 十几岁时家里很穷, 跟着同乡张

次公当了强盗。义纵有个姐姐 , 名义

君 , 是个很有名的医生。

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得了一种怪

病 , 召来长安城所有的医生诊治, 治

了几次都不见效果 , 有人向太后推荐

义君 , 义君很快将太后的病治愈了,

太后对义君很有好感。一次很关心

地问义君, 说 : “你有能当官的兄弟

吗?”

义君回答说 : “有个弟弟, 叫义纵,

但很不成材。”

太后说 : “成材需要培养, 我让皇

帝给他派个差事。”

汉武帝听了太后的吩咐, 把义纵

派到上党郡当一名县令。义纵做官

敢于负责 , 不畏权贵 , 到任时间不长,

把县里的治安管理得井然有序 , 因政

绩突出 , 考核时名列第一, 被调到长

安任职。

太后的外孙修成君、王中在长安横

行不法 , 历任县令害怕权势不敢追

究 , 义纵到官不久即对王中进行惩

处。武帝认为义纵才干敏练, 胆识超

群 , 把他调任河内都尉, 掌管一郡的

司法。郡中姓穰的一家骄横跋扈, 鱼

肉乡里 , 作恶多端 , 义纵任职后 , 立即

查明穰家罪恶事实, 把穰家满门抄

斩 , 为百姓出了恶气。

因为执法严正 , 义纵后又升任南阳

太守。南阳城有个管理关税的都尉

叫宁成 , 其人贪婪无比, 出入关的人

们对他又恨又怕 , 人们都说 : “宁遇猛

虎 , 莫遇宁成发怒。”

义纵对宁成的罪恶早有耳闻 , 毫不

手软地把宁成治罪 , 并没收他贪污的

全部财产。

当时靠近内蒙的定襄地区社会秩

序非常混乱 , 抢劫案不断发生, 地方

官千方百计地防范、追捕, 局面仍不

见好转。

为了稳定定襄郡 , 武帝调义纵出任

太守。义纵到达定襄 , 把狱中重罪轻

判和私自卸掉镣铐的犯人 200 多名 ,

及私自探监的犯人亲属 200 多人一

并斩首。

消息传开 , 定襄郡满城震动, 一时

之间 , 人们议论纷纷。当时天气尚

暖 , 但人们仍感到心惊胆寒, 浑身发

抖( 郡中不寒而栗) 。义纵的果断措

施使犯罪分子深感畏惧 , 从此不敢为

非作歹 , 秩序从此安定下来。

【例句】那场火灾后的情景惨极了, 叫

人见了 ～。

【近义】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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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无所畏惧

不合时宜
【注音】bùhés híyí

【释义】时宜: 指当时的社会潮流或风

尚。不符合当时的社会潮流或社会

风尚。

【出处】《汉书·哀帝纪》: “皆违经背

古 , 不合时宜。”

【例句】为了纠正社会不良风气而提倡

复古运动 , 这样做是 ～的。

【近义】生不逢时

【辨析】“宜”不可读作“yì”; “合”不可

写作“和”。

不欢而散
【注音】bùhuān ér sàn

【释义】欢 : 高兴 , 愉快 ; 散 : 分开 , 分手。

很不愉快的分手。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三

二 : “众客咸不欢而散。”

【例句】两个原本非常亲密的朋友, 却

因为一句无意的话而弄得 ～。

【辨析】～和“一哄而散”都有离开之

意。区别在于 : ～多用于意见或感情

不投合而分手 ; 而“一哄而散”侧重于

一下子散去。

不慌不忙
【注音】bùhuānɡbùmánɡ

【释义】不紧张不忙乱。形容从容不

迫。

【出处】元·高文秀《襄阳会》三折 : “轮

( 抡) 起刀来望我脖子砍 , 不慌不忙缩

了头。”

【例句】这个人干起活来 ～。

【近义】从容不迫  慢条斯理

【反义】急不可耐

不惑之年
【注音】bùhuòzhīnián

【释义】惑 : 迷惑 ; 年 : 年龄。指不被迷

惑的年龄。即人到了四十岁。

【出处】《论语 ·为政》: “四十而不

惑。”

【例句】一转眼我已到了 ～。

不即不离
【注音】bùjíbùlí

【释义】即 : 接近 ; 离 : 疏远。佛教语 , 原

意是指既不统一 , 又不相异。后多用

以指对人或物的关系, 既不亲近, 也

不疏远。

【出处】《圆觉经》卷上 : “不即不离, 无

缚无脱。”

【例句】他俩就是这样 ～, 不冷不热 , 让

人捉摸不透。

【近义】若即若离

【反义】如胶似漆  亲密无间

不急之务
【注音】bùjízhīwù

【释义】务 : 事务。不急于要办的事情 ,

指对眼前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一般事

物。

【出处】唐·李百药《北齐书·幼主

纪》: “又好不急之务 , 曾一夜索蝎 , 及

旦得三升。”

【例句】这几件 ～, 你可以先放一放。

【反义】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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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计其数
【注音】bùjìqíshù

【释义】计 : 计算。无法计算数目。形

容数量极多。

【出处】《群英会蒋干中计》: “曹军中箭

着炮者 , ～。”

【例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我们县

农民经商、办企业的多得 ～。

【近义】多如牛毛  林林总总  不可胜

数

【反义】九牛一毛  举世无双

不假思索
【注音】bùjiǎsīsuǒ

【释义】假 : 凭借。不经过考虑( 就作出

反应) 。

【出处】宋·黄�0《苏勉斋文集·卷四

·复黄会卿》: “戒惧谨独 , 不待勉强,

不假思索, 只是一念之间 , 此意便

在。”

【例句】我话一说完 , 她就 ～地说 : “好,

跟你去。”

【反义】冥思苦索  千回万转  千思万

想

【辨析】“假”不可读作“jià”。

不见经传
【注音】bùjiàn jīnɡzhuàn

【释义】经传 : 经典和解释经典的著作。

不见载于经典文献。指没有来历或

没有名气。

【出处】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

“( 方寸地) 三字虽不见于经传, 却亦

甚雅。”

【例句】这个自称哲学家的人名 ～, 不

过是沽名钓誉之徒罢了!

【反义】引经据典

不教而诛
【注音】bùjiào ér zhū

【释义】诛 : 杀, 惩罚。事先不教育, 不

讲道理 , 一出错或触犯就惩罚或诛

杀。

【出处】《官场现形记》二十回 : “宽之以

期限 , 动之以利害 , 不忍不教而诛。”

【例句】你明白成语“～”的意思吗?

【反义】治病救人

不近人情
【注音】bùjìn rén qínɡ

【释义】不合人之常情。形容性格或行

为怪僻、呆板。

【出处】《庄子·逍遥游》: “大有径庭 ,

不近人情焉。”

【例句】人家有病了还不给假 , 真是 ～。

【近义】不通人情

【反义】通情达理

不解之缘
【注音】bùjiězhīyuán

【释义】缘 : 缘分。分解不开的缘分 , 原

指男女之间感情深。后泛指关系紧

密。

【出处】《古诗十九首》“文采双鸳鸯 , 裁

为合欢被 ; 著以长相思 , 缘以结 不

解。”《野草芳菲人难识》: “远在石器

时代 , 草就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

【例句】他从小就跟文学结下了 ～。

【反义】素昧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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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进则退
【注音】bùjìn zétuì

【释义】不向前就后退。也指不前走就

要退走。

【出处】宋《朱子语类》第十三卷 : “凡人

不进则退也。”

【例句】逆水行舟 , ～。学外语也一样,

一刻也放松不得。

不经一事, 不长一智
【注音】bùjīnɡyīshì, bùzhǎnɡyīzhì

【释义】不经历那一方面的事, 就不能

增长那一方面的知识。

【出处】宋·悟明禅师《联灯会要·道

本禅师》: “老赵州十八上便解破家散

宅 , 徒为戏论 , 虽然如是 , 不因( 因缘,

指依靠、凭借的条件) 一事, 不长一

智。”

【例句】～, 到实际中去锻炼 , 有助于青

年们较快地成熟起来。

【近义】三折肱 , 为良医  吃一堑 , 长一

智

不经之谈
【注音】bùjīnɡzhītán

【释义】经 : 经典; 常理。不合常理, 不

登大雅之堂或没有根据的言论。

【出处】晋·羊祜《戒子书》: “无传不经

之谈 , 无听毁誉之语。”

【例句】在正统的文艺家眼中, 这类通

俗读物完全是 ～。

【近义】无稽之谈  凿空之论

【反义】至理名言  不易之论

不胫而走
【注音】bùjìnɡér zǒu

【释义】胫 : 小腿。走 : 跑。没有腿却会

跑。比喻事物不待推行就到处流传。

【出处】魏·孔融《论盛孝章书》: “珠玉

无胫而自至者, 以人好之也, 况贤者

之有足乎?”

【例句】昨天开会, 决定给全厂职工普

调一级工资, 这个决议还没正式传

达 , 消息已 ～, 全厂职工无不为之欢

欣鼓舞。

【近义】不翼而飞

不拘一格
【注音】bùjūyīɡé

【释义】不拘泥于一种模式或标准。

【出处】清·龚自珍《己亥杂诗》: “我劝

天公重抖擞 , 不拘一格降人才。”

【例句】坚持双百方针 , 使文化、艺术 ～

地发展 , 才能使其繁荣。

【反义】一成不变

不拘小节
【注音】bùjūxiǎo jiě

【释义】不拘: 不拘泥 , 不限制 ; 小节 : 琐

碎的生活小事。指不为小事情所限

制。

【出处】《后汉书·虞延传》: “性敦朴,

不拘小节。”

【例句】王老师的性格豪放 , ～。

不绝如缕
【注音】bùjuérúlǚ

【释义】缕 : 细线。似断非断 , 像细线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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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连着。形容情势十分危急。也形

容声音幽微 , 时断时续。

【出处】《公羊传·僖公四年》: “夷狄

也 , 而亟痛中国 , 南夷与此狄交 , 中国

不绝若线。”

【例句】音乐会上 , 演员们的歌声 ～。

【近义】间不容发  千钧一发

【反义】一刀两断

【辨析】“缕”不可读作“lóu”。

不绝于耳
【注音】bùjuéyúěr

【释义】在耳边不断回响。

【出处】清·刘鹗《老残游记》二回 : “这

时台下叫好的声音不绝于耳。”

【例句】候车大厅里, 孩子的哭闹声、小

贩的叫卖声 ～。

【近义】余音绕梁

不刊之论
【注音】bùkān zhīlùn

【释义】刊 : 削除 , 修改。古代用竹简刻

书 , 有错就削去。不刊 : 不必修改 , 不

能改动。不能更改或不可磨灭的言

论。

【出处】汉·扬雄《答刘歆书》: “是悬诸

日月 , 不刊之书也。”

【例句】古人的某些言论犹如 ～, 已深

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近义】不易之论

【反义】众说纷纭  陈词滥调

不堪回首
【注音】bùkān huíshǒu

【释义】不堪: 不能忍受。回首: 回头,

引指回顾 , 回忆。不忍再去回顾过去

的惨痛经历。

【出处】五代·南朝·李煜《虞美人》: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

明中。”

【例句】那一段 ～的经历, 现在还提它

干什么?

【反义】重温旧梦

不堪设想
【注音】bùkān shèxiǎnɡ

【释义】堪 : 能 ; 设想: 想像。不能想像。

指事情会发展到很坏的程度。

【出处】《孽海花》第六回 : “若不是后来

庄芝栋保了冯子材出来⋯⋯中国的

大局 , 正不堪设想哩。”

【例句】事情再这样发展下去, 后果将

～。

【近义】不可思议

不堪一击
【注音】bùkān yījī

【释义】堪 : 可以经受。经不起一次打

击。形容十分脆弱。

【出处】毛泽东《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

一致(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 》:

“而这个政府又是一个十分无能的政

府 , 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大军, 不堪一

击⋯⋯使波兰人民遭受德国帝国主

义的蹂躏。”

【例句】敌人表面上耀武扬威, 实际上

已是外强中干 , ～了。

【近义】一触即溃  不攻自破

【辨析】～和“一触即溃”都可形容很容

易被打垮。区别在于 : ～着眼于被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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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薄弱 ; “一触即溃”着眼于被击者

的被粉碎、垮台。

不堪造就
【注音】bùkān zào jiù

【释义】堪 : 可以 , 能; 造就: 培养使有成

就。指没有培养前途, 不可能有所成

就。

【例句】谁说他 ～? 虽然他曾一度失

足 , 但人是可以转变的。

不堪入目
【注音】bùkān rùmù

【释义】堪 : 能 , 可。不能入眼。形容行

为卑鄙或事物粗陋 , 让人看不下去。

【出处】清·沈复《浮生六记·浪游记

快》: “余自绩溪之游, 见热闹场中卑

鄙之状不堪入目, 因易儒为贾。”

【例句】有些图书粗制滥造 , 错误百出,

简直 ～。

【反义】赏心悦目

【辨析】～和“不堪入耳”两者意义相

近。区别在于 : “不堪入耳”的适用对

象是能用“耳朵”听到的话语、音响

等 ; ～的适用对象是能用“眼睛”看到

的形象、动作、文字等。

不可多得
【注音】bùkéduōdé

【释义】形容非常稀少、难得。

【出处】《旧唐书·卢怀慎传》: “简要之

才 , 不可多得。”

【例句】王刚是我们厂一个 ～的人才。

【近义】百里挑一

不可告人
【注音】bùkěɡào rén

【释义】不能告诉别人。多指某种隐秘

的或不正当的想法、计谋, 不敢公开

宣布。

【出处】清·王春生《论小说与改变社

会之关系》: “著诸书者, 其人皆深极

哀苦 , 有不可告人之隐, 乃以委曲譬

喻出之。”

【例句】在审讯中, 他坦白了所干的那

些 ～之事。

【近义】秘而不宣  讳莫如深

【反义】和盘托出

不可或缺
【注音】bùkěhuòquē

【释义】或 : 稍微。不可以稍微缺少。

形容极其重要。

【出处】《巴黎的桥》: “巴黎的桥是一种

美景 , 是巴黎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

【例句】水是我们生命中 ～的一部分。

不可救药
【注音】bùkějiùyào

【释义】药 : 治疗。本指病情危重 , 无法

治疗。后比喻事态已经发展到无法

挽救的地步。

【典故】周武王灭商 , 建立周朝 , 历经了

34 位帝王, 统治 800 余年。诸王之

中 , 最不成器的只有幽王和厉王。幽

王十分荒唐 , 为了逗得他的爱妃褒姒

红颜一笑 , 居然不惜点燃专门用于报

警的烽火台。各路诸侯调动兵马, 赶

来救护 , 却发现原来不过是场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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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姒见大队兵马急急而来, 忽忽而

去 , 觉得十分开心, 不禁笑了起来。

不久 , 犬戎入侵 , 幽王再点燃烽火 , 诸

侯以为又是玩笑 , 不予理睬 , 结果, 首

都镐京陷落。

厉王姬胡在位期间, 统治十分残

暴 , 举国上下, 从朝臣到百姓对他特

别不满 , 常常私下发泄对他的怨愤。

有见识的大臣 , 向他提出忠告, 向他

反映人们私下的议论 , 意在唤起他的

警觉。他非但不加悔改 , 反而派密探

偷听人们的谈话 , 然后把谈话人的姓

名和内容向他报告, 他于是下令, 把

凡是在私下议论他的人全部砍头。

这种高压政策吓得人们再不敢私

下谈论朝政 , 甚至熟人和朋友在路上

相遇都不敢互相打招呼 , 只能用眼神

表示问候( 国人道路以目) 。于是 , 厉

王因此而沾沾自喜。正直的大臣都

认为这种情况潜伏更大的危机 , 对厉

王劝谏说 : “不让人说话的危害比不

让水流还严重 , 积蓄的时间长了, 一

旦暴发将不可收拾 ( 防民之口, 甚于

防川 , 蓄之既久 , 其发必速) 。”话说得

中肯 , 比喻也非常生动, 但仍没有唤

起厉王的足够警惕, 他仍然胡作非

为。

卿士凡伯看到朝政紊乱, 人民的

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 再次向厉王提出

告诫。厉王看在凡伯是老臣的分上,

没有惩处 , 但也不把此话当真。退朝

以后 , 厉王将凡伯的话说给左右亲

信 , 亲信们说: “凡伯有些老糊涂了,

喜欢小题大做 , 大王不必忧心。”

在朝见厉王时, 厉王的亲信对凡

伯百般嘲笑 , 讥刺。凡伯不能忍受这

种污蔑性的攻击, 愤怒地写了一首

诗 , 对那些人进行严正警告 , 诗中说 :

“我虽然年纪大了, 但绝没有到了说

昏话的程度 , 你们大不该嘲笑我。要

知道 , 你们的坏事做得太多, 已经无

法挽救了。”

厉王听不得正确意见 , 不知悔改,

后来被国人放逐。

【例句】当初谁也没有想到局势会一下

子坏到如此 ～的地步。

【反义】病入膏肓  无可挽救  不堪造

就 疾不可为

不可开交
【注音】bùkěkāi jiāo

【释义】开交 : 结束 , 解决 ( 只用于否

定) 。形容没法摆脱或了结。

【出处】《官场现形记》第二回 : “吴赞善

听到这里 , 便气得不可开交了。”

【例句】母亲在厨房里又是杀鸡, 又是

剖鱼 , 忙得 ～。

不可理喻
【注音】bùkělǐyù

【释义】喻 : 使⋯⋯明白。无法通过讲

道理使之明白。形容态度蛮横 , 不讲

道理。

【出处】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褐

盖》卷十三 : “要之 , 此辈不可理喻 , 亦

不足深诘也。”

【例句】他那种人 , 简直 ～, 别去跟他一

般见识。

【近义】不近人情  蛮横无理

【反义】通情达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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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和“蛮不讲理”都形容人蛮不

讲理。区别在于 : “蛮不讲理”较为口

语化 , 其语义比 ～重, 使用频率较 ～

高。

不可名状
【注音】bùkěmínɡzhuànɡ

【释义】名 : 说出; 状 : 描述 , 描绘。无法

用语言来形容、描述或说出。也作

“不可言状“、“莫可名状”。

【出处】晋·葛洪《神仙传·王远》: “衣

有文采 , 又非锦绮 , 光彩耀目 , 不可名

状。”

【例句】这许多奇珍异物, 我过去从来

未见过 , ～。

【反义】一语说破

【辨析】“名”不可写作“明”。

不可磨灭
【注音】bùkěmómiè

【释义】磨灭 : 磨损 , 消失。永远不会消

失。

【出处】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

二·第十九祖鸠摩罗多》: “纵经百千

万劫 , 亦不磨灭。”

【例句】他们为人民立下了 ～的功勋。

【近义】永垂不朽

【反义】湮没无闻

不可偏废
【注音】bùképiān fèi

【释义】指两件事情应该同样重视, 不

可以重视这一件事而忽视另一件事。

【出处】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山谷下》: “二书不可偏废也。”

【例句】集中领导和个人负责 , 两者 ～。

不可企及
【注音】bùkěqǐjí

【释义】企 : 踮起脚跟向前望 , 引申为盼

望 ; 及 : 达到; 企及 : 希望达到。形容

远远赶不上。

【出处】唐·柳冕《答衢州郑使君》: “不

可企而及之者 , 性也。”

【例句】前辈们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的成

就并不是 ～的, 只要我们奋发努力,

虚心好学 , 就一定能够“青出于蓝而

胜于蓝”。

【反义】指日可待

不可胜数
【注音】bùkěshènɡshǔ

【释义】无法全部数完。形容数量很

多。

【出处】《墨子·非攻上》: “百姓之道

( 由) 疾病而死者 , 不可胜数。”

【例句】夜晚的繁星 ～, 像一只只眼睛。

【近义】不计其数  不可胜计  数以万

计 不可枚举

【反义】屈指可数  寥寥可数  聊胜于

无 寥若晨星

不可收拾
【注音】bùkěshōu shí

【释义】指事物败坏到无法整顿或无法

挽救的地步。也可形容感情或行动

发展到无法挽救的地步。

【出处】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 “泊

与淡相遭 , 颓堕萎靡 , 溃败不可 收

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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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他把事情弄到了 ～的地步。

【辨析】～和“一塌糊涂”都有事物败坏

之意。区别在于: ～侧重于事物不可

救药了 , 是坏的程度 ; 而“一塌糊涂”

侧重于描述事物坏的情景 , 是坏的表

象。

不可思议
【注音】bùkěsīyì

【释义】佛教用语。指语言和思维无法

达到的神妙境界。无法想像 , 难于理

解。

【出处】( 北魏) 杨�4之《洛阳伽蓝记·

城内永宁寺》: “佛事精妙, 不可思

议。”

【例句】他孤身一人在原始森林中生活

了十三年 , 真是 ～。

【近义】不堪设想

【反义】可想而知

不可同日而语
【注音】bùkětónɡrìér yǔ

【释义】不能在同一时间内谈论。形容

两者差距很大 , 不能相提并论。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赵策二》:

“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 臣人之与臣

于人也 , 岂可同日而言之哉?”

【例句】在崇高的理想和感情基础上产

生的趣味 , 和趣味主义是 ～的。

【反义】相提并论

不可一世
【注音】bùkěyīshì

【释义】可 : 肯定 , 赞许。世 : “世士”的

简称 , 指读书人。本指不轻易赞许一

个读书人。后引指骄傲自大, 目空一

切。

【出处】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补遗》卷

十五 : “荆公 ( 王安石 ) 少年, 不可一

世。”

【例句】敌人 ～的嚣张气焰, 在遭到了

狠狠打击后 , 终于开始有所收敛。

【近义】目空一切  目无下臣  目中无

人 傲睨自若  颐指气使  目无余

子 傲慢不逊  夜郎自大  旁若无

人

不可逾越
【注音】bùkěyúyuè

【释义】逾 : 越过。不能超过或不能越

过。

【出处】《左传·襄公三十一》: “门不容

车 , 而不可逾越。”

【例句】当时国民党认为 ～的长江天

险 , 还是被英勇无敌的人民解放军顺

利地渡过了。

【辨析】“逾”不可写作“渝”; “越”不可

写作“跃”。

不可终日
【注音】bùkězhōnɡrì

【释义】终日: 过完一天。一天都过不

下去。形容局势危急或心中惶恐。

【例句】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 犯罪分

子惶惶 ～。

【近义】惊恐万状

不可造次
【注音】bùkězào cì

【释义】造次 : 匆忙。不能匆匆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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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一百

零五回: “此事当深虑远议, 不可造

次。”

【例句】这项改革如何搞 , 应从长计议,

～。

不可捉摸
【注音】bùkězhuōmō

【释义】不可预测和估量。

【出处】明·谢肇膌( zhé) 《五杂俎·人

部四》: “及一厕足 , 不能自返, 而故为

不可摸捉之言以掩之。”

【例句】杨小东一边读一边细细地品

味 , 似乎这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包含着

～的秘密。

【近义】不可思议  神秘莫测

【反义】一目了然  了如指掌

【辨析】～和“捉摸不定”都表示“难以

揣测、预料”的意思。区别在于 : ～的

“不可”表示明确的否定 , 语义显然比

“捉摸不定”重。

不劳而获
【注音】bùláo ér huò

【释义】获 : 取得 , 得到。自己不劳动而

取得别人劳动的成果。

【出处】三国·魏·王肃《孔子家语·

卷五·入官》: “所求于迩, 故不劳而

得也。”

【例句】科学成果的取得 , 不可能 ～。

【近义】坐享其成

【反义】自食其力

不吝指教
【注音】bùlìn zhǐjiào

【释义】吝 : 吝惜。指不吝惜指示教导。

客套话 , 用于请人对自己的作品、工

作提出批评或意见。也作“不吝赐

教”。

【例句】奉上拙作一本 , 请 ～。

【近义】不吝珠玉

不吝珠玉
【注音】bùlìn zhūyù

【释义】珠玉 : 泛指珍珠 , 比喻宝贵的意

见。不吝惜宝贵的东西。表示恭请

对方提供有价值的建议或作品。

【出处】明·无名氏《人中画·风流配

一》: “又幸会司马兄, 少年美才。倘

不吝珠玉 , 赐教一律 , 以志不朽。”

【例句】请 ～, 多赐大作。

【反义】爱莫能助

不了了之
【注音】bùliǎo liǎo zhī

【释义】了 : 了结。用不了结的方式来

了结事情。指事情没有办完就放着

不管 , 或者敷衍过去。

【出处】宋·叶少蕴《避暑录语》卷上: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语, 用户有

‘主司头脑太冬烘, 错认颜标是鲁公’

之言 , 人以为戏谈。”

【例句】这件事不能这样 ～。

【近义】不稂不莠  一事无成

【反义】功成名就

不伦不类
【注音】bùlún bùlèi

【释义】伦 : 类。既不像这一类 , 也不像

那一类。指不三不四 , 很不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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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明·吴炳《疗妒羹·絮曩》: “眼

中人不伦不类 , 阱中人不伶不俐。”

【例句】他穿得 ～, 难怪游园会的看门

人拒绝他入内了。

【近义】不三不四

不留余地
【注音】bùlóu yúdì

【释义】说话、办事走极端 , 没有可回旋

的地步。

【例句】这项规定非常严厉 , 一点儿 ～。

【反义】留有余地

不露声色
【注音】bùlùshēnɡsè

【释义】露 : 显露 ; 声 : 说话的声音或语

气 ; 色 : 脸上的表情。指不让自己的

思想感情从声音、语气的表情上流露

出来。

【例句】她察觉到哥哥对自己的冷淡,

心里很不是滋味, 但她丝毫 ～。

不露圭角
【注音】bùlùɡuījiǎo

【释义】圭角 : 圭玉的棱角, 比喻锋芒。

比喻深沉含蓄 , 不露锋芒。也比喻隐

蔽真实面目或内情 , 不露形迹。

【出处】《礼记·儒行》“毁方而瓦合”

汉·郑玄注: “去已之大圭角 , 下与众

小人合也。”

【例句】他为人处事 , 常常 ～, 让人难以

捉摸。

【近义】不露锋芒

【反义】锋芒毕露

不落窠臼
【注音】bùluòkējiù

【释义】窠 : 鸟兽的巢穴; 臼 : 舂米的石

器 ; 窠臼 : 比喻旧格式 , 俗套子。指不

落俗套 , 具有独创性。比喻自出心

裁 , 独具一格。多指文章、艺术作品。

【出处】宋·吴可《学诗诗》: “跳出少陵

窠臼外 , 丈夫志气本冲天。”

【例句】这部电视剧手法新颖 , ～。

【近义】独辟蹊径  别出机杼

【反义】千部一腔  如法炮制

不蔓不枝
【注音】bùmàn bùzhī

【释义】本指莲花的茎挺直不蔓生枝

杈 , 不分叉。后比喻说话或文章简明

而不繁冗。

【出处】宋·周敦颐《爱莲说》: “中通外

直 , 不蔓不枝。”

【例句】写文章有一条重要的原则, 就

是结构谨严 , 中心突出 , ～。

【近义】有条不紊  井井有条

【反义】杂乱无章  一塌糊涂

不毛之地
【注音】bùmáo zhīdì

【释义】毛 : 即“苗”, 指农作物。不长庄

稼的荒原。

【出处】战国·齐·公羊高《公羊传·

宣公十二年》: “锡 ( 赐 ) 之不毛 之

地。”

【例句】他们在这片 ～创造了举世瞩目

的业绩。

【近义】寸草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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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沃野千里  鱼米之乡

【辨析】～和“穷山恶水”都可指土地荒

凉。区别在于 : ～更突出了那里什么

都不生长 ; 而“穷山恶水”只是一般的

自然条件恶劣。

不名一钱
【注音】bùmínɡyīqián

【释义】名 : 占有。没有一文钱。形容

穷困到了极点。

【出处】汉·王充《论衡·骨相》: “通

( 邓通) 有盗钱之罪 , 景帝考验, 通亡,

寄死人家 , 不名一钱。”

【例句】当时他病困交加 , ～, 当然房租

也就无法交了。

【近义】囊空如洗  阮囊羞涩  一贫如

洗

【反义】腰缠万贯  堆金积玉

不明不白
【注音】bùmínɡbùbái

【释义】不清不楚 , 糊里糊涂。

【出处】元·无名氏《连环计》四折 : “你

的女孩儿送与太师, 便则与太师; 若

与吕布 , 便则与吕布。怎么不明不

白 , 着他父子斯闹了一夜。”

【例句】李强 ～地挨了老师一顿批评。

【近义】不尴不尬  暧昧不明

【反义】一清二白  光明磊落

不谋而合
【注音】bùmóu ér hé

【释义】谋 : 商量。没有经过商量但意

见或行动却一致。

【出处】晋·刘琨《劝进表》: “冠带之

论 , 要荒之众 , 不谋而合辞者, 动以万

计。”

【例句】一班同学的意见和二班同学的

意见 ～。

【近义】不约而同  异口同声

【反义】莫衷一是

不能赞一辞
【注音】bùnénɡzàn yīcí

【释主】赞 : 参与。不再添一句话。多

指话语或文章已很完美。也指一言

不发。

【出处】鲁迅《头发的故事》: “我大抵任

他自言自语 , 不赞一辞。”

【例句】 �～”也作“一言不发”。

不能自拔
【注音】bùnénɡzìbá

【释义】拔 : 抽出, 摆脱。自己无法从陷

入的某种境地中解脱出来。

【出处】《南齐书·刘善明传》: “时州治

东阳城 , 善明家在郭内 , 不能自拔。”

【例句】他在那错误的泥坑中越陷越

深 , 终于 ～。

【近义】误入歧途

【反义】一清二白  光明磊落

不能自已
【注音】bùnénɡzìyǐ

【释义】已 : 停止, 引指控制或克制。自

己不能控制或克制。

【例句】他触目伤怀, 唏嘘之情 , ～。

【辨析】“已”不可写作“己”或“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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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念旧恶
【注音】bùniàn jiùè

【释义】不记以往的仇怨。

【出处】《论语·公冶长》: “伯夷、叔齐,

不念旧恶 , 怨是用希。”

【例句】请大家以大局为重, ～, 团结一

致朝前看。

【近义】以德报怨  宽大为怀  既往不

咎

【反义】睚眦必报

不偏不倚
【注音】bùpiān bùyǐ

【释义】倚 : 偏 , 不正。不偏不斜, 位于

正中。原指折中调和的儒家“中庸之

道”。后指不偏袒某一方。

【出处】宋·朱熹《四书集注·中庸》:

“中者, 不偏不倚 , 无过不及之名。”

【例句】在处理所有问题上, 都要做到

～的公道 , 不过是一种幻想。

【近义】一视同仁  一碗水端平

【反义】厚此薄彼  畸轻畸重

不平则鸣
【注音】bùpínɡzémínɡ

【释义】平: 平坦, 公平。鸣 : 发声 , 表

达。遇到不平坦的地方就要发出声

音。比喻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就要表

示不满或反抗。

【出处】《青春之歌》2 部 27 章 : “‘不平

则鸣’, 看看现时的情况 , 难怪学生们

大声疾呼———革命、救国。”

【例句】～, 这是人之常情。小罗受了

委屈 , 发几句牢骚 , 完全可以理解。

不期而然
【注音】bùqīěr rán

【释义】期 : 希望。然 : 如此。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出处】《奶妈》: “大家不期而然地点了

头。”

【例句】老师话音刚落, 同学们便 ～地

举手同意。

【反义】果不其然

不期而遇
【注音】bùqīér yù

【释义】期 : 约定时日。事前没有约定

而意外地碰上。

【出处】《琐忆》: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

会 , 我却不期而遇地晤见了鲁迅先

生。”

【例句】妈妈和杨老师在公园 ～。

【近义】邂逅相遇

不情之请
【注音】bùqínɡzhīqǐnɡ

【释义】情 : 情理 ; 请 : 要求。不合情理

的要求。用于对别人提出请求时说

的客套话。

【出处】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

阳消夏录二》: “不情之请, 唯君图

之。”

【例句】我实在没有办法才提出这些

～, 希望不要见怪。

【近义】非分之请

【反义】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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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求甚解
【注音】bùqiúshèn jiě

【释义】甚 : 十分 , 非常。本指读书只领

会要旨 , 不过于在句上花工夫。后指

不深入领会 , 只停留于一知半解。

【出处】晋·陶潜《五柳先生传》: “不慕

荣利 , 好读书, 不求甚解, 每有会意,

欣然忘食。”

【例句】普通人读书, 虽然借用古人的

话做口头禅 , 但是多是习而不察, ～,

莫名其妙的。

【近义】浅尝辄止  ��吞枣

【反义】含英咀华  打破砂锅问到底

不求闻达
【注音】bùqiúwén dá

【释义】达 : 通达 , 显赫。不追求显赫声

名和高官要职。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蜀志·诸

葛亮传》: “臣本布衣 , 躬耕于南阳 , 苟

全性命于乱世 , 不求闻达于诸侯。”

【例句】他是个只做学问 , ～的读书人。

【近义】富贵浮云

【反义】争名逐利

不屈不挠
【注音】bùqūbùnáo

【释义】挠 : 弯曲。不屈服 , 不弯曲。形

容意志坚定。

【出处】汉·班固《汉书·叙传下》: “乐

昌笃实, 不桡 ( 通 ‘挠’) 不诎 ( 通

‘屈’) 。”

【例句】他在狱中始终 ～地与敌人作坚

决的斗争。

【近义】百折不挠  坚贞不屈  坚强不

屈

【反义】卑躬屈膝

不容分说
【注音】bùrónɡfēn shuō

【释义】容 : 允许。分说 : 辩白。不容许

把话说清楚。

【出处】《草地夜行》: “他不容分说, 背

起我就往前走。”

【例句】老师 ～, 就把受伤的同学背走

了。

不容置辩
【注音】bùrónɡzhìbiàn

【释义】不容许申辩、解释。

【出处】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三

生》: “既而俘者尽释 , 惟某后至 , 不容

置辩 , 立斩之。”

【例句】这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 ～的

事实。

【反义】明辨是非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注音】bùrùhǔxué, yān déhǔzǐ

【释义】穴 : 岩洞 , 动物的窝。焉 : 怎么。

不进老虎洞 , 怎么能捉到小老虎? 比

喻不经历艰险 , 就不能取得成就。

【出处】《后汉书·班超传》: “不入虎

穴 , 不得虎子。”

【典故】东汉时候, 班超被任命为朝牙

使臣 , 带领三十六人去西域的鄯善

国 , 协商建立友好的邦交关系。

刚到鄯善国时 , 国王对班超一行十

分恭敬 , 作为上宾殷勤招待。可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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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 , 国王的态度突然变了, 变得越

来越冷淡。这是怎么回事? 班超很

纳闷。便把随行的人召集到一起说:

“鄯善国王近来对待我们不如前几天

了 , 你们看出来了吗?”大家说: “感觉

出来了 , 行不知为什么?”

班超说 : “依我看, 一定是北方匈

奴派人来暗中挑拨 , 鄯善国王怕得罪

匈奴 , 才有意冷淡我们。”说完, 班超

让大家先不露声色, 留心察访, 弄清

实情后再采取对策。

事情果然不出班超所料, 匈奴派

来一个一百三十多人的使团正在暗

中加紧活动 , 向鄯善国施加压力, 形

势十分严峻。

班超立即把随行的人集中起来,

严肃地说 : “现在匈奴使团才来几天,

鄯善国王就对我们冷淡了 , 如再过几

天 , 匈奴人把他彻底拉过去。说不定

会把我们抓起来送给匈奴讨好。到

那时我们不但完不成使命 , 恐怕连性

命都难保了。”大家说 : “那该怎么办

呢?”有人说: “生死关头, 一切听你

的! ”

班超说 :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随即安排大家说: “今晚, 我们要以迅

有不及掩耳之势, 一举消灭匈奴使

国 , 逼迫鄯善国王继续坐下来同我们

商谈 , 使他诚心归顺汉朝。”

半夜时分 , 班超带领的三十六人,

悄悄地摸到匈奴使团住地。按他的

布置 , 有十个人拿着鼓, 藏在匈奴住

房背后 , 二十个人手执弓箭刀枪, 埋

伏在住房两侧。随后 , 班超亲带六人

顺风点起大火 , 高声击破呐喊, 匈奴

人从睡梦中惊醒, 已被浓烟烈火呛

蒙 ,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顿时乱作

一团 , 班超带人乘乱杀进, 当场杀死

包括匈战使团头头在内的三十多人 ,

以外的百余人都被烧死在住房里。

次日清晨 , 班超派人把鄯善国王找

来 , 先让他看了消灭匈奴使团的现

场 , 鄯善国王大惊失色, 心想汉朝人

真厉害 , 三十多人竟把一百三十多人

全收拾了。班超见鄯善国王一副惊

恐不安的样子, 便上前好言相劝, 晓

以利害。终于 , 鄯善国王真诚表示愿

和汉朝建立友好邦交关系 , 班超不辱

使命 , 带着使团胜利地返回京师长

安。

【例句】做事情要有 ～的精神, 这样成

功的几率才大。

不上不下
【注音】bùs hànɡbùx ià

【释义】上不去, 下不来。形容事情陷

于困境 , 进退两难。也形容不好不

坏。

【出处】明·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卷

九 : “姐姐⋯⋯何苦把这个书生哄他

不上不落的 , 呆呆百事皆废了。”

【例句】这件事, 帮也不是, 不帮也不

是 , 真让人 ～, 左右为难。

【近义】骑虎难下

【反义】左右逢源

不舍昼夜
【注音】bùs hězhòu yè

【释义】不舍 : 不停止 , 不放弃。不放松

白天和黑夜。形容利用一切时间,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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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日夜地工作、学习等。

【出处】《论语·子罕》: “子在川上曰:

‘逝是如斯夫 , 不舍昼夜。’”

【例句】他在学习上刻苦认真 , ～, 真值

得大家学习。

【近义】夜以继日

【反义】消损日月

不三不四
【注音】bùsān bùsì

【释义】不正派 , 不像样子。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七回 : “智

深见了 , 心里早疑忌道 : ‘这伙人不三

不四, 又不肯近前来, 莫不要打洒

家?’”

【例句】小李平常总爱结交一些 ～的朋

友。

【近义】不伦不类

不塞不流, 不止不行
【注音】bùsèbùliú, bùzhǐbùxínɡ

【释义】没有堵塞 , 就没有流动 ; 没有停

顿 , 就不能前进。比喻不破除旧的反

动的事物 , 新的革命的事物就不能流

行、发展。

【出处】宋·黄庭坚《再和元礼春怀十

首序》: “夫不塞不流 , 不止不行 , 此物

之情也。”

【例句】改革必须大刀阔斧 , ～。

不甚了了
【注音】bùshèn liǎo liǎo

【释义】甚 : 很。了了 : 明白, 懂得。不

太明白。形容模模糊糊。

【出处】郭沫若《苏联纪行·七月三

日》: “问剧情 , 在她也 ～。”

【例句】对于他们单位的具体情况, 我

也 ～。

【近义】茫然不解  不得要领  一知半

解

【反义】了若指掌  洞若观火

不声不响
【注音】bùs hēnɡbùx iǎnɡ

【释义】声、响 : 发出声音。指不说什

么 , 或不张扬。

【出处】《寓言四则·浓烟和烟囱》: “这

本来是烟囱应该做的事 , 所以他从来

不声不响。”

【例句】老师 ～地来到教室。

不胜枚举
【注音】bùs hènɡméi jǔ

【释义】胜 : 尽。枚 : 个 , 逐一。不能一

一列举。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十

九回 : “他人虽忠厚 , 要钱的本事是有

的。譬如钦差要这人八万 , 拉达传话

出来 , 必说十万; 过道台同人家讲, 必

说十二万⋯⋯诸如此类 , 不胜枚举。”

【例句】改革开放的好处 ～。

【近义】举不胜举  不可枚举

【反义】寥寥可数  屈指可数

不识大体
【注音】bùs hídàtǐ

【释义】大体 : 重要的或关系全局的道

理。

【出处】《旧唐书·刑法志》: “臣以至

愚 , 不识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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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的人会吃亏的。

不识时务
【注音】bùshís híwù

【释义】不能认清形势或潮流。

【出处】《后汉书·张霸传》: “时皇后兄

虎贲中郎将邓骘 , 当朝贵盛, 闻霸名

行 , 欲与为交 , 霸逡巡不答, 从人笑其

不知时务。”

【典故】东汉时候, 四川成都有位著名

学者 , 名叫张霸 , 他不仅精通“春秋”,

博览“五经”, 学识渊博, 而且品行端

正 , 从小就举孝廉 , 人们赞誉他为“张

曾子”, 拜他为师者, 络绎不绝。

后来 , 张霸做了会稽太守。当时会

稽这个地方社会秩序很乱 , 歹徒盗贼

很多 , 百姓没有安全感。张霸到任

后 , 赏功罚罪 , 十分严明 , 郡吏们都各

守其职 , 不敢懈怠; 歹徒也不敢肇事

生非 , 慢慢都守法归附, 社会混乱局

面改变了 , 渐渐安定下来, 张霸不埋

没有才能的人 , 把郡内的贤士及时推

荐给朝廷。他举荐的顾奉当了殿川

太守 , 公孙松当上了司隶校尉, 都显

露出才华 , 做出一番事业, 受到世人

称颂。

会稽的百姓感念张霸的政绩, 编

了一首童谣赞颂他 :

“弃我戟 , 捐我戈 ;

盗贼尽 , 吏皆休。”

张霸做了三年太守, 便借口身体

多病辞职 , 他的属下执意挽留, 他却

决定离开 , 并解释道: “日中则移, 月

满则亏。我是由一个贫寒的读书人,

升到太守的高位的 , 应该满足了。古

人说‘知足不辱’, 我现在退下来正是

时候! ”

后来, 朝廷再度启用张霸 , 任为侍

中。皇帝的大舅哥虎贲中郎将邓骘

听说张霸人望甚高, 便想和他交往。

邓骘地位非常显赫 , 满朝文武都以与

他结交为荣 , 可是张霸却特立独行,

总是躲着他 , 有些人背后议论说 : “张

霸这个人不识时务! ”

张霸依然故我。七十岁那年, 他因

病故去。他给儿子留下的遗书 , 写

道 : “人生一世, 只是一味地敬畏别

人 , 而自己不多做善事, 到头来还是

要身受其祸的。”

【例句】文天祥宁死不降的选择, 或许

在有些人看来是 ～, 但他的崇高气节

却赢得了后人景仰。

【近义】不识时变

【反义】通权达变  识时通变

不识好歹
【注音】bùs híhǎo dǎi

【释义】歹 : 坏 , 是好是坏都分不出来,

指不能理解别人对自己是好意、还是

坏意。也作“不知好歹”。

【出处】·释普济《五灯会元·宣鉴禅

师》: “油山老人不识好恶”、“不知好

歹”。

【例句】他要 ～, 跑来动一动 , 我就同他

拼到底!

不识抬举
【注音】bùs hítái jǔ

【释义】不理会、不珍视别人对自己的

优待与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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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第六十四

回 : “这和尚好不识抬举。”

【例句】领导决定小李下基层锻炼, 是

为他增长才干 , 成为提拔对象, 可他

说这是排挤他 , 这个人真是 ～。

【近义】不知好歹

【反义】知情识趣

不时之无
【注音】bùshízhīwú

【释义】不认识常用的“之”字和“无”

字。形容不识字 , 文化水平低。

【出处】唐·白居易《与元九书》: “仆始

生六七月时 , 乳母抱弄于书屏下, 有

指“无”字、“之”字示仆者, 仆虽口未

言 , 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 虽

百十其试 , 而指之不差。”

【例句】在当今这个知识社会, ～的人

已很少了。

【近义】目不识丁

不时之需
【注音】bùshízhīxū

【释义】不时 : 随时 , 不定什么时候。随

时需要。也作“不时之须”。

【出处】宋·苏轼《后赤壁赋》: “我有斗

酒 , 藏之久矣 , 以待子不时之需。”

【例句】要有充分的商品储备 , 以应 ～,

这样 , 人心才会安定。

不速之客
【注音】bùsùzhīkè

【释义】速 : 邀请。没有邀请而自己到

来的客人。

【出处】《周易·需》: “有不速之客三人

来。”

【例句】在愉快的宴会上, 突然来了一

位 ～, 使大家的情绪骤然降低了一

半。

不同凡响
【注音】bùtónɡfán xiǎnɡ

【释义】响 : 回声, 指音乐。不同于一般

的音乐。原指演唱出色。后泛指事

物不平常。

【例句】在艺术展览会上, 他的作品真

是 ～。

【近义】与众不同

【反义】平淡无奇

不痛不痒
【注音】bùtònɡbùyǎnɡ

【释义】比喻不中肯, 没有切中要害或

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二十六

回 : “即如小凝幼时 , 忽从面上生一肉

核 , 非疮非疣 , 不通不痒。”

【例句】你既然知道是他的不对, 怎么

在会上不严肃批评而只是说几句 ～

的话就算了呢?

【近义】轻描淡写  敷衍了事

【反义】鞭辟入里  刻骨铭心  力透纸

背

【辨析】“痛”不可读作“ténɡ”。

不为已甚
【注音】bùwéi yǐs hèn

【释义】为 : 做。已甚 : 太过分。不做太

过火的事。指做事适可而止。

【出处】《民国通俗演义》63 回 : “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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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已甚 , 但你须谨慎小心。”

【例句】他这人向来 ～。

【近义】宽宏大量  恰如其分

【反义】赶尽杀绝

不为五斗米折腰
【注音】bùwéi wúdǒu mǐzhéyāo

【释义】五斗米 : 指微薄的官俸。折腰:

弯腰 , 指下拜行礼。不为微薄的俸禄

而屈身侍上司。形容清高 , 有骨气。

【出处】《喻世明言》卷五 : “古人不为五

斗米折腰 , 这个助教官儿, 也不是我

终身养老之事。”

【例句】陶明 ～的精神真值得我们学

习。

不闻不问
【注音】bùwén bùwèn

【释义】既不听也不问。形容对事情毫

不关心。

【出处】清·石玉昆《三侠五义》七十六

回 : “也不想想朝廷家平空的丢了一

个太守 , 也就不闻不问 , 焉有是理。”

【例句】他对学校里的事总是抱着 ～的

态度。

【近义】漠不关心  漠然置之

【反义】问长问短

不务空名
【注音】bùwùkōnɡmínɡ

【释义】务 : 追求 , 不追求虚名。形容踏

踏实实地工作。

【例句】我们张校长工作脚踏实地, 任

劳任怨 , ～, 受到师生好评。

不务正业
【注音】bùwùzhènɡyè

【释义】务 : 从事。不从事正当的职业。

也指不好好干本职工作 , 而把心思用

在其他方面。

【出处】明·兰凌笑笑生《金瓶梅》一

回 : “这人不甚读书, 终日闲浪荡, 一

自父母亡后 , 分外不务正业。”

【例句】小王业余时间爱写小说, 刘主

任便认为他 ～, 经常批评他。

【近义】游手好闲  无所事事

不惜工本
【注音】bùxīɡōnɡběn

【释义】工本 : 成本。不惜花费。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一

回 : “姓方的瞧着眼热, 有几家该钱

的 , 也就不惜工本 , 公开一个学堂。”

【例句】村支书 ～, 动用了很多人力物

力。

【反义】精打细算

不相上下
【注音】bùx iānɡshànɡx ià

【释义】分不出高低好坏。形容程度相

当。

【出处】唐·陆龟蒙《甫里集·蠹化》:

“桔之蠹( dù, 蛀虫) ⋯⋯翳叶仰啮 , 如

饥蚕之速 , 不相上下。”

【例句】无论就品行还是就技术而言,

他们两人都 ～。

【近义】伯仲之间  平分秋色  相去几

何 不差毫发

【反义】判若云泥  天壤之别  天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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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 无以伦比  小巫见大巫

不肖子孙
【注音】bùxiào zǐsūn

【释义】肖 : 相似 , 像。不肖: 不像 ( 先

辈) , 不贤。指不能继承先辈事业或

违背先辈遗志的子孙。

【出处】《孟子·万章上》“丹朱 ( 尧的

儿子) 之不肖 , 舜之子亦不肖。”

【例句】黄老师一辈子为人正直, 勤奋

工作 , 谁知道他家里竟出了这样的

～。

【反义】雏凤清声

【辨析】“肖”不可写作“孝”。 ～和“纨

绔子弟”都有不务正业的人的意思。

区别在于: ～偏重子孙; 而“纨绔子

弟”偏重于富贵人家的肖子孙。

不屑一顾
【注音】bùxièyīɡù

【释义】不屑 : 不值得。不值得看一眼。

形容对人或事极端鄙视。

【出处】明·方孝儒《送吏部员外郎龚

彦佐序》: “夫禄之以天下而系马千

驷 , 常人思以其身易之而不可得, 而

伊尹不屑一顾视焉。”

【例句】同学们批评他, 他露出一副 ～

的神色。

【近义】�之以鼻  不过尔尔

【反义】另眼相待  刮目相看

不省人事
【注音】bùxǐnɡrén shì

【释义】省 : 明白。指失去知觉 , 处于昏

迷状态。不懂人情世故。

【出处】明·解缙等《永乐大典戏文三

种·无 名氏〈张协状 元· 胜花 气

死〉》: “紧闭牙关 , 都不省人事。”

【例句】生病的小明躺在床上一直 ～。

【反义】老谋深算

不修边幅
【注音】bùx iūbiān fú

【释义】边幅: 布帛的边缘。形容不注

重衣着仪容的整理。

【出处】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

序》: “肆欲轻言 , 不修边幅。”

【典故】马援, 字子渊 , 扶风郡 ( 今陕西

凤翔县) 人 , 是战国名将赵奢的后代。

西汉末年 , 王莽兵败身死, 马援流落

西凉 , 很受当地军事首领隗嚣的信

任。

刘秀定都洛阳时 , 天下还没有完全

统一 , 樊崇领导的赤眉军还有相当实

力 , 公孙述也在四川称帝。隗嚣自知

不具备统一中国的能力 , 拿不定主意

向哪方面势力靠拢 , 处于观望徘徊之

中。他找来马援为其决策。马援认

为 , 需要对各方面势力作综合分析以

后才能决定。隗嚣觉得马援的态度

慎重 , 便派马援为专使到四方考察。

马援与公孙述是同乡 , 从小就十分

要好 , 所以首先来到四川, 在马援想

像中 , 老朋友见面一定握手言欢, 畅

叙友情。没料到 , 公孙述对他接待得

十分严肃 , 很郑重的按外交礼仪把他

安排到宾馆 , 并送去衣、帽请马援更

换。接见时 , 摆出皇帝出行的全幅仪

仗 , 警卫人员戎装整齐 , 戈甲鲜明, 骑

兵排列 , 数十面旌旗前呼后拥, 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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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马援入朝。然后会齐百官 , 由主

管礼仪的官员接着程序 , 把马援安排

在客人的位置 , 又正式任命他为大将

军 , 并封以侯爵。马援觉得公孙述的

一系列举动像是演戏, 十分可笑, 便

婉言谢绝了。

事后 , 马援说: “目前各路英雄都

有统天下的想法 , 究竟谁实现还难预

料。这时重要的是招揽人才。公孙

不能废寝忘食 , 礼敬天下英杰, 反而

刻意装扮 , 如同木偶 ( 公孙哺走迎国

士 , 与图成败 , 反修边幅 , 如偶人形) ,

这样怎么会留住人才呢。”

马援离开四川, 来到洛阳见光武

帝刘秀。接见时 , 刘秀毫不戒备。马

援问 : “现在很不太平 , 陛下怎知道我

不是刺客呢?”

刘秀说 : “你肯定不是刺客, 但你

是说客。”谈话之中 , 马援觉得刘秀很

像刘邦 , 有领袖的气度和胸怀, 他回

西凉后建议隗嚣向刘秀靠拢。

后来 , 马援来到洛阳 , 屡立军功 , 被

封为伏波将军 , 成为东汉名将。

【例句】这个艺术家是个 ～的人, 所以

人们难得见他剃次须 , 理次发。

【近义】蓬首垢面  不衫不履

【反义】衣冠楚楚

不虚此行
【注音】bùxūcǐxínɡ

【释义】虚 : 徒然 , 白白地。指没有白走

这一趟 , 表示某种行动有所收获。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四十回 : “干了这么一回事, 也

不虚此一行。”

【例句】听他一席话 , 胜读十年书 , 我深

感 ～。

不学无术
【注音】bùxuéwúshù

【释义】不 : 无, 没有。没有学问, 没有

本领。

【出处】汉·班固《汉书·霍光传赞》:

“然光不学亡( 无) 术 , 暗于大理。”

【例句】～又妄自尊大的人, 的确是最

令人讨厌不过的了。

【近义】胸无点墨  不识之无  空腹便

便

【反义】博学多才  满腹经纶  八斗之

才 学贯天人

不言而喻
【注音】bùyán ér yù

【释义】喻 : 明白。不用说就能明白。

【出处】《孟子·尽心上》: “君子所性 ,

仁义礼智根于心, 其生色也, 褽然见

于面 , 盎于背 , 施于四体, 不言而喻。”

【例句】贪慕虚荣的人 , 下场 ～, 难道还

需多费唇舌么?

【近义】显而易见

【反义】深奥难懂  如坠雾海

不厌其烦
【注音】bùyàn qífán

【释义】厌 : 嫌。不嫌麻烦。

【出处】清·夏敬渠《野叟曝言》一百三

十八回评 : “每阅数年 , 必综叙素臣生

子生孙, 娶妇嫁女, 中科发甲。而读

者不厌其烦 , 甚至一回之中, 先后数

见 , 绝无沓冗繁复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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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对于同学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他总是 ～地进行讲解。

【近义】诲人不倦

【反义】不胜其烦

不厌其详
【注音】bùyàn qíxiánɡ

【释义】不嫌详细。指力求尽量详细。

【出处】《挺进报》中陈然被捕后的事情

是记叙的重点, 所以要不厌其详地

说。

【例句】警察叔叔 ～地询问了小女孩的

下落。

不一而足
【注音】bùyīér zú

【释义】足 : 满足。原指不是一事一物

可使之满足。后指同类事物很多 , 不

能一一列举。

【出处】战国·齐·公羊高《公羊传·

文公九年》: “楚子使椒, 来聘。椒者

何? 楚大夫也。楚无大夫, 此何以

书 , 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 则何以

不氏? 许夷狄者 , 不一而足也。”

【例句】～, 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近义】屡见不鲜

【反义】绝无仅有

不遗余力
【注音】bùyíyúlì

【释义】遗 : 留下。余 : 剩余。毫无保留

地把全部力量都使出来。

【出处】《战国策·赵策三》: “秦之攻我

也 , 不遗余力矣 , 必以倦而归也。”

【典故】战国时候 , 秦昭王四十七年( 公

元前 260 年) 。秦国派遣左遮长王龅

率兵攻打赵国, 武安君白起率兵后

援。双方在长平展开激战。赵国的

军队阵亡了一名将领, 秦军获胜, 向

赵国索要六座城池。

孝成王急忙召见楼缓 , 商讨对策。

赵王说 : “秦国索要六城 , 你看答应他

们好还是不答应他们好?”

楼缓主张答应秦国的要求 , 同秦国

讲和。

虞卿听说后, 急忙去见赵王, 他反

对求和 , 他说: “大王, 你看秦军停止

进军 , 是力量不足, 还是因为给您面

子?”赵王叹了一口气 : “唉, 秦国来攻

打我们 , 已不留一点力量, 必是因为

力量不足⋯⋯”

虞卿说 : “秦军力量不足才停战。

大王您又满足他们索要六城的要求 ,

这不是帮助秦国削弱自己吗?”

赵王拿不定主意 , 又问楼缓, 楼缓

仍坚持自己意见。

虞卿又见赵王说 : “楼缓也不能保

证今年给秦六城, 秦国明年不再攻

赵。那么 , 明年秦国又来攻赵, 只有

再给秦六城 , 秦年年攻赵, 而赵国的

土地是有限的。以有限的土地 , 怎能

满足秦国没完没了的欲求 , 赵国还能

存在吗?”

赵王说 : “你说的有道理 , 但是, 你

有什么办法解救赵国啊?”

虞卿成竹在胸 , 慢慢地讲出一个计

谋 : “大王 , 秦国向您要六个城池, 您

偏不给他 , 您可以把五个城池送给齐

国。齐国和秦国一向是有仇的国家 ,

齐王得到我们的五个城池 , 必然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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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我们抗秦。这样一来我看秦王恐

怕要带着重礼 , 主动来向我们请求和

平呢! 您这一个举动, 可以使赵齐两

个国家结成联盟 , 正好与秦国最初的

企图相反呀! ”

“好主意 , 好主意! 就这么办吧 : ”

赵王赞成虞卿的策略 , 派他去齐国谋

划。果然不出虞卿所料 , 他还没有从

齐国回来 , 秦国已派使者来到赵国讲

和了。

【例句】由于他 ～地宣传封建礼教, 学

生们十分反感。

【近义】竭尽全力  全力以赴

【辨析】～和“全力以赴”都有把所有力

量使出来的意思。区别在于 : ～是中

性词 , 既可用以好的方面, 也可用以

坏的方面 ; 而“全力以赴”是褒义词,

通常用以好的方面。

不以为耻
【注音】bùyǐwéi chǐ

【释义】不认为是耻辱。形容人不知羞

耻。

【出处】宋·乐史《杨太真外传》: “故绝

逆子耳之言 , 恣行燕乐, 衽席无别 , 不

以为耻 , 由林甫之赞成矣。”

【例句】舞弊者被当场抓获 , 他 ～, 还在

那里强调种种客观原因。

【近义】无耻之尤

【反义】无地自容

不以为然
【注音】bùyǐwéi rán

【释义】然 : 对 , 正确。不认为是对的,

表示不同意( 含轻视的意思) 。

【出处】宋·苏轼《与章子厚书》: “某所

以得罪 , 其过恶未易一二数, 平时惟

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 反复甚苦, 某

强很自不以为然。”

【例句】对我们班的倡议, 一班的同学

颇 ～。

【近义】不敢苟同

【辨析】～和“�之以鼻”有区别: ～偏

重于心理活动, 语义较轻; “�之以

鼻”偏重于不满的轻蔑的表情、举动 ,

语意较重。

不易之论
【注音】bùyìzhīlùn

【释义】易 : 变更。不可变更的言论。

指论断或意见完全正确 , 不可改变。

【出处】宋《朱子全书·历代二·宋》:

“然佞臣不可执笔, 则不易之论。”

【例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这

确是 ～。

不以一眚掩大德
【注音】bùyǐyīs hěnɡyǎn dàdé

【释义】以 : 因为。眚 : 眼上的翳 ( yì)

障。比喻小的过失。掩: 遮盖。德:

德行 , 指功劳、贡献。不因为一次小

过错而抹杀大功绩。

【出处】《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大夫

向罪? 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例句】张局长是个好领导, 对于小李

这一次的过错 , 也 ～。

不亦乐乎
【注音】bùyìlèhú

【释义】亦 : 也。乎 : 文言语气词 ,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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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不也是很快乐的吗?

【出处】《论语·学而》: “有朋自远方

来 , 不亦乐乎?”

【例句】 �～”一词出自《论语·学而》。

【反义】适可而止

不义之财
【注音】bùyìzhīcái

【释义】指不应得的或以不正当的手段

获得的钱财。

【出处】汉·刘向《列女传·齐田稷

母》: “不义之财 , 非吾有也。”

【例句】这些贪污受贿的 ～, 应该全部

追回。

【辨析】～和“不劳而获”都有得到财物

之意。区别在于: ～偏重于用不正当

手段得到财物 ; 而“不劳而获”偏重于

不劳动而得到财物。

不阴不阳
【注音】bùyīn bùyánɡ

【释义】既不暗也不明。比喻待人处事

态度不明确, 令人难以捉摸。也指狡

黠 , 使人难以捉摸。

【出处】京剧《沙家浜》四场 : “他神情不

阴又不阳。”

【例句】他的话 ～, 令人费解。

【反义】明明白白  旗帜鲜明

不翼而飞
【注音】bùyìér fēi

【释义】翼 : 翅膀。没有翅膀竟然飞去。

比喻迅速传播或物品突然丢失。

【出处】《管子·戒》“无翼而飞者, 声

也。”

【例句】这东西 ～了, 真奇怪。

【近义】不胫而走

【反义】合浦珠还

不由自主
【注音】bùyóu zìzhǔ

【释义】由不得自己, 控制不住自己。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八十一

回 : “我也不很记得了。但觉自己身

子不由自主 , 倒像有什么人, 拉拉扯

扯 , 要我杀人才好。”

【例句】听见洞里传来了声音, 他 ～地

放慢了脚步。

【近义】情不自禁  鬼使神差  心不由

主 身不由己  不知不觉

不由分说
【注音】bùyóu fēn shuō

【释义】由 : 允许, 让; 分说: 分辩, 辩白。

不容许分辩。也作“不容分说”。

【出处】元·武汉臣《生金阁》第三折:

“怎么不由分说, 便将我飞拳走踢只

是打。”

【例句】不一会儿, 几个反革命分子气

势汹汹地又来到刘胡兰跟前, ～, 吆

喝着把刘胡兰押到庙里去了。

不远千里
【注音】bùyuǎn qiān lǐ

【释义】不以千里为远。指不畏路途遥

远。

【出处】《孟子·梁惠王上》: “王曰:

‘叟! 不远千里而来, 亦将有以利吾

国乎?’”

【例句】白求恩同志 ～来到中国,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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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

【近义】长途跋涉

【辨析】～和“千里迢迢”都可形容路途

遥远。区别在于: ～偏重主观上不怕

长途跋涉 ; 而“千里迢迢”偏重于客观

上路途特别远。

不约而同
【注音】bùyuēér tónɡ

【释义】约 : 约定, 商量。事先没有商

量 , 想法或行动却一致。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

父列传》: “无尽寸之势 , 起闾巷 , 杖棘

矜 , 应对而皆动 , 不谋而俱起 , 不约而

同会。”

【例句】到了这天 , 大家 ～地来到公园。

【近义】不谋而合

【反义】同床异梦

不在话下
【注音】bùzài huàxià

【释义】旧体小说或剧本中的套语。表

示故事暂告一段落, 转入别的情节。

表示事情无关紧要 , 不值得一提。

【出处】元·秦简夫《赵礼让肥》四折:

“着某在丞相府差定二十八个开国功

臣 , 只有铜刀马武 , 是他战功独多 , 封

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 以下各随次第加

官赐赏 , 这且不在话下。”

【例句】这事对于他来说 , 简直 ～。

【近义】不足挂齿

不择手段
【注音】bùzéshǒu duàn

【释义】择 : 选择。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什么手段都采用。

【出处】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 “为目

的而不择手段, 虽目的甚正, 犹且不

可。”

【例句】他们这样 ～地将国家财产据为

己有 , 必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近义】机关用尽  费尽心机

【反义】无计可施

【辨析】～和“机关用尽”都有想尽办法

的意思。区别在于: ～侧重于为达到

目的 , 而使用各种方法; 而“机关用

尽”侧重于用尽心思, 无明显的为达

到某种目的的意思。

不折不扣
【注音】bùzhébùkòu

【释义】一点也不打折扣。表示如实

的 , 十足的。

【出处】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

之余》: “这时上海有一个专门装假辫

子的专家 , 定价每条大洋四元, 不折

不扣 , 他的大名, 大约那时的留学生

都知道。”

【例句】对上级的这项指示, 我们应当

～地贯彻执行。

【近义】彻头彻尾

【反义】残缺不全  挂一漏万

【辨析】～和“货真价实”本义不同 ; 但

他们的比喻义相同。

不正之风
【注音】bùzhènɡzhīfēnɡ

【释义】风 : 风气, 作风。指不正当的社

会风气或恶劣的作风。

【出处】晋·葛洪《抱朴子·辩问》: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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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之风 , 易流遁之俗。”

【例句】奢侈、浪费是一种 ～。

【近义】不良风气

不知不觉
【注音】bùzhībùjué

【释义】没有意识到 , 没有察觉到。

【出处】《神笔马良》: “马良看得出神,

不知不觉地走了进去。”

【例句】在优美的音乐声中, 我作业 ～

的做完了。

【近义】不由自主  身不由己

不知凡几
【注音】bùzhīfán jǐ

【释义】凡 : 总共。不知道总共有多少。

表示同类的人或事物很多。

【出处】清·顾炎武《钱粮论上》: “其逃

亡或自尽者 , 又不知凡几也。”

【例句】正处兵荒马乱之时, 饿死的人

～。

【近义】不一而足

【反义】屈指可数  寥寥无几

不知好歹
【注音】bùzhīhǎo dǎi

【释义】不知道好坏。多指不领会别人

的好意。

【出处】明·许仲琳《封神演义》七十四

回 : “黄天祥不知好歹 , 随后赶来。”

【例句】一个人千万别 ～。

【近义】不识抬举

不知去向
【注音】bùzhīqùxiànɡ

【释义】不知到哪里去了。

【出处】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一

回 : “宣王问曰: ‘如今红衣小儿何

在?’答 曰 : ‘自教 歌 之后 , 不 知 去

向。’”

【例句】等我们赶回宿舍时, 刘强早已

～。

【近义】无影无踪  下落不明

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注音】bùzhīrén jiān yǒu xiūchǐshì

【释义】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羞耻的事

情。形容脸皮很厚 , 无耻。

【出处】宋代欧阳修《与高司谏书》: “是

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

【例句】这人太无聊了 , 简直 ～。

不知所措
【注音】bùzhīsuǒcuò

【释义】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

该怎么办。

【出处】《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皇太子以丁酉践尊号 , 哀喜交并 , 不

知所措。”

【典故】诸葛恪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谨

的儿子 , 从小就聪明过人。诸葛谨当

时在东吴孙权的手下任职。他的脸

生得很长 , 为人又忠厚老实, 不大善

于辞令。一次宴会 , 孙权与他开了个

恶作剧似的玩笑。孙权命人牵来一

头驴 , 在驴的脑门上写道“诸葛子瑜

( 诸葛谨的字 ) ”几个字 , 赴会的官员

看了忍不住哄堂大笑 , 弄得诸葛谨面

红耳赤 , 十分尴尬。

这时诸葛恪站立在他父亲的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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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种情景不慌不忙提起笔来 , 走

到驴的跟前 , 在上面填上“之驴”两个

字。结果变成了“诸葛瑜之驴”。意

思大变 , 驴成了诸葛谨的财产, 在会

的文武百官和孙权都为诸葛恪的机

智所惊奇。孙权只好让诸葛谨把驴

牵走 , 开玩笑损失一头驴, 孙权觉得

分外开心。从此对诸葛恪刮目相看,

格外喜欢。

诸葛恪成年以后, 即被任命为骑

都尉 , 为太子讲解经史。后来, 东吴

的重臣周瑜、鲁肃、陆逊等人先后病

故 , 诸葛恪被任命为大将军, 统率东

吴所有兵力。公元 251 年 , 孙权出

巡 , 并祭祀祖先, 归来途中, 突然中

风 , 他深知这种病不会康复, 便封诸

葛恪为太子太傅 , 为诸葛恪将来辅佐

太子继承帝位铺平道路。

第二年春天 , 孙权病重, 召来诸葛

恪及中书令太子少傅孙弘等嘱托后

事。孙权死后 , 孙弘认为诸葛恪为人

残忍 , 不会忠于孙吴政权, 打算在为

孙权发丧之前除掉他 , 却被诸葛恪抢

先用计杀害。诸葛恪废掉太子 , 立即

为孙权发丧。

为了巩固权势, 诸葛恪另立孙权

最小的儿子孙亮为太子, 继皇帝位。

孙亮当时不过是个十岁的小孩子 , 对

这些突然的变故感到困惑与惊愕 , 不

知怎样处理眼前的局面 , 只好把一切

交代给诸葛恪全权办理。

诸葛恪受命之后 , 大权在握, 得意

洋洋 , 这种心情在他写给他弟弟诸葛

融的信中表现得十分露骨。信中写

道 : “今年四月十六日, 大行皇帝逝

世 , 太子以丁酉尊号 ( 称帝) , 哀喜交

并 , 不知所措。”

诸葛恪自恃才智 , 专权乱政, 弄得

民怨沸腾 , 于公元 253 年被孙峻杀掉

了。

【例句】他听说自己要被处分 , 一时 ～,

一连几次写错了自己的名字。

【近义】手足无措

【反义】成竹在胸

不知所云
【注音】bùzhīsuǒyú

【释义】云 : 说。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原指感情激动, 语无伦次。也指说话

颠三倒四。

【出处】三国·蜀·诸葛亮《前出师

表》: “临表涕泣 , 不知所云。”

【例句】王书记在台上就形势、任务、政

治等问题讲了两个多小时 , 下面的人

却 ～。

【近义】语无伦次  漫无边际  颠三倒

四

【反义】言简意赅

不知天高地厚
【注音】bùzhītiān ɡāo dìhòu

【释义】形容不了解事物的复杂性。也

形容狂妄无知。

【出处】《荀子·劝学》“故不登高山 , 不

知山高也 ; 不临深渊 , 不知地厚也。”

【例句】你在他面前说那些话, 实在是

班门弄斧 , ～。

【近义】不自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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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所终
【注音】bùzhīsuǒzhōnɡ

【释义】终 : 结局。指不知道最后的下

落或结局。

【出处】南朝( 宋) 范晔《后汉书·逸民

传》: “俱游五岳名山 , 竟不知所终。”

【例句】他到深山修道去了 , 最后 ～。

【近义】杳无踪影

不置可否
【注音】bùzhìkěfǒu

【释义】置 : 放 , 立 ; 可 : 行, 可以; 否 : 不

行 , 不可以。既不说行 , 又不说不行。

指不表明态度 , 不发表意见。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五十

六回 : “温钦差听了一笑, 也不置可

否。”

【例句】他 ～地笑了笑, 叫人不知该怎

么办。

【近义】不置一词

【反义】旗帜鲜明

不治之症
【注音】bùzhìzhīzhènɡ

【释义】治 : 医治 , 治疗。医治不好的病

症。比喻无法去除的弊病。

【出处】清·夏敬渠《野叟曝言》九十六

回 : “处女失惊道 : ‘据客官如此说来,

系不治之症。’”

【例句】曾几何时, 走后门竟成了许多

单位的 ～。

【近义】沉疴宿病

不着边际
【注音】bùzhuóbiān jì

【释义】着 : 挨上 , 接触 , 挨不着边儿。

【出处】巴金《春》十五 : “周氏和张氏又

谈了一些不着边际的闲话。”

【例句】我们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行

动 , 而不是 ～的空谈。

【近义】不关痛痒  漫无边际

【反义】切中要害  一针见血

【辨析】“着”不可读作“zháo”。

不足挂齿
【注音】bùzúɡuàchǐ

【释义】挂齿 : 提起。不值得一提。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八十七

回 : “无能小将 , 不足挂齿。”

【例句】帮您买煤是举手之劳, 这点小

事 ～, 您就别那么客气了。

【反义】永志不忘

不足为据
【注音】bùzúwéi jù

【释义】为 : 当作, 作为。据: 根据, 凭

据。不能当作凭证、根据。

【出处】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

吗》: “自信力的有无, 状元宰相的文

章是 ～的 , 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例句】你的证词 ～, 公安局还要认真

调查。

【近义】空口无凭

【反义】真凭实据

不足为奇
【注音】bùzúwéi q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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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不值得奇怪。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六十八

回 : “吴 用见 说, 大笑 道 : ‘不 足为

奇! ’”

【例句】他平时不认真学习 , 高考落榜,

当然 ～。

【近义】家常便饭  屡见不鲜  司空见

惯 平淡无奇

【反义】神乎其神  亘古奇闻  惊世骇

俗

不足为训
【注音】bùzúwéi xùn

【释义】训 : 指准则。不值得作为遵循

的准则。

【出处】清·曾朴《孽海花》四回 : “孝琪

的行为 , 虽然不足为训, 然听他的议

论思想 , 也有独到之处, 这还是定庵

的遗传性。”

【例句】这家工厂虽然也取得了某些经

济效益 , 但他们的有些做法, 却是 ～

的。

【反义】奉为圭臬

【辨析】“为”不可读作“wèi”。

布帛菽粟
【注音】bùbós hūzù

【释义】帛 : 丝织品的总称。菽: 豆类。

粟 : 谷子。泛指衣料和粮食。比喻虽

然平常但是不可缺少的事物。

【出处】元·脱脱等《宋史·程颐传》:

“其言之旨 , 若布帛菽粟然 , 知德者尤

尊崇之。”

【例句】对孩子的教育如同 ～一样, 是

一天也不可废弃的。

步步为营
【注音】bùbùwéi yínɡ

【释义】军队前进一程, 就建立一个营

垒。比喻行动谨慎。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七十一

回 : “可激劝士卒, 拔寨前进, 步步为

营 , 诱渊来战而擒之, 此乃‘反客为

主’之法。”

【例句】我军 ～, 乘胜前进。

【近义】稳扎稳打

【反义】轻举妄动

步调一致
【注音】bùdiào yīzhì

【释义】步调 : 走路时候步的大小快慢 。

比喻进行某种活动, 采取同一步骤,

同一方式。

【例句】中国人民 ～地沿着改革开放、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步履维艰
【注音】bùlǚwéi jiān

【释义】步履: 行走; 维 : 文言助词 , 无实

际意义 ; 艰 : 困难。行走十分困难。

又作“步履艰难”。

【出处】清·刘坤一《奏疏》: “臣自上年

秋间 , 时患腰痛, 两腿无力, 步履维

艰。”

【例句】爷爷患了脑血栓 , ～, 很少出门

走动。

【近义】寸步难行

【反义】健步如飞

【辨析】～和“寸步难行”都有“行走困

难”的意思。区别在于: ～多指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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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病人行动不便; “寸步难行”不这样

用。同样表示走路困难 , “寸步难行”

在程度上大大超过 ～。“寸步难行”

能比喻处境困难; ～不能。

步人后尘
【注音】bùrén hòu chén

【释义】步 : 跟随。后尘 : 走路时后面扬

起的尘土。跟在别人后面走。比喻

追随他人或沿袭前人。

【出处】唐·杜甫《戏为六绝句》诗 : “窃

攀屈宋宜芳驾 , 恐与齐梁作后尘。”

【例句】他 ～, 毫无创新 , 当然是不会成

功的。

【近义】追随骥后

【反义】不甘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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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ɑi

猜拳行令
【注音】cāi quán xínɡlìnɡ

【释义】猜拳 : 划拳 , 饮酒时两人同时伸

出手指并合说一数, 数目跟双方手指

总数相符者为胜。令 : 酒令, 一种饮酒

可分输赢的游戏 , 输者罚喝酒。划拳行

酒令 , 形容饮宴气氛热烈。

【出处】《灌园叟晚逢仙女》: “众人团团

围住 , 猜拳行令 , 大呼小叫。”

【例句】在小王婚礼上 , 宾客们 ～, 谈笑

风生。

才高八斗
【注音】cái ɡāo bādǒu

【释义】才 : 文才, 才华。形容人有才

华 , 知识渊博。

【出处】唐·李延寿《南史·谢灵运

传》: “灵运曰 : ‘天下才共有一石 , 曹子

建独得八斗 , 我得一斗 , 自古及今同用

一斗。’”

【典故】南宋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 陈

郡阳夏 ( 今河南太康) 人。谢玄之孙,

袭封康乐公。后降爵为侯。他的诗文

写得非常出色 , 书法也继承家传 , 当时

无人能与他相比 , 他每作完一首诗 , 都

被宋武帝收藏, 称为“二宝”。但皇帝

却只把他当做文人 , 君臣关系类似于汉

武帝和司马相如。谢灵运对此非常不

满 , 常常不上朝 , 有时出外游山玩水 , 一

日百余里, 几十天不回 , 皇帝为此暗示

他辞职。有人称他才华盖世, 他却说 :

“天下才为一石, 千建 ( 曹植 ) 独得八

斗 , 我得一斗 , 天下人共分得一斗。”

【例句】丘建中确实 ～, 学富五车。

【近义】满腹经纶

【辨析】～和“才华横溢”都指人很有才

华。区别 : ～着眼于才之高; 而“才华

横溢”着眼于才华的表现。

才华横溢
【注音】cái huáhénɡyì

【释义】表现于外的才能( 多指文才 ) 像

大水一样纵横流溢。

【例句】一旦场面拉开, 你是高手还是

庸才 , 是 ～还是附庸风雅 , 终会露相的。

【近义】才华出众

【反义】才疏计拙

才貌双全
【注音】cái mào shuānɡquán

【释义】才 : 才学 ; 貌 : 容貌。才能和外

貌都好。形容人各方面都很优秀。也

作“才貌两全”。

【出处】元·白朴《墙头马上》一折 : “才

貌两全 , 京师人每呼少俊。”

【例句】提起小王, 大家都说她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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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秀才”。

【近义】才貌超群

【反义】朽木粪土

【辨析】～和“才貌超群”都有才能很

高 , 外貌极美的意思。但 ～偏重于“双

全”, 两者兼备; 而“才貌超群”偏重于

“超群”, 即才貌超出一般人。

才疏学浅
【注音】cái shūxuéqiǎn

【释义】疏 : 稀少。才华少 , 学问浅。一

般用来表示自谦。

【出处】《汉书·谷永传》: “臣材疏学

浅 , 不通政事。”

【例句】学生 ～, 老师过誉了。

【近义】浅见寡闻

【反义】满腹经纶

才艺卓绝
【注音】cái yìzhuōjué

【释义】卓绝: 高超无比。才能和技艺

都异常出众 , 高超无比。

【出处】汉·桓谭《新论·思慎》: “人虽

才艺卓绝, 不能悖理成行 , 逆人道

也。”

【例句】听说即将登台的那位演员 ～,

是当今很受欢迎的歌星。

【近义】才艺过人

【反义】才疏学浅

才子佳人
【注音】cái zǐjiārén

【释义】富有才学的男子和年轻美貌的

女子。古代多指才貌出众, 有婚姻或

爱情关系的青年男女。

【出处】元·李好古《张生煮梅》第三

折 : “则为你佳人才子多情况。”

【例句】新郎、新娘 , 堪称 ～, 珠联璧合。

【近义】郎才女貌

财大气粗
【注音】cái dàqìcū

【释义】气 : 气势, 气派不凡。指仗着财

多而气势凌人。也作“财多气盛”。

【例句】花婶子的这项收入十分可观。

～, 盖起了这座青堂瓦舍的大宅院。

【反义】人穷志短

财竭力尽
【注音】cái jiélìjìn

【释义】钱财和力量都用尽了, 形容陷

入困境。

【出处】宋·洪迈《容斋五笔·长庆表

章》: “朝廷以诸道十五万众, 裴度元

臣宿望 , 乌重嗣、李光颜当时名将, 顿

守逾年 , 竟无成功 , 财竭力尽。”

【例句】这家公司已 ～, 濒临破产。

【近义】财匮力绌

【反义】财运亨通

财匮力绌
【注音】cái kuìlìchù

【释义】匮 : 匮乏 ; 绌 : 短缺。钱财缺乏 ,

力量不足。

【出处】清·张延玉等《明史·赵炳然

传》: “浙罹兵燹久 , 又当宗宪汰侈后 ,

财匮力绌。”

【例句】这家企业已经到了 ～的地步。

【近义】财竭力尽

【反义】财运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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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迷心窍
【注音】cái míxīn qiào

【释义】心窍: 心脏的孔穴。古人认为

心有窍才能运思, 故亦指认识和思

维。由于一心贪财而心中糊涂。形

容人贪图钱财而昏了头失去理智。

【出处】现代·孙犁《秀露集·耕堂读

书记( 三 ) 》: “如果当时这位作者, 明

达冷静一些 , 不财迷心窍, 天下原可

以平安无事的。”

【例句】如果你不是 ～, 怎会上当呢?

【近义】利欲熏心

【反义】富贵浮云

财运亨通
【注音】cái yùn hēnɡtōnɡ

【释义】财运 : 发财的运气 ; 亨通 : 顺利。

指运气好 , 赚钱很顺利。

【出处】清·蒋士铨《香祖楼·挞蚓》:

“财运亨通可喜 , 把女儿卖与他老子,

夫妻免得充军。”

【例句】他这两年 ～, 赚了不少钱。

【反义】财匮力绌

彩凤随鸦
【注音】cǎi fènɡs uíyā

【释义】凤 : 传说中的神鸟; 鸦 : 乌鸦。

美丽的凤鸟跟了黑丑鸦。比喻女子

嫁给才貌远不如己的人。

【例句】她认为自己才貌双全, 所以也

要找个相配的丈夫 , 决不让 ～的事发

生在自己身上。

【反义】郎才女貌

cɑn

餐风宿露
【注音】cān fēnɡxùlù

【释义】迎风吃饭, 露天地里睡眠。形

容旅途或野外生活的艰苦。也作“露

宿风餐”、“风餐露宿”。

【出处】元·杨景贤《西游记》五本二十

折 : “师父力多般 , 餐风宿露忙投窜。”

【例句】为了使受伤的抗联战士早日解

除痛苦 , 徐大爷不顾年老体弱, 日夜

兼程 , ～, 及时地把药品送到了抗联

根据地。

残编断简
【注音】cán biān duàn jiǎn

【释义】编 : 古时把竹简串起来的皮绳

子。简 : 竹简。指残缺不全的书籍。

【出处】宋·欧阳修《论删去九经正义

中谶纬札子》: “或残编断简, 出于屋

壁。”

【例句】经过八年的战争, 图书馆虽未

被毁 , 但无人照护 , 许多宝贵的书籍 ,

都成了 ～, 非常可惜。

残兵败将
【注音】cán bīnɡbài jiànɡ

【释义】残存的士兵和打了败仗的将

领。代指打了败仗的、零散的军队。

【出处】明·邵璨《香囊记·败兀》: “我

如今连被岳家军杀败 , 收聚些残兵败

将 , 济不得事 , 目下就要拔营回去如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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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这一仗打得很漂亮, 敌人的主

力已被消灭 , 只剩下些 ～了。

【近义】散兵游勇  败军之将

【反义】坚甲利兵  常胜将军

残羹冷炙
【注音】cán ɡēnɡlěnɡzhì

【释义】羹 : 带浓汁的食品。炙: 烤肉。

吃剩的饭菜。也指权贵的施舍。

【出处】《拿来主义》: “当佳节大典之

际 , 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

喜 , 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

【例句】那年灾荒 , 父亲去世了 , 我们生

活无着 , 只好到大户人家打杂, 讨一

点 ～勉强度日。

【近义】残杯冷炙

【反义】山珍海味

残年余力
【注音】cán nián yúlì

【释义】剩余的年华和精力。指年老力

衰。

【出处】《愚公移山》: “以残年余力 , 曾

不能毁山之一毛, 其如土石何?”

【例句】他父亲 ～, 很少顾及家事。

残山剩水
【注音】cán shān shènɡs huǐ

【释义】原指山川景物因遮蔽而所见不

全。

【出处】唐·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

山林》诗 : “剩水沧江破, 残山碣石

开。”

【例句】由于敌寇铁蹄的践踏, 富饶美

丽的东三省转眼成为满目荒凉的 ～。

【近义】剩山残水

【反义】金瓯无缺

残垣断壁
【注音】cán yuán duàn bì

【释义】垣 : 矮墙。残破、倒塌的墙。形

容破败荒凉的景象。

【例句】圆明园中的 ～, 无声地控诉着

八国联军的罪行。

【近义】断壁颓垣

残缺不全
【注音】cán quēbùquán

【释义】残缺 : 缺少一部分 , 不完整。形

容物体经过破坏 , 变得不完整了。

【例句】这部古书 , 已经 ～了。

【近义】支离破碎

【反义】完好无损

【辨析】～和“七零八碎”都有很不完整

的意思。但有区别 : ① ～形容残破缺

损 ; “七零八碎”形容零散, 琐碎。②

“七零八碎”可用于事情 ; ～不能。

残渣余孽
【注音】cán zhāyúniè

【释义】残渣: 剩下的渣滓; 喻指坏人。

比喻残存的坏人和恶势力。

【例句】新中国成立之后, 那些旧社会

的 ～力图反抗, 但是大势已去, 他们

的复辟活动总是以失败告终。

【近义】漏网之鱼

【反义】德才兼备

蚕食鲸吞
【注音】cán shíjīnɡtū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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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像蚕吃桑叶那样逐步侵占, 像

鲸吞食那样一举吞并。比喻用不同

方式侵占、吞并。

【出处】孙中山《兴中会宣言》: “蚕食鲸

吞 , 已效尤于接踵 ; 瓜分豆剖 , 实堪虑

于目前。”

【例句】～是殖民主义者侵略弱小国家

时经常采用的手段。

惨不忍睹
【注音】cǎn bùrěn dǔ

【释义】睹 : 看。情景悲惨 , 使人不忍心

去看。

【出处】唐·李华《吊古战场文》: “伤心

惨目 , 有如是邪?”

【例句】解放前 , 每逢荒年 , 农民饥寒交

迫 , 农村里一片 ～的凄凉景象。

【近义】惨不忍闻

【反义】喜闻乐见

惨不忍闻
【注音】cǎn bùrěn wén

【释义】闻 : 听见。景况凄惨 , 使人不忍

心听下去。

【出处】清·李宝嘉《活地狱》二十一

回 : “一时哀号之声, 惨不忍闻。”

【例句】敌人的集中营里不时传出凄厉

的哀号 , 那声音撕心裂肺 , ～。

【近义】惨不忍睹

【反义】喜闻乐见

惨绿少年
【注音】cǎn lǜs hào nián

【释义】比喻穿暗绿色衣服的少年人,

有年少翩翩之意。

【出处】唐·张固《幽闲鼓吹》: “子孟阳

初为户部侍郎 , 夫人忧惕, 谓曰: ‘以

尔人材而在丞郎之位 , 吾惧祸之必至

也。’户部解喻再三。乃曰 : ‘不然试

会尔同列, 吾观之。”因遍招深熟者。

客至 , 夫人垂帘视之, 既罢会, 喜曰:

‘皆尔之俦也, 不足忧矣! 末座惨绿

少年何人也?’答曰: ‘补阙杜黄裳。’

夫人 曰 : ‘此 人全 别 , 必 是有 名 卿

相。’”

【例句】那位不求上进的 ～是我班的同

学 , 上学期被学校警告处分。

惨淡经营
【注音】cǎn dàn jīnɡyínɡ

【释义】惨淡 : 尽心思虑的样子。经营 :

规划与从事。原指苦心构思诗文图

画的布局。后泛指苦心规划, 或艰苦

地从事某项事业。

【出处】唐·杜甫《丹青引》诗 : “诏谓将

军拂绢索 , 意匠惨淡经营中。”

【例句】那个百货公司, 几年前只是一

个小摊子 , ～多载 , 才逐渐形成规模。

【近义】苦心经营

【反义】大而化之

惨绝人寰
【注音】cǎn juérén huán

【释义】人寰: 人世。绝 : 极 , 最。人世

间再没有比这更悲惨的了。形容悲

惨到极点。

【出处】南北朝·鲍照《舞鹤赋》: “古帝

乡之岑寂 , 归人寰之宣卑。”

【例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德国纳粹

党对犹太人实行了大屠杀 , 真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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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惨不忍睹

【反义】春满人间

惨无人道
【注音】cǎn wúrén dào

【释义】惨 : 凶残 , 狠毒。凶残狠毒得没

有一点人性。

【出处】蔡东藩《唐史演义》五十二回:

“一一剖心致祭 , 惨无人道。”

【例句】敌人活埋村民 , 真是 ～。

【近义】灭绝人性

【反义】仁至义尽

灿烂辉煌
【注音】càn làn huīhuánɡ

【释义】形容光彩闪烁, 鲜明耀眼。也

形容前程光明 , 事业卓著。

【例句】光芒四射的水晶灯, 把整个大

厅照濯得 ～。

【近义】金光灿烂  金碧辉煌

【反义】暗淡无光

灿若繁星
【注音】càn ruòfán xīnɡ

【释义】繁 : 众多。像夜空众多的星星

灿烂耀眼。

【例句】唐代诗人 , ～, 他们在世界文学

殿堂中占有崇高的地位。

【近义】群星灿烂

【反义】黯然无光

cɑnɡ

仓皇失措
【注音】cānɡhuánɡshīcuò

【释义】仓皇 : 匆忙而又慌张 ; 措 : 安排 ,

料理。指忙乱惊慌得不知怎么办才

好。

【出处】明·凌�初《二刻拍案惊奇》:

“仓皇失措 , 连忙趋避不及。”

【例句】四合院里浓烟四起 , 大火乱窜 ,

大家无不 ～, 乱成一团。

【辨析】～和“惊惶失措”都形容慌得不

知怎么办才好。但 ～偏重于慌张, 忙

乱 ; 而“惊惶失措”偏重于害怕。

苍白无力
【注音】cānɡbái wúlì

【释义】苍白 : 白而略带青色 , 灰色。面

色灰白 , 体力不济。用于形容贫弱无

力 , 也指没有旺盛的生命力。

【例句】大病初愈的他显得 ～。

【近义】面如死灰

【反义】雄姿英发  生机勃勃

苍翠欲滴
【注音】cānɡcuìyùdī

【释义】苍翠: 青绿色。青翠碧绿的色

泽像要滴落下来似的。形容草木茂

盛。也形容文句精彩。

【出处】宋·郭熙《山川训》: “春山淡冶

而如笑 , 夏山苍翠而欲滴。”

【例句】他的文章用语新鲜活泼, 生气

盎然 , 读来给人有 ～之感。

【近义】郁郁葱葱

【反义】愁红惨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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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颜白发
【注音】cānɡyán bái fà

【释义】苍 : 灰白色。颜 : 脸 , 容貌。脸

色苍老 , 满头白发。

【出处】《醉翁亭记》: “苍颜白发 , 颓然

乎其间者 , 太守醉也。”

【例句】坐在亭中的是一位 ～的老者。

沧海横流
【注音】cānɡhǎi hénɡliú

【释义】沧海: 大海。横流 : 到处乱流。

形容洪水泛滥。比喻政治混乱 , 社会

动荡不安。

【出处】晋·范晋《春秋覧梁传》序 : “孔

子睹沧海之横流, 乃�然而叹。”

【近义】风雨飘摇

【反义】海晏河清  拨乱反正

【辨析】“沧”不可写作“仓”。

沧海桑田
【注音】cānɡhǎi s ānɡtián

【释义】沧海 : 大海。桑田 : 农田。大海

变成农田 , 农田变为大海。比喻世事

变化极大。

【出处】晋·葛洪《神仙传·王远》: “麻

姑自说云 , 接侍以来, 已见东海三为

桑田。”

【例句】那老人说 : “30 年前这里还很荒

芜 , 但今天高楼林立, 真是 ～的巨

变。”

【反义】万古不变

【辨析】～和“白云苍狗”都比喻世事变

幻。区别 : ～强调世事变化之“大”,

而“白云苍狗”则强调世事变化之“无

常”。

沧海一粟
【注音】cānɡhǎi yīsù

【释义】粟 : 谷子。大海中的一粒谷子。

比喻非常渺小 , 微不足道。

【出处】宋·苏轼《前赤壁赋》: “寄蜉蝣

于天地 , 渺沧海之一粟。”

【典故】苏东坡因反对王安石新法, 被

贬至黄州。到黄州后 , 他曾两次同友

人泛舟游览黄州赤壁 , 并两次同友人

写“赤壁赋”, 前一篇叫《前赤壁赋》。

赋中写道 : “客曰 : ‘月明星稀 , 乌鹊南

飞’, 此非曹孟德之诗乎? 西望夏口 ,

东望武昌 , 山川相缪, 郁乎苍苍 , 此非

孟德之困于郎者乎? 方其破荆州, 下

江陵 , 顺流世之雄也, 航舻千里 , 旌旗

蔽空 , 酾酒临江、横槊赋诗 , 固一世之

雄也 , 而今安在哉? 况吾子与, 侣鱼

虾而友麋鹿 , 驾一叶之扁舟, 举匏尊

( 酒器) 以想属。寄蜉蝣于天地 , 渺沧

海之一粟 , 哀吾生之须臾, 羡宇宙之

无穷。扶飞仙以遨游, 抱明月而长

终 , 知不可乎骤得, 托遗响于悲风。”

在这篇赋里, 他先写月夜泛舟的情

景 , 接写和同伴的辩论。苏东坡的同

伴吊古伤今 , 慨叹人生短促。说 : “曹

操曾是不可一世的英雄, 可现在在

哪? 还不是一样死去。一个人生在

世上 , 就像蜉蝣那样短暂即逝, 就像

茫茫大海中的一粒谷子那样渺小而

微不足道。

苏东坡并不同意同伴的这种消极

悲观态度。他指出 , 江水总是不断地

流去 , 月亮有缺又有圆, 它们始终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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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消失。万物和人类是永存的 , 不必

悲观。古代哲人正因知道自己生命

终有尽头 , 所以在有生之年才奋发进

取 , 不断努力。

【例句】人在世界上 , 只不过是 ～罢了!

【反义】九牛一毛

【反义】硕大无朋

藏垢纳污
【注音】cánɡɡòu nàwū

【释义】收藏容纳各种污垢之物。比喻

隐藏坏人坏事。

【出处】《左传·宣公十五年》: “高下在

心 , 川泽纳污 , 山薮 ( sǒu) 藏疾, 瑾瑜

匿瑕 , 国君含垢 , 天之道也。”

【典故】春秋时期 , 楚国很强大 , 楚庄王

是春秋五霸之一。

公元前 593 年 , 楚庄王派申舟去访

问齐国。途中要经过宋国, 楚庄王自

恃国力强盛 , 告诉申舟不要向宋国借

路 , 只把宋国当作楚国边境的一个小

县城好了。

申舟曾得罪过宋国, 他把自己的

儿子引见给楚庄王后才出发。结果

在宋国被杀。楚庄王得到消息后投

袂而起 , 勃然大怒。

九月 , 楚王发兵攻打宋国。

当时的晋国也是大国, 经常和楚

国对立。于是宋国派乐婴齐到晋国

求救。行景公想马上出兵。晋国的

大臣伯宗极有城府 , 他给景公分析了

形势 , 认为楚国正是最强大的时候,

受着上天的眷顾 , 晋国尚不足以与之

杭衡。况且宋国离晋国很远 , 鞭长莫

及 , 还是暂且忍耐, 把这份耻辱放在

心里记住就行了。

他举例子说 :

“河流湖泊可以容纳污泥浊水, 山

林草野可以暗藏毒虫恶兽 , 美玉可以

隐匿斑痕 , 国君也要学会忍受耻辱,

这是世事的常道。千万不能意气用

事啊! ”

晋景公听从了伯宗的建议 , 停止了

发兵。

后来宋国靠自己的努力和楚国订

立了和约 , 退掉了楚兵。

【例句】某夜总会是 ～的地方。

【近义】含垢纳污

【反义】藏龙卧虎

【辨析】～和“含垢纳污”同出一源 , 都

可指包容坏人坏事。但“含垢纳污”

原指有容忍耻辱和污蔑的器量 ; ～没

有此意。

藏龙卧虎
【注音】cánɡlónɡwòhǔ

【释义】隐藏着蛟龙, 卧伏着老虎。比

喻潜藏着人才或潜藏着的人才。

【出处】北周·庾信《庾子山集·同会

河阳公新造山池聊得寓目》诗: “暗石

疑藏虎 , 盘根似卧龙。”

【例句】中州这一带地方 , 四通八达 , 乃

是 ～之地。

藏头露尾
【注音】cánɡtóu lùwěi

【释义】藏起脑袋, 露出尾巴。比喻真

相半藏半露 。

【出处】元·王晔《桃花女》“不争我藏

头露尾 , 可甚的知恩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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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你那位朋友说话 ～, 看来不大

正派。

【近义】匿影藏形

【反义】开门见山  直言不讳

藏形匿影
【注音】cánɡxínɡnìyǐnɡ

【释义】隐藏形迹、身影。原指君主处

于昏庸而不能明察的地位。后多指

隐藏起来 , 不露形迹或不露真相。

【出处】《邓析子·无厚》: “君者 , 藏形

匿影 , 群下无私。”

【例句】这个 ～的家伙已露出了马脚。

【近义】藏头露尾  销声匿迹

【反义】原形毕露

cɑo

操刀必割
【注音】cāo dāo bìɡē

【释义】操 : 拿。拿着刀就一定要割东

西。比喻做事要及时下手。

【出处】《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犹未

能操刀而使割也。”

【例句】 �～”一词出自《左传》。

【近义】当机立断  事不宜迟  见机而

作

操之过急
【注音】cāo zhīɡuòjí

【释义】操 : 处置。处理事情过于急躁。

【出处】汉·班固《流书·五行志中之

下》: “遂要崤厄, 以败秦师, 匹马躗

( 击) 轮无反者 , 操之急矣。”

【例句】事物的发展有它自身的条件和

客观规律 , ～, 往往会把事情弄坏。

【近义】急于事功

【反义】稳扎稳打

草菅人命
【注音】cǎo jiān rén mìnɡ

【释义】菅 : 一种野草。把人命当作野

草一样看待 , 指随意残害人命。

【出处】明·凌�初《初刻拍案惊奇》十

一卷 : “为官做吏的人 , 千万不要草菅

人命 , 视同儿戏! ”

【例句】当时的官吏贪赃枉法 , ～, 我的

哥哥便含冤而死。

【近义】滥杀无辜

【反义】惜民如子

草草了事
【注音】cǎo cǎo liǎo shì

【释义】草草 : 草率 , 马虎 ; 了 : 了结。草

率地把事情结束了。也作“草率了

事”、“草草完事”。

【出处】明·张居正《张太岳文集·答

山东巡抚何来山》: “清丈事实百年旷

举 , 宜及仆在位, 务为一了百当 , 若但

草草了事 , 可异此时 , 徒为虚文耳。”

【例句】我们对待工作必须认真负责,

而不能 ～。

【近义】草草收场

【反义】一丝不苟

草木皆兵
【注音】cǎo mùjiēbīnɡ

【释义】野草树木都像是士兵。形容在

受到某种打击时惊恐万状、疑神疑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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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态。

【典故】东晋时, 北方的秦王苻坚野心

勃勃 , 想要征服中原。

有一次 , 他率八十万大军, 迫近淝

水 , 准备攻打东晋。东晋派大将谢

玄、谢石带八万精兵迎战。苻坚以为

东晋兵少 , 一下子就可以凭自己的优

势把晋军消灭, 没想到晋军侵袭成

功 , 杀了苻坚许多士兵。

符坚受打击后 , 心里非常害怕。他

站在寿阳城上 , 远远看见晋军的队伍

十分整齐 , 将士精神旺盛 , 斗志昂扬,

不禁感叹 : “怪不得他们以少数兵马

就能取胜。”他抬起头向四周望了望,

望见八公山上长着许多草木 , 以为都

是晋军 , 十分害怕。于是用手指着那

些树木, 对站在他身旁的弟弟符融

说 : “你看那山上 , 还有那么强有力的

军队 , 怎么可以说晋兵很少呢?”

【例句】这一天人人惊疑不定 , ～。

【近义】风声鹤�

【反义】若无其事

草蛇灰线
【注音】cǎo shéhuīxiàn

【释义】草丛中爬行的蛇, 用灰划出的

线。比喻断断续续 , 时隐时现。

【例句】 �天山景物记》中节与节之间仍

然有着较大的跨度, 作者的行踪, 不

过如 ～而已。

草行露宿
【注音】cǎo xínɡlùsù

【释义】行 : 走。宿 : 住宿。在草丛里赶

路 , 在露天地上过夜。形容行旅急迫

艰辛。

【出处】唐·房玄龄等《晋书·谢玄

传》: “苻坚余众 , 弃甲宵遁 , 闻风声鹤

� , 皆以为王师已至, 草行露宿 , 重以

饥冻 , 死者十七八。”

【例句】勘探队在荒原峡谷间往来达两

百多天 , ～, 历尽艰辛 , 终于掌握了这

一带地质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草木之人
【注音】cǎo mùzhīrén

【释义】指像草木一样无知的人, 比喻

地位卑贱的人。

【例句】我是个 ～, 你不必重用。

【近义】草木愚夫

草率从事
【注音】cǎo shuài cónɡshì

【释义】草率 : 不认真、不仔细。指对待

或办理某事不细致、不认真。

【例句】这件事事关重大, 看来千万不

可 ～。

【近义】草草了事

【反义】兢兢业业

草长莺飞
【注音】cǎo zhǎnɡyīnɡfēi

【释义】花草生长, 群莺飞舞。形容春

天生机盎然的景象。

【出处】南朝·梁·丘迟《与陈伯之

书》: “暮春三月, 江南草长, 杂花生

树 , 群莺乱飞。”

【例句】花香鸟语 , ～, 这是大自然表现

自己的方式或“语言”。

【近义】春色满园

·201· cǎo 草



 C

ce

恻隐之心
【注音】cèyǐn zhīxīn

【释义】恻隐 : 怜悯 , 同情。怜悯同情的

心情。

【出处】《孟子·公孙丑上》: “由是观

之 , 无恻隐之心 , 非人也。”

【例句】许多所谓慈善家的行为, 只不

过为了沽名钓誉, 而不是动了 ～。

【近义】矜贫恤独

【反义】怀恨在心

侧目而视
【注音】cèmùér shì

【释义】侧目: 斜着眼睛; 视 : 看。斜着

眼睛看人 , 不敢用正眼去看。形容畏

惧或愤怒的样子。

【出处】《战国策·秦策一》: “( 苏秦)

妻侧目而视 , 倾耳而听。”

【典故】苏秦是东周都城洛阳人, 战国

著名的大说客。

他第一次去游说秦王以连横之

策 , 但上书十次都没有被采纳, 他的

努力失败了。黑貂之裘破旧了 , 黄金

百斤用完了 , 只好穿着破草鞋, 背着

破书包一副落魄的样子 , 迎头碰上的

是家人看不起, 老婆照样织她的布,

睬也不睬 , 嫂子也不给他做饭, 全当

没有他 ; 父母也不和他说话。这些冷

遇 , 大大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 他把

这些全部归罪于秦, 下决心发奋读

书 , 以报其辱。读书困了, 就用锥子

刺大腿 , 血一直流到脚。

后来, 苏秦学业有成 , 先游说赵王 ,

后游说诸侯, 合纵抗秦, 一举成名。

赵王拜他为相, 封他武安君, 赏车百

乘 , 绵织千纯, 白璧百双, 黄金万镒,

一时恩宠至及。

苏秦衣锦还乡。父母听说了, 出到

郊外三十里去设宴迎接 , 妻子侧目而

视 , 不敢正面瞧他, 只有恭恭敬敬的

分儿 , 嫂子用跪拜大礼来谢罪。

苏秦用自己的努力赢回了别人的

敬重 , 他是个终须扬眉吐气, 不肯受

辱的男子汉。

【例句】几个南霸天的狗腿子, 吆五喝

六 , 旁若无人 , 人们无不 ～。

cen

参差不齐
【注音】cēn cībùqí

【释义】高低长短不一。

【出处】汉·班固《汉书·扬雄传》: “仲

尼以来 , 国君将相 , 卿士名臣, 参差不

齐。”

【例句】我们班的同学来自市内不同的

小学 , 因此开学时英语口语水平 ～。

【近义】长短不一

【反义】整齐划一

参差错落
【注音】cēn cīcuòluò

【释义】参差 : 长短、高低、大小不一致 ;

错落 : 交错纷乱的样子。形容交错不

齐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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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清·刘鹗《老残游记》十回 : “那

七个铃便不一齐都响 , 亦复参差错

落。”

【例句】花园内的各种树木花草 ～, 杂

乱无章 , 一片衰败景象。

【近义】杂乱无章

【反义】整齐划一

cenɡ

层出不穷
【注音】cénɡchūbùqiónɡ

【释义】层出: 重复地出现。穷: 穷尽。

接连不断地出现, 没有穷尽。

【出处】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十

二 : “天下之势 , 辗转相胜 ; 天下之巧,

层出不穷。”

【例句】歹徒行骗手段会 ～, 稍一大意,

就会上他们的当。

【近义】屡见不鲜

【反义】寥若辰星

层见叠出
【注音】cénɡxiàn diéchū

【释义】层、叠 : 重复。接连不断地多次

出现。

【出处】清·刘熙裁《艺概·文概》: “柳

( 宗元) 文如奇峰异嶂 , 层见叠出。”

【例句】这几晚 , 天马星象 ～, 真令人惊

讶!

【近义】层出不穷

层峦叠嶂
【注音】cénɡluán diézhànɡ

【释义】层、叠 : 重叠。峦 : 相连的山峰。

嶂 : 高峰像屏障的山。山岭重叠, 连

绵不断。

【出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

水》: “层岩叠嶂 , 隐天蔽日。”

【例句】我们到了瑞士 , 一抬头 , 便见四

周 ～。

【近义】崇山峻岭

【反义】一马平川

曾几何时
【注音】cénɡjǐhéshí

【释义】曾 : 文言副词 , 相当于“乃”。几

何 : 多少。才多少时间。指没过多

久。

【出处】宋·赵德庄《新荷叶》: “曾几何

时 , 故山疑梦迩非。”

【例句】那年我从这里经过, 到处还是

一片荒野。 ～, 一幢幢高大的楼房已

拔地而起, 昔日的景象再也见不到

了。

【近义】天长地久  久而久之

曾经沧海
【注音】cénɡjīnɡcānɡhǎi

【释义】曾经: 从前经历过。沧海: 大

海。曾经经历过大海的风浪。比喻

经历过大世面 , 见多识广。

【出处】《孟子·尽心上》: “故观于海者

难为水 , 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唐

·元稹《离思》诗 : “曾经沧海难为水 ,

除却巫山不是云。”

【例句】在生活的航船中颠簸这么久,

也看遍了人间的世态炎凉, 蓦然回

首 , 他不免有 ～之感。

·401· cénɡ 层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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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饱经风霜

【反义】少不更事

chɑ

差强人意
【注音】chāqiánɡrén yì

【释义】差 : 古代是“甚”、“很”的意思,

今义为“稍微地”、“比较地”。强 : 振

奋。

【出处】《后汉书·吴汉传》: “诸将见战

陈( 阵 ) 不利, 或多惶惧, 失其常度。

汉意气自若⋯⋯ ( 光武 ) 乃叹曰: ‘吴

公差强人意 , 隐若一敌国矣。’”原意

是还能振奋人的意志。今义指比较

使人满意。

【例句】这篇稿子尽管还有许多不足,

但相比之下 , 也算 ～了。

【近义】聊胜于无

【反义】称心如意

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
【注音】chāzhìháo lí, miùyǐqiān lǐ

【释义】差 : 错误, 差错; 毫、厘 : 重量和

长度的小单位 , 十毫为一百。开头稍

有一点微小的误差 , 结果就会造成很

大的错误。也作“差之毫厘 , 失之千

里”。

【出处】《礼记·经解》: “君子慎始, 差

若毫�5( 毫厘) , 谬以千里。”

【例句】定点卫星的发射角计算需要绝

对精确度 , 否则就会 ～。

【辨析】“差”不可读作“chà”; “谬”不

可读作“miào”。

插翅难飞
【注音】chāchìnán fēi

【释义】插上翅膀也难飞走。比喻无法

逃脱。

【出处】《李自成》一卷十二章 : “已被重

重包围 , 插翅难飞。”

【例句】敌军落入我天罗地网 , ～。

【近义】上天无路 , 下地无门

【反义】逃之夭夭

【辨析】“难”不可读作“nàn”。 ～和

“走投无路”都有无路可走的意思。

区别在于: ～限用于被围困、囚禁的

场合 ; 而“走投无路”不限用于此。

插翅难逃
【注音】chāchìnán táo

【释义】即使插上翅膀也逃脱不掉。形

容陷入重围或受困 , 难以逃脱。

【出处】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三十

六回 : “重耳虽插翅难逃也。”

【例句】已被包围起来 , 敌人 ～, 只好乖

乖地投降了。

【近义】走投无路

【反义】逃之夭夭

插科打诨
【注音】chākēdǎhùn

【释义】科 : 古典戏曲中演员的表情动

作。打诨 : 用诙谐的语言逗笑。指在

戏曲中穿插些滑稽的动作和诙谐的

语言逗引观众发笑。也泛指耍滑稽 ,

开玩笑。

【出处】《红旗谱》卷二 : “不过是插科打

诨 , 取个笑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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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说话也得分个场合。有时候大

家开会 , 正在讲一些严肃的事情, 你

来个 ～, 逗人发笑 , 就不那么合适了。

【辨析】“诨”不可读作“hún”。

茶余饭后
【注音】cháyúfàn hòu

【释义】喝茶吃饭之后的一段休息时

间。泛指闲暇时间。

【出处】梁启超《世界小之民主国》: “不

徒为茶余饭后之谈资而已。”

【例句】他的事迹却成了人们 ～的谈

资。

察言观色
【注音】cháyán ɡuān s è

【释义】察、观 : 观察。通过观察言语脸

色来揣度别人的心意。

【出处】《论语·颜渊》: “察言而观色,

虑以下人。”

【典故】子张是春秋末年陈国人。他的

名叫颛孙师, 是孔子的好学生。他提

倡士要勤勉从公 , 尊贤而容众。孔子

曾赞誉他的才能要超过老师。有一

次 , 他恭敬地问孔子: “老师, 读书人

怎样做才能叫做通达呢?”

孔子反问道 : “你所说的通达是什

么意思呢?”

子张回答道 : “做国家的官时一定

有名望, 在大夫家工作时也要有名

望。”

孔子说 : “这个叫闻, 还不能说是

通达。所谓通达就是: 品质应该是正

直的 , 遇事讲道理, 又善于分析别人

的言语 , 观察别人的脸色, 从思想上

愿意对别人退让。这样的人, 当国家

的官时必然诸事行得通 , 在大夫家时

也必然事半行得通。至于闻, 表面上

似乎爱好仁德 , 实际的行动却并不是

这样 , 可是自己竟以仁义自居而不加

怀疑。这样的人 , 做官时一定会骗取

名望 , 居家时也一定会骗取名望。”

【例句】他很会 ～, 因此他在某些领导

面前很吃得开。

【近义】鉴貌辨色

【反义】不知轻重

姹紫嫣红
【注音】chàzǐyān hónɡ

【释义】姹 : 艳丽。嫣 : 娇艳。( 花朵) 鲜

艳美丽。

【出处】明·汤显祖《牡丹亭·惊梦》: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

断井颓垣 , 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

事谁家院。”

【例句】公园里百花开放, ～, 绚丽多

彩。

【近义】万紫千红  花团锦簇  花枝招

展

chɑi

豺狼成性
【注音】chái lánɡchénɡxìnɡ

【释义】像豺狼那样凶残成性。比喻人

阴险狠毒。

【出处】南朝·梁·沈约《宋书·竟陵

王诞传》: “有�!见面目, 豺狼为性。”

【例句】那群 ～的土匪杀人放火, 无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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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 , 当地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

【近义】狼心狗肺  穷凶极恶

【反义】心慈手软

豺狼当道
【注音】chái lánɡdānɡdào

【释义】当道: 横在道路中间。比喻坏

人掌权。

【出处】汉·荀悦《汉纪·平帝纪》: “豺

狼当道”。

【例句】在 ～的年代, 受压迫、受剥削的

穷苦人哪能有什么活路。也作“豺狼

横道”。

chɑn

缠绵悱恻
【注音】chán mián fěi cè

【释义】缠绵 : 萦绕而绵绵不断。悱恻:

内心悲苦。形容悲苦凄切的感情缠

绵不断 , 无法排遣。

【出处】晋·潘岳《寡妇赋》: “思缠绵以

瞀( mào) 乱 ( 瞀乱: 精神错乱) 兮 , 心

摧伤以怆恻。”

【例句】那位作家不大愿意在他的作品

中写那种 ～的东西。

【近义】回肠九转

【反义】慷慨激昂

【辨析】“悱”不可读作“fēi”。 ～和“回

肠九转”都形容忧伤、焦虑。区别在

于 : ～还可用来形容诗文的情调; 而

“回肠九转”不可以。

谄上骄下
【注音】chǎn shànɡjiāo xià

【释义】谄 : 谄媚 , 用卑贱的态度向人讨

好。对上奉承巴结 , 对下骄横傲慢。

【出处】清·李绿园《歧路灯》五十一

回 : “凡是这一号乡绅 , 一定是谄上骄

下、剥下奉上的。”

【例句】我很讨厌那种 ～的人。

【近义】欺软怕硬

【反义】刚正不阿  危言危行

馋涎欲滴
【注音】chán xián yùdī

【释义】馋 : 看见好的食物就想吃; 涎 :

口水 ; 欲 : 将要。馋得口水都要滴下

来了。也作“垂涎欲滴”。

【例句】王明最爱吃烤鸡, 只要一说起

来就 ～。

谗言佞语
【注音】chán yán nìnɡyǔ

【释义】谗 : 恶语诽谤; 佞 : 巧言谄媚。

毁谤中伤和奉承讨好他人的话语。

【例句】你不要听信 ～, 冤枉好人。

【辨析】～与“垂涎三尺”有别: ～多形

容嘴馋想吃 ; “垂涎三尺”多形容极其

贪婪。

chɑnɡ

长此以往
【注音】chánɡcǐyǐwǎnɡ

【释义】长期这样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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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鲁迅《二心集·友邦惊诧论》:

“友邦人士, 莫名惊诧, 长此以往, 国

将不国。”

【例句】为了教学和科研, 他每天熬到

深夜 , ～, 身体怎么吃得消?

【近义】久而久之

【反义】一时半刻

长歌当哭
【注音】chánɡɡēdànɡkū

【释义】长歌 : 放声歌咏。当 : 当作。用

放声歌咏或写作诗文来代替痛哭( 借

以抒发心中的悲愤) 。

【出处】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杂曲

歌辞·悲歌》: “悲歌可以当泣, 远望

可以当归。”

【例句】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是必

须在痛定之后的。

【近义】悲歌慷慨

【辨析】“当”不可读作“dānɡ”。

长命百岁
【注音】chánɡmìnɡbǎi s uì

【释义】寿命很长, 可以活到一百岁。

常用作祝愿话。

【出处】《守财奴》: “可是你得长命百岁

地活下去啊 , 可怜的太太。”

【例句】祝爷爷身体健康 , ～。

【近义】长生不老  万寿无疆

【反义】长眠不起  兰摧玉折

长年累月
【注音】chánɡnián lěi yuè

【释义】长年: 整年。累月 : 一月又一

月。形容经历很长时间。

【出处】《想和做》: “拉磨的牛长年累月

地在鞭子下绕着石磨转。”

【例句】为了维持家人的生活, 他 ～在

外给人当帮工。

【近义】成年累月  积年累月  穷年累

月 日久年深

【反义】一朝一夕  一年半载  一时半

刻

【辨析】～和“天长日久”都形容时间很

久。区别在于 : ～常作状语 , 含“一年

到头 , 月复一月”的意思 ; “天长日久”

常作全句修饰语 , 只表示时间久远。

长篇大论
【注音】chánɡpiān dàlùn

【释义】冗长的文章, 空泛的言论。形

容文章或讲话太长, 内容空泛, 不着

边际。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七十八

回 : “原稿在哪里? 倒要细细看看 , 长

篇大论 , 不知说的是什么。”

【例句】他那个 ～的报告, 没有实际内

容 , 弄得大家昏昏欲睡。

【近义】连篇累牍  洋洋洒洒  鸿篇巨

制

【反义】短小精悍  片言只字  简明扼

要

【辨析】～和“长篇累牍”都表示“语言

冗长”的意思。区别在于: ～指说话

或文章长 , 可用于言谈或写作方面;

而“长篇累牍”则指一篇接一篇 , 文辞

冗长的文章。

长篇累牍
【注音】chánɡpiān lěi d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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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累 : 重叠 ; 牍 : 古代写字用的木

板。指著作篇幅很长。

【例句】写作也要根据事迹 , 精选内容,

不要一律 ～。

【反义】言简意赅  短小精悍  片言只

字

长驱直入
【注音】chánɡqūzhírù

【释义】驱 : 策马快跑。也泛指快跑。

长途快速行军 , 直入敌区。形容进军

快而顺利。

【出处】三国·魏·曹操《劳徐晃令》:

“吾用兵三十余年, 及所闻古之善用

兵者 , 未有长驱径入敌围者也。”

【例句】自从南下以来 , 我军 ～, 直抵其

京城。

【近义】乘胜追击

【反义】望风而逃

长生不老
【注音】chánɡshēnɡbùlǎo

【释义】生长 : 长久活着。生命长存 , 永

不衰老。旧指得道成仙的人永远不

老不死。后也用作对年长者的祝颂。

【出处】《太上纯阳真经·了三得一

经》: “天一生水 , 人同自然 , 肾为北极

之枢 , 精食万化 , 滋养百骸, 赖以永年

而长生不老。”

【例句】生老病死, 自然之理, 所谓 ～,

不过是一种希望罢了。

【近义】万寿无疆  松乔之寿  长命百

岁

长途跋涉
【注音】chánɡtúbáshè

【释义】跋 : 翻越山岭。涉 : 锳水。远距

离的翻山越岭、锳水过河。形容走长

路的艰辛。

【出处】清·钱彩《说岳全传》六十六

回 : “岳夫人道: ‘⋯⋯怎敢劳贤姊长

途跋涉? 绝难从命。’”

【例句】经过几个小时的 ～, 我们终于

到达了目的地。

【近义】跋山涉水  不远千里

【反义】养尊处优

长袖善舞, 多钱善贾
【注音】chánɡxiùshàn wǔ, duōqián

s hàn ɡǔ

【释义】善 : 善于 , 擅长。贾: 做生意。

衣袖长易于舞蹈好。比喻有良好的

条件作凭借 , 事情容易成功。形容有

财力有手腕的人会钻营。

【出处】《韩非子·五蠹》: “鄙谚曰:

‘长袖善舞 , 多钱善贾。’”

【例句】老王自从经商后 ～, 不到数年

已变成富翁了。

长吁短叹
【注音】chánɡxūduǎn tàn

【释义】吁 : 叹气。长一声短一声不住

地叹息。形容苦恼沮丧的样子。

【出处】元·王实甫《西厢记》一本二

折 : “睡不着如翻掌 , 少可有一万声长

吁短叹 , 五千遍捣枕捶床。”

【例句】她近来常常愁眉苦脸 , ～的, 有

时候还从梦里哭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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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唉声叹气  �然长叹

【反义】眉开眼笑

长夜漫漫
【注音】chánɡyèmàn màn

【释义】漫漫: 长远无边的样子。黑夜

漫长没有尽头。多比喻社会黑暗 , 见

不到光明。

【出处】汉·刘安《淮南子·宁戚》: “从

昏饭牛薄夜半 , 长夜漫漫何时旦?”

【例句】他们以“～何时旦”的心情来渴

望解放 , 争取解放。

【近义】长夜难明

【反义】旭日东升

长夜难明
【注音】chánɡyènán mínɡ

【释义】比喻黑暗岁月长期存在。

【例句】在 ～的艰苦岁月, 中国共产党

领导劳苦大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

争。

长治久安
【注音】chánɡzhìjiǔān

【释义】治 : 太平。安 : 安定。长期的太

平安定。

【出处】汉·班固《汉书·贾谊传》: “建

久安之势 , 成长治之业。”

【例句】社会的物质产品丰富, 人们的

道德水平普遍提高 , 国家才能 ～。

【近义】天下太平

【反义】动荡不安

肠肥脑满
【注音】chánɡféi nǎo mǎn

【释义】肠肥: 指肚子大 , 体胖 ; 脑满 : 指

肥头大耳。形容生活优裕 , 终日无所

事事 , 养得大腹便便, 肥头大耳的样

子。

【出处】《北齐书·高俨传》: “琅笽王年

少 , 肠肥脑满。”

【例句】旧社会 , 工人们骨瘦如柴 , 而资

本家一个个却养得 ～。

常备不懈
【注音】chánɡbèi bùxiè

【释义】常 : 时常; 备: 防备, 准备; 懈 : 放

松。时常准备着 , 从不松懈。

【例句】面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 我

们必须 ～, 做好反和平演变的思想准

备。

【反义】临阵磨枪

常胜将军
【注音】chánɡshènɡjiānɡjūn

【释义】每战必胜的指挥官。

【例句】胜败乃兵家常事 , 哪有 ～之说?

【反义】败军之将

尝鼎一脔
【注音】chánɡdǐnɡyīluán

【释义】鼎 : 古代烹煮食物的器具 , 三足

两耳。脔 : 切成片或块状的肉。品尝

鼎中的一片或一块肉就可以知道鼎

中其余肉的滋味。比喻根据部分可

以推知全体。

【出处】《吕氏春秋·察今》: “尝一�6

( 脔) 肉而知一镬 ( huò, 大锅) 之味,

一鼎之调。”

【例句】李老还没有写完这本书就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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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我们只能 ～, 从中体会他的学术

观点。

怅然若失
【注音】chànɡrán ruòs hī

【释义】怅然: 失意的样子。像丢了什

么似的让人懊恼不快。形容心情沮

丧 , 神志迷乱的样子。

【出处】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牛成

章》: “主人怅然若失 , 久之⋯⋯”

【例句】看着他那 ～的样子, 大家都不

知如何是好。

【近义】若有所失

【反义】怡然自得

畅所欲言
【注音】chànɡsuǒyùyán

【释义】畅 : 尽情放开。所欲言 : 想要说

的话。痛痛快快地把想要说的话都

说出来。

【出处】清·李渔《闲情偶寄·宾白第

四》: “填词一家 , 则惟恐其蓄而不言,

言之不尽。是则是矣 , 须知畅所欲

言 , 亦非易事。”

【例句】会上大家 ～, 提出了许多改进

工作的好方法。

【近义】各抒己见

【反义】守口如瓶

【辨析】～和“推心置腹”都可表示将心

里的话完全说出来。区别在于 : ① ～

着眼于说话尽情; “推心置腹”着眼于

待人真诚。②“推心置腹”有时表私

交很深或对人很信任 ; ～表说话时没

有顾忌、拘束。

畅通无阻
【注音】chànɡtōnɡwúzǔ

【释义】畅 : 无阻碍, 不停滞。顺利通

行 , 没有阻碍。

【出处】《北京立交桥》: “下层桥面, 南

去北走的车辆畅通无阻。”

【例句】由于护路工人的精心管理, 不

论大雪封山还是山洪暴发 , 这条运输

线总是 ～。

【近义】畅行无阻

chɑo

超尘拔俗
【注音】chāo chēn bású

【释义】超、拔 : 超过, 高出。尘、俗 : 佛

教教徒修行功夫深。后形容超过一

般 , 不同凡俗。

【出处】南朝·齐·孔雀圭《北山移

文》: “夫以耿介拔之际, 潇洒出尘之

想。”

【例句】她穿上这身衣服, 就似 ～的仙

女一般。

【近义】绝伦逸群  卓尔不群

【反义】俗不可耐  同流合污

超凡入圣
【注音】chāo fán rùshènɡ

【释义】超越凡人, 进入圣人的境界。

形容学术、技艺造诣精深。

【出处】唐·吕岩《七言之二》: “举世若

能知所寓 , 超凡入圣弗为难。”

【例句】他的小说语言精妙绝伦, 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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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为名家大作!

【近义】绝伦逸群  出神入化

【反义】同流合污

超群绝伦
【注音】chāo qún juélún

【释义】绝 : 尽 , 没有。超出众人, 同辈

中无人能够相比。

【出处】《三国志·蜀志·关羽传》: “绝

伦逸( 超越) 群。”

【典故】关羽是三国时期的蜀汉大将,

他英勇善战 , 武艺超群。他曾 : “温酒

斩华雄”, “过五关斩六将”, 为蜀主刘

备立下了汗马功劳 , 敌人听到关羽的

名字常闻风丧胆。

公元 214 年 , 诸葛亮帮助刘备攻打

西川 , 用计收降了勇将马超, 使军队

减少了许多损失。镇守荆州的关羽

得知这消息后 , 便写信给诸葛亮, 信

中赞扬了诸葛亮的功绩 , 然后又询问

马超的人品、才能可同谁相类比? 诸

葛亮阅信后, 微微一笑。他很了解关

羽来信的用意。关羽虽然战功卓著,

但往往缺乏政治谋略, 又常自高自

大。此信写来 , 有不愿居于人下的意

思。于是诸葛亮回信说 : “马超能文

能武 , 勇猛刚烈 , 超过一般人 , 是当世

一代枭雄 , 是英布、彭越一类的人物。

他能够和张飞并驾齐驱, 争个高低,

但是还赶不上美髯公您超群绝伦。”

关羽看了信后非常高兴 , 马上让宾客

们传看。

【例句】他的剪纸技艺 ～。

【近义】出人头地  出类拔萃

超然不群
【注音】chāo rán bùqún

【释义】高超脱于世俗 , 不与众人合群。

【例句】他在同学中是最 ～的。

【近义】超尘拔俗

【反义】碌碌无为

超然物外
【注音】chāo rán wùwài

【释义】超然: 超脱而不介入的样子。

物外 : 指尘世之外。超脱于尘世之

外。形容清高 , 不沉溺于世俗生活之

中。

【出处】宋·叶梦得《石林诗话》: “渊明

( 陶潜) 正以脱略世故, 超然物外, 区

区在位者 , 何足以概其心哉?”

【例句】看着公园的景致, 我有种 ～的

感觉。

【近义】一尘不染  置身事外

【反义】同流合污  随波逐流  奔走钻

营

che

车殆马烦
【注音】chēdài mǎfán

【释义】殆 : 通“怠”, 懈怠 ; 烦 : 劳累。车

轮转不动了 , 马也疲劳了。形容旅途

疲劳困顿。

【出处】三国 ( 魏) 曹植《洛神赋》: “日

既西倾 , 车殆马烦。”

【例句】经过几天的长途奔波, 现已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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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鞍马劳顿

车水马龙
【注音】chēshuǐmǎlónɡ

【释义】车像流水一样接连不断, 马连

成了一条龙。形容繁华热闹的景象。

【出处】《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 “车

如流水 , 马如游龙。”

【典故】东汉章帝时, 伏波将军马援的

小女儿被尊为皇太后。一次 , 章帝准

备对太后的兄弟们加封爵位 , 太后不

同意 , 列举了以前加封皇后亲戚的弊

端 , 并说 : 我身为太后, 衣食俭朴, 并

以此给下人做榜样。但我娘家的人

却不是这样。前不久我路过娘家门

前 , 看到去家里请安问好的人川流不

息 , “车如流水, 马如游龙”。家奴们

的衣饰也很讲究, 远远胜过我的车

夫。他们只知享乐而不为国分忧 , 怎

么还能加封呢?

【例句】南京路整天 ～, 热闹非凡。

【近义】门庭若市

【反义】门庭冷落

【辨析】～和“络绎不绝”都形容热闹。

区别在于 : ～不仅描述来往不绝, 而

且形容车马数量很多 ; 而“络绎不绝”

仅描述来往不绝。

车载斗量
【注音】chēzài dǒu liánɡ

【释义】用车装, 用斗量。形容数量很

多。

【出处】《三国志·吴志·孙权传》注引

《吴书》: “如臣之比, 车载斗量, 不可

胜数。”

【例句】商贩在我国 ～, 不可胜数。

【近义】恒河沙数

【反义】凤毛麟角

彻头彻尾
【注音】chètóu chèwěi

【释义】彻 : 贯穿。从头到尾, 自始至

终 , 完完全全。

【出处】宋·朱熹《答陈同甫书》: “但古

之圣贤从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 ,

所以能执其中 , 彻头彻尾 , 无小 尽

善。”

【例句】他是个 ～的坏蛋 , 对你的善意 ,

只是一种迷惑你的手段。

【近义】彻里彻外

【反义】有头无尾

chen

沉默寡言
【注音】chén mòɡuǎyán

【释义】寡 : 少。不声不响 , 很少说话。

【出处】《旧唐书·郭子仪传》: “钊, 伟

姿仪 , 身长七尺, 方口丰下, 沉默寡

言。”

【例句】他自从生意失败后 , 终日 ～, 郁

郁不乐。

【近义】默不作声

【反义】口若悬河

沉思默然
【注音】chén sīmòxiǎnɡ

【释义】沉 : 深。默 : 不出声。静静地深

入思考。

·311·chē- chén车彻沉



C 

【出处】《党员登记表》: “( 黄老妈妈)

就呆呆地坐在女儿的坟边, 沉思默然

起来。”

【例句】她坐在桌旁 , ～。

沉吟不语
【注音】chén yín bùyǔ

【释义】沉吟 : 遇到复杂或难办的事 , 犹

豫不决 , 拿不定主意。

【出处】清·褚人获《隋唐演义》四十八

回 : “见士及沉吟不语, 便问士及道:

‘请问哥哥, 这是何人所送, 如此踌

躇?’”

【例句】他低着头 , 站在那里 ～。

【近义】沉吟不决

【反义】当机立断

沉鱼落雁
【注音】chén yúluòyàn

【释义】鱼见了沉入水底, 雁见了从天

上落下。形容女子容貌极美。

【出处】《庄子·齐物论》: “毛嫱、丽姬,

人之所美也 ; 鱼见之深入, 鸟见之高

飞 , 麋鹿见之决骤, 四者孰知天下之

正色哉?”

【典故】为了雪耻复国, 越王勾践卧薪

尝胆以激励斗智 , 另一方面他到处物

色美女 , 献给吴王, 以利用美人消磨

吴王的志气。西施是献给吴王夫差

的美女之一。她是一位朴实的村女,

每日在溪边洗衣服, 溪里的鱼, 见到

西施的美丽 , 不敢浮到水面上, 都沉

到水里去了。

吴王迷上了西施, 把国家大事抛

到一边 , 越王就利用这个机会, 攻打

吴国 , 复兴了越国。

汉元帝时 , 挑选美女入宫, 因为人

数太多了 , 皇帝无法一一接见, 就命

令画家为宫女画像, 再呈送给皇帝。

于是画家操纵了宫女的命运。当时

的画师毛延寿是个贪小便宜的人。

王昭君不肯贿赂他 , 他就把昭君画得

很丑的像献给元帝 , 把画得很美的像

送给匈奴王。匈奴王见了照君的画

像 , 十分喜欢 , 向汉朝求亲。

为了汉朝和匈奴避免战争 , 王昭君

自愿出塞和番。昭君出了长城 , 天空

飞过的大雁 , 惊讶于昭的美都落到地

面来了。

【例句】那女子拥有 ～般的美貌。

【近义】倾城倾国  闭月羞花

【反义】其貌不扬

沉冤莫白
【注音】chén yuān mòbái

【释义】沉冤 : 长期得不到昭雪的冤屈。

白 : 辩白 , 弄明白。长期得不到昭雪

的冤屈没有什么办法能辩白清楚。

【出处】明·许仲琳《封神演义》九十七

回 : “昏君受辛! 你君欺臣妻 , 吾为守

贞立节 , 坠楼而死 , 沉冤莫白。”

【例句】父亲的案子都快 8 年了, 一直

是 ～, 没有答案。

【反义】报仇雪恨  报仇雪耻

陈陈相因
【注音】chén chén xiɑnɡyīn

【释义】陈 : 旧。因 : 沿袭, 照旧。原指

皇家粮仓里陈粮上堆陈粮。

【出处】《史记·平准书》: “太仓之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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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陈相因。”

【例句】那样 ～的文章 , 纵然千言万语,

也是毫无意义。

【近义】萧规曹随  墨守成规  泥古不

化

【反义】推陈出新  除旧布新

陈词滥调
【注音】chén cílàn diào

【释义】陈 : 陈旧, 滥 : 空泛 , 不合实际。

陈旧的言词 , 空泛不合实际的论调。

【出处】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 “所以

常常是那套褪色的陈词滥调 , 诗的本

身并不能比题目给人以更深的印

象。”

【例句】他的报告尽是些 ～, 谁愿意听?

【近义】老生常谈  老调重弹

【反义】绝妙好辞  不刊之论  金玉之

言

陈规陋习
【注音】chén ɡuīlòu xí

【释义】陈 : 旧的; 陋 : 不好 , 不合理。指

过时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习惯 。

【例句】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 ～, 都

在改革之列。

陈谷子, 烂芝麻
【注音】chén ɡǔzi, làn zhīmɑ

【释义】比喻陈旧的无关紧 要的事物

或话题。

【出处】《高山下的花环》: “俺不说这些

陈谷子 , 烂芝麻的事, 让首长听了分

心。”

【例句】都是些 ～的事, 你还提它做什

么。

陈力就列
【注音】chén lìjiùliè

【释义】陈 : 摆出来 , 施展。力 : 力量、才

能 ; 就 : 居, 提任; 列 : 行列, 职位。能

施展自己的才力, 就担当一定的职

务。

【出处】《论语二则·季氏将伐颛臾》:

“周任有言曰: ‘陈力就列, 不能者

止。’”

【例句】职务升迁 , 应该 ～, 不能惟亲提

拔。

陈言务去
【注音】chén yán wùqù

【释义】陈旧的言辞务必要清除掉。

【出处】唐·韩愈《答李翊( yì) 书》: “惟

陈言之务去 , 戛( jiá) 戛乎( 形容困难)

其难哉。”

【例句】要写出好文章, 必须真正做到

～。

晨钟暮鼓
【注音】chén zhōnɡmùɡǔ

【释义】寺庙中早晚的钟鼓声。早晨撞

钟 , 黄昏击鼓。后用以形容寺院的孤

寂生活或时光的推移。

【出处】宋·欧阳修《庐山高》诗 : “但见

丹霞翠壁远近映楼阁 , 晨钟暮鼓杳霭

罗幡幢。”

【例句】在万年寺住了几日 , ～, 明月孤

云 , 很有一种清寂寥落、超凡脱俗的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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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火打劫
【注音】chèn huǒdǎjié

【释义】趁人家失火而忙乱时去抢东

西。比喻乘人之危捞取好处。

【出处】清·张南庄《何曲》八回 : “灰鬼

也就趁火打劫, 扬长避短了好些物

事。”

【例句】她丈夫终因久病不治, 丢下她

们母女俩走上了黄泉路。债主 ～, 要

抓她们去抵债。

【近义】乘人之危

趁热打铁
【注音】chèn rèdǎtiě

【释义】趁着铁烧红的时候捶打。比喻

趁着好的时机或条件 , 赶紧去做。

【出处】《李自成》2 卷 34 章 : “是我 , 我

们要趁热打铁 , 一举攻破南阳。”

【例句】在占领敌军的桥头堡之后, 我

军 ～, 又向敌人的纵深地带挺进了。

【近义】当机立断  一鼓作气

【辨析】“趁”不可读作“chènɡ”。 ～和

“乘时乘势”都有趁着好时机、好条件

去做某事之意。区别在于 : “乘时乘

势”侧重指趁着机会, 时势做一番大

事业 ; 而 ～指借着有利的时机、便利

的条件去做事。

chenɡ

称心如意
【注音】chènɡxīn rúyì

【释义】称 : 符合。完全合乎心意。

【出处】宋·朱敦儒《樵歌·感皇恩》:

“称心如意 , 剩( 胜) 活人间几岁?”

【例句】这件衣服, 她买得 ～, 你看, 她

多高兴啊!

【近义】称心满意

【反义】大失所望

【辨析】～和“心满意足”都含有“如意、

满意”的意思。区别在于: ～着重于

涉及的人、事、物 , 偏重于人、事、物符

合心意 ; “心满意足”着眼于“愿望”,

偏重于愿望得到满足。

称孤道寡
【注音】chēnɡɡūdào ɡuǎ

【释义】称、道 : 自称。孤、寡 : 古代封建

帝王自称“孤”或“寡人”。意为称帝

称王。比喻自封为王, 或以首脑自

居。

【出处】《元曲选·白仁甫〈梧桐雨〉

三》: “剿除了贼徒 , 救了国家 , 更避甚

称孤道寡?”

【例句】经理不在公司的时候, 小李便

～, 目中无人 , 经理一回来 , 他便藏头

缩尾 , �若寒蝉。

【近义】称王称霸

称王称霸
【注音】chēnɡwánɡchēnɡbà

【释义】王、霸 : 春秋时, 周天子为诸侯

国的共主 , 称为“王”; 强大的诸侯纠

合各国 , 尊崇王室, 抵御外族, 称为

“霸”或“霸主”。自称为王 , 自命为霸

主。指凭借权势横行一方, 飞扬跋

扈 , 独断专行。

【出处】三国( 魏 ) 曹操《让县自明本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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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设使国家无有孤, 不知当几个

称帝 , 几人称王?”

【例句】我们要谦虚谨慎 , 宽以待人 , 不

能自吹自擂 , ～。

【近义】独霸一方

称兄道弟
【注音】chēnɡxiōnɡdào dì

【释义】朋友之间以兄弟相称、表示关

系密切。现多用于贬义 , 指不顾原则

地讲哥们义气。

【例句】别看他与你 ～的 , 你困难时 , 他

帮了吗?

【辨析】“称”不可读作“chèn”。

瞠乎其后
【注音】chēnɡhūqíhòu

【释义】瞠 : 瞪着眼看。在后面干瞪眼

睛 , 赶不上。

【出处】《庄子·田子方》: “而回 ( 颜

回) 瞠若乎后矣! ”

【例句】成绩不好就要努力迎头赶上,

～是没有用的。

【近义】望尘莫及  望尘不及

【反义】捷足先登  后来居上

瞠目结舌
【注音】chēnɡmùjiéshé

【释义】瞠目 : 瞪大眼睛。结舌 : 舌头转

不动。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形容

惊呆或窘迫的样子。

【出处】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 “弄得

人家瞠目结舌 , 似懂非懂。”

【例句】那位妇女听说自己的丈夫涉嫌

贪污受贿 , 一时 ～, 不知如何是好。

【近义】目瞪口呆

成败利钝
【注音】chénɡbài lìdùn

【释义】利 : 锋利 , 引申指顺利。钝: 不

锋利 , 引申指不顺利。成功、失败、顺

利与挫折。指事情的各种结果。

【出处】三国( 蜀) 诸葛亮《后出师表》:

“臣鞠躬尽瘁 , 死而后已 , 至于成败利

钝 , 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例句】～是永远存在而又不断转化

的 , 要善于利用条件, 把握时机 , 争取

成功与胜利。

【近义】成败得失

成家立业
【注音】chénɡjiālìyè

【释义】组织家庭 , 建立事业。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二十

七 : “师曰 : ‘成家立业。’”

【例句】当初买房时 , 孩子们还在上学 ,

如今都已 ～了。

【近义】安家立业

成千上万
【注音】chénɡqiān shànɡwàn

【释义】形容数量极多。

【出处】巴金《控诉·一点感想》: “城市

毁了 , 人们成千上万地死去。”

【例句】广场上 ～的人载歌载舞, 欢庆

胜利。

【近义】成千累万  成千成万

【反义】三三两两  寥寥无几  半丝半

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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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群结队
【注音】chénɡqún jiéduì

【释义】一群群、一队队地集结在一起。

【出处】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二十

四论语》: “犬马牛羊 , 成群连队。”

【例句】散会了 , 人们 ～地走出会场。

【近义】三五成群

【反义】孑然一身

成人之美
【注音】chénɡrén zhīměi

【释义】成 : 成全。美 : 指好事。成全别

人的好事 , 或帮助别人达到目的。

【出处】《论语·颜渊》: “君子成人之

美 , 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例句】你既然不想出差上海 , 何不 ～,

推荐小王去 , 他家在上海。

【近义】急公好义

【反义】成人之恶

成仁取义
【注音】chénɡrén qǔyì

【释义】为国家和民族牺牲生命。

【出处】《论语·卫灵公》: “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 , 有杀身以成仁。”

【例句】中国历史上 ～的人士很多, 史

可法就是其中一位。

【近义】杀身成仁

【反义】苟且偷生

【辨析】“仁”不可写作“人”。

成见太深
【注音】chénɡjiàn tài shēn

【释义】对人或对事的看法很固执。

【例句】你对他 ～了 , 难怪他做了好事 ,

你也看作是坏事。

成败论人
【注音】chénɡbài lùn rén

【释义】以成功或失败为评价人物的标

准。

【出处】宋·苏轼《孔北海赞序》: “世以

成败论人物 , 故操得英雄之列。”

【例句】这项实验没有成功 , 他有责任 ;

但谁也不是常胜将军, 我们不能以

～。

【近义】胜败论人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注音】chénɡs hìbùzú, bài shìyǒu

yú

【释义】成事 : 把事情办好。败事 : 把事

情搞坏。不能把事情办好 , 却常常把

事情搞坏。指低能无用, 不会办事。

【出处】清·张鸿《续孽海花》四十二

回 : “选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例句】此人常常是 ～, 如此重大的事

情交给他 , 须得当心。

成竹在胸
【注音】chénɡzhúzái x iōnɡ

【释义】对要发生的事情, 心中已早有

准备。

【出处】宋·苏轼《文与可画籝籗谷偃

竹记》: “故画竹, 必先得成竹于胸

中。”

【例句】平时多复习 , 多巩固, ～还怕什

么考试?

【近义】胸有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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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胸中无数

【辨析】～和“心中有数”都有“心里有

底”的意思。区别在于: ～着眼于事

前对问题已有全面考虑和解决办法;

“心中有数”着眼于对客观情况已有

所了解。

成则为王, 败则为寇
【注音】chénɡ zéméi wánɡ, bài zé

wéi kòu

【释义】寇 : 盗贼。成功的便做君王 , 失

败的就做盗贼。指“帝王”与“盗贼”

本无不同 , 差别只在成败。

【出处】《文学和出汗》中“抢得天下的

便是王 , 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是成

语“成则为王 , 败则为寇”的口语化,

也简称“成王败寇”。

【例句】那好汉面不改色道: “～, 今日

被擒 , 要杀要剐都由你们! ”

【近义】成则公侯 , 败则贼子

诚惶诚恐
【注音】chénɡhuánɡchénɡkǒnɡ

【释义】诚 : 真诚。惶、恐 : 害怕。原为

臣下给君主奏章中所用的客套话 , 表

示小心谨慎, 惶恐不安。后泛指惶恐

不安。

【出处】汉·杜诗《乞退郡疏》: “令功臣

怀愠 , 诚惶诚恐。”

【例句】在老师面前不必 ～。

【近义】战战兢兢

【反义】泰然自若

【辨析】～和“战战兢兢”都可表示“谨

慎、害怕”的意思。区别在于 : ～偏重

于惶恐不安的心情 , 用法上含有讽刺

意味 ; “战战兢兢”多侧重于恐惧的形

体反应 , 为贬义成语。

诚心诚意
【注音】chénɡxīn chénɡyì

【释义】诚 : 真实的心意。真心诚意。

也作“诚心实意”。

【例句】帮助同学要 ～。

【反义】虚情假意

城狐社鼠
【注音】chénɡhúshèshǔ

【释义】城 : 城墙。社 : 土地庙。城墙上

的狐狸 , 土地庙里的老鼠。比喻仗势

作恶的坏人。

【出处】《晏子春秋·内篇问上》: “夫

社 , 束木而涂之, 鼠因而托焉⋯⋯此

鼠所以不可得杀者 , 以社故也。”

【例句】我生平最讨厌类似 ～的人。

【近义】社鼠城狐

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
【注音】chénɡmén shīhuǒ, yānɡjīchí

yú

【释义】殃 : 灾祸。池 : 护城河。城门着

了火 , 就用护城河的水来扑灭, 水用

尽了 , 护城河里的鱼也遭了殃。比喻

无辜地被牵连而遭受祸害。

【出处】宋·李虻等《太平广记》: “城门

失火 , 祸及池鱼。”

【例句】因为你的小失误而使他也挨批

评了 , 这叫“～”。

城下之盟
【注音】chénɡxiàzhīmén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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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盟 : 盟约。在敌人大军压境时

被迫签订的屈辱性盟约。

【出处】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五十

五回 : “君民效死, 与城俱碎, 岂肯为

城下之盟哉?”

【例句】由于情势危急, 他不得不订下

这个 ～。

【反义】背城借一

【辨析】“盟”不可写作“蒙”。

承上启下
【注音】chénɡshànɡqǐxià

【释义】承: 继承, 承接。启 : 开创 , 引

出。承接上边的 , 引出下边的。多用

于文章结构上过渡的连接。也泛指

学问、事业上的继往开来。

【出处】宋·张炎《词源·制曲》: “须承

上启下。”

【例句】文章中常有过渡段, 起着 ～的

重要作用。

【近义】承先启后  承前启后

承先启后
【注音】chénɡxiān qǐhòu

【释义】继承前人的, 开创未来的。多

用于事业、学问等。

【出处】《儿女英雄传》三十六回 : “且喜

你我二十年教养辛勤, 今日功成圆

满 , 此后这副承先启后的千斤担儿,

好不轻松爽快呀。”

【例句】这段文字对文章起着 ～的作

用。

【近义】承上启下  继往开来

乘风破浪
【注音】chénɡfēnɡpòlànɡ

【释义】顺着风势, 破浪前进。比喻志

向远大 , 不怕困难。

【出处】《宋书·宗悫传》: “悫年少时 ,

炳问其志, 悫曰: ‘愿乘长风破万里

浪。’”

【例句】愿你毕业后 , ～, 干一番对社会

有贡献的事业。

【近义】披荆斩棘

【反义】裹足不前

乘龙快婿
【注音】chénɡlónɡkuài xù

【释义】快 : 如意。传说春秋时秦国的

萧史善于吹箫 , 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十

分仰慕 , 后结为夫妻。萧史教弄玉吹

箫引来凤凰 , 弄玉乘凤 , 萧史乘龙, 共

同升天而去。“乘龙快婿”即指像萧

史一样的女婿。泛指称心如意的女

婿。

【出处】杜甫《杜工部诗·卷七·李监

宅》: “门阑多喜色 , 女婿近乘龙。”

【例句】老兄得了个 ～, 我这媒人可光

彩啦!

【近义】骐骥才郎

乘人之危
【注音】chénɡrén zhīwēi

【释义】乘 : 趁着。危 : 危难。趁着别人

危难的时候进行要挟或侵害。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盖

勋传》: “谋事杀良, 非忠也; 乘人之

危 , 非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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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你 ～的方法不好, 在道义上是

说不过去的。

【近义】趁火打劫  落井下石

【反义】雪中送炭  济困扶危  成人之

美

乘胜追击
【注音】chénɡxhènɡzhuījī

【释义】趁着胜利的时机追击敌人, 以

扩大战果。也指利用有利时机把事

情继续做好。

【出处】《新编五代史平话·梁史上》:

“单可及乘胜追击。”

【例句】赤壁一战 , 曹操大败而逃 , 周瑜

～。

【反义】坐失良机

乘兴而来
【注音】chénɡxìn ér lái

【释义】兴致勃勃地到来。现指高高兴

兴地来到。

【出处】唐·房玄龄等《晋书·王徽之

传》: “乘兴而来 , 兴尽而返。”

【例句】这次参观游览 , 大家 ～, 尽兴而

返。

【反义】败兴而归

【辨析】～常同“兴尽而返”和“败兴而

归”连用 , 分别表示: 高兴而来, 兴致

得到满足而回 ; 高兴而来 , 扫兴而回。

乘坚策肥
【注音】chénɡjiān cèféi

【释义】乘坐坚固的车子, 骑强壮的马

匹。

【出处】《汉书·食货志上》: “乘坚策

肥 , 履丝曳缟。”

【例句】这种 ～的生活 , 我可过不惯。

乘兴而来, 败兴而去
【注音】chénɡxìnɡér lái, bài xìnɡér

qù

【释义】高高兴兴地来, 十分扫兴地回

去。

【出处】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

诞》: “王子猷居山阴 , 夜大雪, ⋯⋯忽

忆戴安道 , 时戴在剡, 即便夜乘小船

就之 , 经宿方至, 造门不前而返。人

问其故 , 王曰: ‘吾本乘兴而来, 兴尽

而返 , 何必见戴。’”

【例句】没想到这次旅行 ～。

乘虚而入
【注音】chénɡxūér rù

【释义】虚 : 空虚。趁着对方空虚不备

时攻入。也泛指趁机进攻。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魏志·刘

晔传》: “( 孙) 策乘虚而袭我, 则后不

能独守。”

【例句】日军大部队出外“围剿”, 游击

队 ～, 一举端了日军老窝。

【近义】趁火打劫

【反义】无懈可击

程门立雪
【注音】chénɡmén lìxuě

【释义】程 : 宋代理学家程颐。立雪 : 站

在雪地里。站在程颐门外的雪地里

等候他。形容非常尊敬老师。

【出处】《宋史·杨时传》“( 杨时) 一见

颐 , 颐偶瞑坐, 时与游酢侍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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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既觉 , 则门外雪深一尺矣”。

【例句】那位青年人很有些 ～的精神,

为了学到知识 , 总是恭敬地向先生请

教。

【近义】立雪程门

【反义】班门弄斧

惩恶劝善
【注音】chénɡèqián shàn

【释义】惩 : 惩戒。劝 : 勉励, 鼓励。劝

做好事。惩戒坏人坏事 , 鼓励好人好

事。

【出处】《左传·成公十四年》: “《春

秋》之称 , 微而显 , 志而晦 , 婉而成章,

尽而不污 , 惩恶而劝善。”

【例句】他 ～的善举令人感动和佩服。

【近义】彰善疸恶

【反义】姑息养奸

惩前毖后
【注音】chénɡqiǎn bìhòu

【释义】惩 : 警戒。毖 : 谨慎。以过去的

失误为警戒 , 以后注意从事, 不再重

犯。

【出处】《诗经·周颂·小毖》: “予其惩

而毖后患。”

【例句】对于犯错误的同志, 包括犯了

严重错误的同志, 我们都要坚持“～,

治病救人”的方针。

【近义】惩一儆百

【反义】小教而诛

惩一儆百
【注音】chénɡyījǐnɡbǎi

【释义】惩 : 惩罚。“儆”通“警”, 儆 : 警

戒 , 警告。惩罚一人 , 警戒众人。

【出处】汉·班固《汉书·尹翁归传》:

“其有所取也, 以一警百, 吏民皆服,

恐惧改行自新。”

【例句】在处理这起涉及多人的贪污案

件时要采取 ～的做法, 严惩首犯, 区

别对待 , 教育多数。

【近义】杀鸡儆猴  以儆效尤  罚一劝

百 惩前毖后

【反义】姑息养奸

逞性妄为
【注音】chěnɡxǐnɡwànɡwéi

【释义】逞 : 放纵, 放任。形容人任性、

胡作非为。

【例句】他那 ～的习惯, 是你对其娇生

惯养的结果。

【近义】恣意妄为

【反义】循规蹈矩

chi

吃喝玩乐
【注音】chīhēwán lè

【释义】吃喝东西, 玩耍享乐。泛指一

味追求物质享受。

【例句】有的年轻人只知道 ～, 半点儿

事业心都没有。

吃苦耐劳
【注音】chīkǔnài láo

【释义】肯于吃苦, 能够经受艰苦和劳

累的磨炼。

【出处】周恩来《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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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而我们新四军能吃苦耐劳,

不怕困难。”

【例句】中华民族具有勤劳俭朴、～的

传统美德。

【近义】含辛茹苦

【反义】好吃懒做  好逸恶劳  拈轻怕

重 饭来张口

吃大锅饭
【注音】chīdàɡuōfàn

【释义】比喻不论工作好坏 , 贡献大小,

生活待遇和报酬都一样。

【例句】修理业在搞承包, ～的现象必

须彻底改变。

吃里爬外
【注音】chīlǐpáwài

【释义】指受着这一方的好处, 却背地

里为另一方卖力效劳。

【出处】清·程道一《消闲演义》: “朝臣

各具一心 , 总是吃里爬外。”

【例句】蒋子龙在《乔厂长外传》中所写

的向子就是一个 ～的家伙。

吃一堑, 长一智
【注音】chīyīqiàn , zhǎnɡyīzhì

【释义】堑 : 壕沟 , 比喻挫折或失败。经

受一次挫折 , 增长一分智慧。

【出处】明·王阳明《与薛尚谦书》: “经

一蹶者长一智 , 今日之失, 未必不为

后日之得。”

【例句】人的知识、智慧是在挫折、奋斗

中总结与形成的, 这就是 ～的道理。

【近义】不经一事 , 不长一智

【反义】重蹈覆辙

�之以鼻
【注音】chīzhīyǐbí

【释义】� : 讥笑。鼻子发出冷笑。表

示蔑视。

【出处】清·颐琐《黄绣球》七回 : “初在

乡自立一学校 , 说于乡 , 乡人笑之; 说

于市 , 市人非之; 请于巨绅贵族 , 更�

之以鼻。”

【例句】那些评论家对他的作品七嘴八

舌 , 乱说一通 , 他却对那些胡言乱语

一概 ～。

【近义】不屑一顾

【反义】赞不绝口  拍案叫绝  击节叹

赏 赞叹不已

痴人说梦
【注音】chīrén shuōmènɡ

【释义】痴人: 傻子。原意是对痴人说

胡话而痴人信以为真。后反用来指

蠢人自己说荒唐话。

【出处】宋·惠洪《冷斋夜话·痴人说

梦》: “僧伽龙朔( 唐高宗年号) 中游江

淮间, 其迹甚异。有问之曰: ‘汝何

姓?’答曰: ‘姓何。’又问之曰 : ‘何国

人?’答曰 : ‘何国人。’”

【例句】我们如果随意制定远远脱离自

己实际的学习计划, 却从不去实现,

这就和 ～没什么两样。

【近义】白日做梦  痴心妄想

痴人呓语
【注音】chīrén yìyǔ

【释义】呓语: 说梦话。傻子说梦话。

比喻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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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敌人狂妄地宣称, 要在大渡河

边消灭北上抗日的红军 , 这只不过是

～罢了。

【近义】痴人说梦

【反义】识时达务

痴心妄想
【注音】chīxīn wànɡxiǎnɡ

【释义】痴 : 迷乱。妄 : 虚妄, 荒唐。迷

乱的心思 , 荒唐的想法。指不能实现

的事情。

【出处】《醒世恒言》三十七 : “子春冷笑

道 : ‘你好痴心妄想! ’”

【例句】懒惰的人还想发家 , 这真是 ～。

【近义】异想天开  胡思乱想

【反义】切中事理

魑魅魍魉
【注音】chīmèi wǎnɡliǎnɡ

【释义】魑、魅、魍、魉 : 都是传说中的妖

魔鬼怪。比喻各种各样的坏人。

【出处】汉·张衡《西京赋》: “禁御不

若 , 以知神奸 , 魑魅魍魉 , 莫能逢旃。”

【例句】要想识别一切 ～, 必须真正掌

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

质。

【近义】牛鬼蛇神  妖魔鬼怪

【反义】志士仁人  正人君子

驰名当世
【注音】chímínɡdānɡs hì

【释义】驰 : 传播; 当世: 当代。名声在

当代传播很远。

【出处】晋·常璩《华阳国志·后贤

志》: “皆辞章灿丽 , 驰名当世。”

【例句】我国的丝绸 ～, 深受外国客商

的欢迎。

驰魂夺魄
【注音】chíhún duópò

【释义】驰 : 心神向往。夺 : 使失去。形

容内心震动 , 极其兴奋神往的样子。

【例句】他那张画 , 真使人 ～。

驰名中外
【注音】chímínɡzhōnɡwài

【释义】驰 : 传播。声誉广泛传扬到国

内外。

【例句】北京烤鸭是 ～的美味。

【近义】驰名天下

迟暮之年
【注音】chímùzhīnián

【释义】迟暮 : 黄昏 , 比喻晚年。指人至

晚年。

【例句】他虽已到了 ～, 身子骨却依然

那么硬朗。

【近义】风烛残年  桑榆暮景

【反义】豆蔻年华

迟疑不决
【注音】chíyíbùjué

【释义】迟疑 : 犹豫。指犹犹豫豫的 , 拿

不定主意。

【出处】宋·朱熹《朱子语类·论语》:

“此吝字说得来又广, 只是戒人迟疑

不决的意思。”

【例句】母亲有点 ～, 她怕花钱。

【近义】犹豫不决

【反义】当机立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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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平之论
【注音】chípínɡzhīlùn

【释义】持平 : 保持公平, 没有偏向。指

公正的言论。也指调和折中的言论。

【出处】《汉书·杜延年传》: “延年议论

持平。”

【例句】那两人争论得十分尖锐激烈,

谁也不理睬他们的这一套 ～。

【近义】平心而论

【反义】首鼠两端

持之以恒
【注音】chízhīyǐhénɡ

【释义】持 : 坚持。恒 : 恒心。办事有恒

心 , 能长期坚持不变。

【出处】清·曾国藩《家训喻纪泽》:

“‘尔之短处 , 在言语欠钝讷, 举止欠

端重 , 看书不能深入, 而作文不能峥

嵘。若能从此三事上下一番苦功 , 进

之以猛 , 持之以恒 , 不过一二年 , 自尔

精进而不觉。”

【例句】锻炼身体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必须持之以恒。

【近义】锲而不舍  孜孜不倦

【反义】一暴十寒  半途而废

持之有故, 言之成理
【注音】chízhīyǒu ɡù, yán zhīchénɡlǐ

【释义】持 : 持论, 主张; 故 : 缘故, 指根

据 , 理由。提出的见解或主张有一定

的根据 , 立论讲得有道理。

【出处】《荀子·非十二子》: “然而其持

之有故 , 其言之成理。”

【例句】王庆在这次讨论会上的发言

～, 很有说服力。

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
【注音】chǐyǒu suǒduán cùn yǒu suǒ

chánɡ

【释义】长短随所用的对象不同而显出

各自的优劣。比喻各有长短, 不能一

概而论。

【出处】《楚辞·卜居》: “夫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 ; 物有所不足 , 智有所 不

明。”

【例句】～, 大家各自有优点和不足 , 应

该互相取长补短 , 共同进步。

【近义】各有所长  各有千秋  尺短寸

长

尺短寸长
【注音】chǐduǎn cùn chán

【释义】由于所应用的场合不同, 一尺

也有显得短的时候 , 一寸也有显得长

的时候。比喻人或事物各有长处和

短处。也作“尺有所短 , 寸要所长”。

【出处】屈原《楚辞·卜居》: “夫尺有所

短 , 寸有所长。”

【例句】～, 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既有长

处 , 又有短处, 因此, 需要互相学习,

取长补短。

叱咤风云
【注音】chìzhàfēnɡyún

【释义】叱咤 : 大声呼喝 , 怒喝。一声怒

喝能使风云为之变化。形容很有声

威与气势。

【出处】南朝·梁·萧绎《讨侯景檄

文》: “叱咤则风云兴起 , 见机而动 , 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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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隽杰 , 决胜多奇。”

【例句】在人类历史上 , ～的人物 , 举不

胜举。

【近义】气吞山河  气势磅礴  气壮山

河

【反义】心平气和

【辨析】“叱”不可读作“bì”; “咤”不可

读作“zhái”, 也不可写作“诧”。

赤膊上阵
【注音】chìbós hànɡzhèn

【释义】光着上身( 指不穿铠甲 ) 上阵打

仗。原形容作战勇敢。后比喻为做

某事舍弃伪装而毫无顾忌。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五十九

回 : “许褚性起 , 飞回阵中 , 卸下盔甲,

浑身筋突 , 赤体提刀 , 翻身上马 , 来与

马超决战。”

【例句】大刀会的人个个 ～, 手拿大刀

和鬼子拼命。

【近义】赤手上阵

【反义】披挂上阵

【辨析】“膊”不可写作“博”。

赤胆忠心
【注音】chìdǎn zhōnɡxīn

【释义】赤 : 指赤诚。忠 : 忠诚。形容十

分忠诚。

【出处】明·许仲琳《封神演义》五十二

回 : “臣空有赤胆忠心, 无能回其万

一。”

【例句】焦裕禄真是一位 ～为人民的好

领导。

【近义】忠心耿耿

【反义】阳奉阴违

【辨析】～和“忠心耿耿”都可形容非常

忠诚。区别在于 : ～有名词性功能,

可作主语和宾语 , “忠心耿耿”则没有

这种功能。

赤地千里
【注音】chìdìqiān lǐ

【释义】赤地 : 寸草不生的土地。千里 :

辽阔的区域。形容灾害或战争造成

的严重后果。

【出处】汉·班固《汉书·夏侯胜传》:

“蝗虫大起, 赤地数千里, 或人民相

食 , 蓄积至今未复。”

【例句】在旧社会, 大旱之年, ～, 饿死

的人就太多了。

【近义】寸草不留  不毛之地

【反义】郁郁葱葱

赤身露体
【注音】chìs hēn lùtǐ

【释义】赤 : 光 , 指光着身子 , 衣不遮体。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八回:

“赤身露体 , 走到人前 , 成何体面?”

【例句】在众人面前 ～, 太不雅观。

【近义】一丝不挂

赤手空拳
【注音】chìs hǒu kōnɡquán

【释义】赤手 : 空手。两手空空 , 什么东

西也没拿。

【出处】元曲《合汗衫》四折: “可怜俺赤

手空拳 , 望将军觑个方便。”

【例句】老班长 ～, 捉住了一个敌人。

【近义】手无寸铁

【反义】兵强马壮  坚甲利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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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之心
【注音】chìzǐzhīxīn

【释义】赤子: 初生的婴儿。比喻纯真

无邪的心。

【出处】《孟子·离娄下》: “大人者, 不

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例句】海外侨胞表现出了他们对祖国

的一片 ～。

【近义】赤胆忠心  耿耿忠心

【反义】蛇蝎心肠  狼心狗肺

chonɡ

充耳不闻
【注音】chōnɡěr bùwén

【释义】充 : 堵塞住。塞住耳朵不听。

形容拒绝听取别人的意见或劝告。

【出处】叶圣陶《隔膜》: “然而听他的答

话便觉得淡然无味, 终至于充耳不

闻。”

【例句】你怎能对老师苦口婆心的劝导

～呢?

【近义】闭目塞听  听而不闻

【反义】耳闻目睹  洗耳恭听  眼观六

路 , 耳听八方

【辨析】“充”不可解释成“充满”。

冲锋陷阵
【注音】chōnɡfēnɡxiàn zhèn

【释义】陷 : 攻陷。向敌人防线冲击 , 攻

陷敌人阵地。形容作战英勇。

【出处】唐·李百药《北齐书·崔暹

传》: “冲锋陷阵 , 大有其人。”

【例句】过去 , 他在军事上 ～。现在 , 又

在文化战线上领导着一场扫黄斗争。

【近义】浴血奋战  出生入死  赴汤蹈

火

【反义】弃甲曳兵  望风而逃  畏缩不

前

冲口而出
【注音】chōnɡkǒu ér chū

【释义】不加思索 , 随口说出。

【出处】宋·苏轼《跋欧阳公书》: “此数

十纸 , 皆文忠公冲口而出 , 纵手而成 ,

初不如意者也。”

【例句】他刚才那话是 ～, 您别往心里

去。

【近义】脱口而出  出口成章

【反义】守口如瓶

重操旧业
【注音】chónɡcāo jiùyè

【释义】操 : 做 , 从事; 业 : 行业。重新再

从事以前做过的行业。

【例句】他下岗后 , ～, 开了一家餐馆。

【反义】另起炉灶

重蹈覆辙
【注音】chónɡdǎo fùzhé

【释义】蹈 : 踏上。覆: 翻倒。辙: 车轮

轧出的痕迹。再走翻过车的老路。

比喻不接受教训 , 重犯已有的错误。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窦

武传》: “今不虑前事之失, 复循覆车

之轨。”

【例句】失败并不可怕 , 但应分析原因 ,

吸取教训 , 把它当作借鉴 , 以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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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前车可鉴  吃一堑 , 长一智

重见天日
【注音】chónɡjiàn tiān rì

【释义】天日 : 天上的太阳。比喻光明。

比喻脱离黑暗的环境, 重新见到光

明。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二十八

回 : “今遇将军, 如重见天日, 岂忍复

错过?”

【例句】这些被救出的被拐妇女终于 ～

了。

【近义】云开见日

【反义】暗无天日

【辨析】“重”不可读作“zhònɡ”。

重峦叠嶂
【注音】chónɡluán diézhànɡ

【释义】峦 : 连绵的山; 嶂 : 像屏障直立

的山。形容山岭连绵起伏不断。

【出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

水》: “自三峡七百里中 , 两岸连山 , 略

无阙处 , 重岩叠嶂 , 隐于蔽日。”

【例句】站在泰山玉皇顶上向远处望

去 , 只见 ～, 分外壮观。也作“重岩叠

嶂”、“层峦叠嶂”。

【近义】崇山峻岭

重温旧梦
【注音】chónɡwēn jiùmènɡ

【释义】温 : 复习。再经历一次或回忆

一下过去的光景。形容对以往情景

的憧憬。

【出处】清·丘逢甲《岭云每日楼诗钞

·重过感旧园二首》: “水木清华负郭

园 , 三年客梦此重温。眼中故物诗留

壁 , 身后浮文酒满尊。”

【例句】多年远离故土的他, 一踏上故

乡的土地 , 仿佛 ～般的陶醉。

【近义】抚今追昔  破镜重圆  旧梦重

温

【反义】永不相见

重生父母
【注音】chónɡshēnɡfùmǔ

【释义】重生: 再一次获得生命。指对

自己有重大恩情的人, 多指救命恩

人。

【出处】元·杨显之《酷寒亭》: “你是我

重生父母 , 再生爷娘。”

【例句】他从小就成了孤儿, 是李阿姨

把他抚养成人 , 所以他一直把她当成

自己的 ～。

【近义】再造之恩

重整旗鼓
【注音】chónɡzhěnɡqíɡǔ

【释义】旗、鼓 : 古代军中用物。比喻失

败后积聚力量 , 重新行动。

【出处】姚雪垠《李自成》卷一·二十六

章 : “目前十八子正在集合人马 , 加紧

操练 , 时机一到, 就会重整旗鼓 , 石破

天惊。”

【例句】输了没什么, 总结一下这场比

赛的经验教训 , ～, 下一场接着打。

【近义】东山再起  另起炉灶  卷土重

来 死灰复燃

【反义】一蹶不振  偃旗息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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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足而立, 侧目而视
【注音】chónɡzúér lì, cèmùér shì

【释义】重足 : 后脚紧挨着前脚 , 不敢迈

步。侧目 : 斜着眼睛看, 不敢正视。

形容非常恐惧而愤恨的样子。

【出处】《史记·汲郑列传》: “令天下重

足而立 , 侧目而视矣! ”

【例句】他欺人太甚 , 人们对他都 ～。

崇德报功
【注音】chónɡdébào ɡōnɡ

【释义】尊崇有德行的 , 酬报有功劳的。

【例句】这家公司 ～, 因此人才济济。

【反义】兔死狗烹

崇论闳议
【注音】chónɡlùn hónɡyì

【释义】崇 : 高。原指广开言路 , 博采众

议。后多指高超的见解和言论。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

列传》: “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必将

崇论闳议 , 创业垂统 , 为万世规。”

【例句】他这番关于公司发展的 ～, 赢

得了领导的高度赞赏。

【近义】高谈阔论

【反义】陈词滥调

崇山峻岭
【注音】chónɡshān jùn lǐnɡ

【释义】崇、峻 : 高大。高大险峻的山

岭。

【出处】晋·王羲之《兰亭集序》: “此地

有崇山峻岭 , 茂林修竹。”

【例句】队伍在蜿蜒的 ～中前进。

【近义】重峦叠嶂

【反义】一马平川

【辨析】“崇”不可写作“祟”。

崇洋媚外
【注音】chónɡyánɡmèi wài

【释义】媚 : 谄媚。洋 : 外国。崇拜外国

的事物 , 谄媚外国人。指没有民族自

尊心 , 认为外国的一切都好。

【出处】茅盾《向鲁迅学习》: “那时清王

朝以及当权的洋务派崇洋媚外 , 出卖

国家主权。”

【例句】丧失了民族自信心, 认为外国

的一切都好 , 自己什么都不行, 这是

典型的 ～。

【近义】奴颜媚骨

宠辱不惊
【注音】chǒnɡrǔbùjīnɡ

【释义】宠 : 宠爱 ; 辱 : 羞辱。对受宠或

受辱都不感到惊讶。即把得失置之

度外。也作“不惊宠辱”。

【出处】《新唐书·卢承庆传》: “宠辱不

惊 , 考中上。其能著人善类此。”

【例句】王老教授作为新中国的优秀工

作者 , 他从来是 ～的。

宠辱若惊
【注音】chǒnɡrǔruòjīnɡ

【释义】受到宠爱或侮辱都如受到惊恐

一样 , 指人患得患失, 把荣辱得失看

得过重。

【出处】《老子》十三章 : “得之若惊, 失

之若惊 , 是谓宠辱若惊。”

【例句】那种见利忘义, ～的人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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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

【近义】患得患失

【反义】宠辱不惊

宠辱皆忘
【注音】chǒnɡrǔjiēwànɡ

【释义】宠 : 荣耀 , 光荣。荣耀和屈辱都

忘记了。形容心胸宽广。

【出处】《岳阳楼记》: “登斯楼也 , 则有

心旷神怡 , 宠辱皆忘( 皆 , 或作‘偕’) ,

把酒临风 , 其喜洋洋者矣。”

【例句】放心好了 , 他是个 ～的人 , 是不

会记你的仇的。

【近义】宠辱不惊

chou

抽薪止沸
【注音】chōu xīn zhǐfèi

【释义】薪 : 柴火。抽出锅底的柴火 , 让

锅内的水停止沸腾。比喻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

【出处】北齐·魏收《为侯景叛移梁朝

文》: “抽薪止沸 , 剪草除根。”

【例句】这是一个 ～的好办法。

【近义】釜底抽薪

【辨析】～和“釜底抽薪”同源。区别在

于 : “釜底抽薪”强调做法 ; 而 ～则指

明了效果。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注音】chóu rén xiāng jiàn, fèn wài

yǎn hóng

【释义】当敌对的双方彼此相逢时, 格

外怒不可遏。形容对仇人极其痛恨。

【出处】谢扶民《壮族人民优秀的儿子

韦拔群》: “仇人相见 , 分外眼红 , 于是

双方的队员就对打起来了。”

【例句】复仇团的战士们, 面对着残杀

他们父老兄弟的强盗, 简直是 ～, 个

个怒火中烧。

仇深似海
【注音】chóu shēn sìhǎi

【释义】仇恨像大海一样深厚。形容仇

恨极深。

【例句】他们 ～, 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化

解的。

【近义】不共戴天

【反义】恩重如山

愁眉不展
【注音】chóu méi bùzhǎn

【释义】展 : 舒展。由于发愁而皱紧双

眉 , 形容忧愁郁闷的样子。

【出处】《西游记》九十四回: “观见那唐

僧在国王左边绣墩上坐着, 愁眉不

展 , 心存焦躁。”

【例句】小芳整天 ～的, 一定有什么心

事。

【近义】愁眉苦脸

【反义】眉开眼笑  喜笑颜开  喜上眉

梢

愁眉苦脸
【注音】chóu méi kǔliǎn

【释义】皱紧双眉哭丧着脸。形容忧愁

苦闷的样子。

【出处】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四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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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 “成老爹气的愁眉苦脸。”

【例句】一听说要数学测验, 小赵立刻

变得 ～了。

【近义】愁眉不展  怏怏不乐

【反义】笑逐颜开  兴高采烈  满面春

风

愁云惨雾
【注音】chóu yún cǎn wù

【释义】形容愁苦的思绪和凄惨的情

景。

【出处】唐·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

京》: “翰海阑干百丈冰, 愁云惨淡万

里凝。”

【例句】洪水肆虐 , 这里笼罩着一片 ～。

【近义】愁山闷海

【反义】欢天喜地

踌躇满志
【注音】chóu chúmǎn zhì

【释义】踌躇 : 从容自得的样子。满志:

心满意足。形容心满意足 , 十分得

意。

【出处】《庄子·养生篇》: “捉刀而立,

为之四顾 , 为之踌躇满志。”

【例句】见没人敢上前, 他露出 ～的神

情。

【近义】心满意足  意气风发  称心如

意

【反义】垂头丧气

丑态百出
【注音】chǒu tài bǎi chū

【释义】各种丑恶的样子都表现出来

了。

【出处】方志敏《可爱的中国》: “他们都

是所谓高贵的华人 , 怎么会那么恭顺

的秉承恶魔的意旨行事⋯⋯丑态百

出! 可耻 , 可耻! ”

【例句】他们得失心太重 , 一上赌桌 , 就

开始忽哭忽笑 , ～。

【近义】丑态毕露

【反义】千娇百媚

臭名远扬
【注音】chòu mínɡyuǎn yánɡ

【释义】名 : 名声; 臭名 : 坏名声; 扬 : 传

播。坏名声传得很远。也作“丑名远

播”。

【例句】那个卖国的“二十一条”, 曾经

～于世界。

【反义】名满天下

【辨析】～和“臭名昭著”都含有“名声

很坏”的意思。区别在于 : 当强调坏

名声传得远时, 要用 ～; 当强调坏名

声谁都知道时 , 宜有“臭名昭著”。

臭不可当
【注音】chòu bùkědānɡ

【释义】当 : 承受。臭得叫人受不了。

【出处】《孽海花》五回 : “原来公坊那年

自以为臭不可当的文章 , 竟被霞郎估

着 , 居然掇了巍科。”

【例句】这个 ～的小人 , 真令人讨厌!

【近义】臭不可闻

臭名昭著
【注音】chòu mínɡzhāo zhù

【释义】昭著: 明显。坏名声人人都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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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代史

话》一章 : “北洋派是中国近代史上继

往开来、臭名昭著的一个封建军事政

治集团。”

【例句】袁世凯签订了 ～的 卖国条

约———二十一条。

【近义】臭名远扬

【反义】万古流芳  名垂青史

臭味相投
【注音】chòu wèi xiāng tóu

【释义】多指有坏作风、坏习惯的人彼

此投合 , 互相勾结。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二十

九回 : “所谓‘臭味相投’, 正是这个道

理。”

【例句】他二人 ～, 很快成了密友。

【近义】狼狈为奸

【反义】志同道合

chū

出尔反尔
【注音】chòu ěr fǎn ěr

【释义】尔 : 你。原意为你怎样对待别

人 , 别人也会怎样对你。后指言行不

讲信义 , 反复无常。

【出处】《孟子·梁惠王下》: “出乎尔

者 , 反乎尔者也。”战国时, 邹国打了

败仗。邹穆公对孟子说 : “这次战斗

我的官员死了几十个 , 而老百姓没有

一人去救援, 实在太可恨了。”孟子

说 : “饥荒年你的百姓, 有的逃荒, 有

的饿死 , 你的官员没有去救济。你的

谷仓堆满了粮食, 库房里堆满了财

物 , 你的官员谁也不报告。曾子曾说

过 : ‘戒之戒之 , 出乎尔者, 反乎尔者

也。’当然! 你怎样对人 , 人家也怎样

的对你。”

【例句】这种 ～的人, 我们是无法与他

合作的。

【近义】反复无常

【反义】一诺千金  一言为定  君子一

言 , 驷马难追

【辨析】～和“反复无常”都形容常常变

卦。区别 : ① ～偏重在说话上 ; “反复

无常”偏重在表现上。②当指说话前

后矛盾、说话不算数时 , 宜用 ～; 当强

调“表现变化不定”时 , 宜用“反复无

常”。

出乖露丑
【注音】chūɡuāi lùchǒu

【释义】在众人面前出丑、丢脸。

【出处】《儒林外史》十四回: “像我娄家

表叔结交了多少人, 一个个出乖露

丑 , 若听见这样话 , 岂不羞死! ”

【例句】参加比赛前一定要认真准备,

免得到时 ～。

【近义】出乖弄丑

出口成章
【注音】chūkǒu chénɡzhānɡ

【释义】脱口而出的话就成文章。形容

善于辞令 , 才思敏捷。

【出处】《三国演义》七十九回: “歆曰 :

‘人皆言子建出口成章, 臣未深信。

主上可召入 , 以才试之。’”

【例句】看他 ～, 定成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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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滔滔不绝  文不加点  口若悬

河 冲口而出

【反义】语无伦次

【辨析】～和“下笔成章”都可形容文思

敏捷。但 ～还含有口才好之意; 而

“下笔成章”无此意。

出口伤人
【注音】chūkǒu shānɡrén

【释义】伤 : 伤害, 使思想感情受到损

害。说出话来伤害人。

【出处】明·许仲琳《封神演义》四十八

回 : “赵公明大怒: ‘焉敢如此出口伤

人 , 欺吾太甚。’”

【例句】他这人一向爱 ～, 我不大喜欢

他。

【近义】恶语伤人  破口大骂

【反义】彬彬有礼

出乎意料
【注音】chūhūyìliào

【释义】意料 : 事先对情况、结果预先估

计。超出人们的料想猜测之外。

【例句】这次物理竞赛, 小丽竟 ～地取

上了名次。

出类拔萃
【注音】chūlèi bácuì

【释义】出 : 超越。拔 : 超出。萃 : 草丛

生的样子, 比喻聚集在一起的人或

物。超出同类 , 高出一般。形容卓越

出众。

【出处】《孟子·公孙丑上》: “出于其

类 , 拔乎其萃。”

【例句】贵校培养的人 , 大都 ～, 在社会

上很有地位。

【近义】鹤立鸡群  超群绝伦

【反义】碌碌无为  不过尔尔

【辨析】～和“超群绝伦”都有“超出同

类”的意思。区别在于: ① ～常用于

人的劳动成果 , 如“诗作”、“画”、“戏

剧”等 ; “超群绝伦”罕见。② ～还用

于“非人”; “超群绝伦”显然不能。

出没无常
【注音】chūmòwúchánɡ

【释义】没 : 隐没。出现和隐没都没有

常规。

【出处】明·宋濂等《元史·武宗纪》:

“中书省臣言 : ‘濒河之地 , 出没无常 ,

遇有退滩 , 则为之主。’”

【例句】游击队的战术总是 ～得让敌人

时时惊恐。

【近义】行踪无定

【反义】规行矩步

出谋划策
【注音】chūmóu huàcè

【释义】谋 : 计谋。策 : 计策。出主意,

想办法。

【出处】陈荫荣《兴唐传·闹花灯》四

回 : “明着是此处的观主, 出家的道

士 , 暗地里帮着给单家弟兄出谋划

策 , 调度五路的绿林人众, 就如同是

个军师一样。”

【例句】他常给邻居 ～, 就像是这个大

院的军师。

出其不意
【注音】chūqíbùy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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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原指在别人意想不到的时候行

动。后泛指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出处】《孙子·计篇》: “攻击无备, 出

其不意。”

【例句】他 ～地走到小王面前, 使小王

大吃一惊。

【近义】出人意表

【反义】不出所料  正中下怀

出奇制胜
【注音】chūqízhìshènɡ

【释义】奇 : 奇兵, 奇计。制胜: 夺取胜

利。用别人意想不到的方法取胜。

【出处】《孙子·势篇》: “凡战者, 以正

合 , 以奇胜。故善出奇者, 无穷如天

地 , 不竭如江河。”

【例句】写文章必须精益求精 , ～。

【近义】声东击西  克敌制胜

【反义】束手就擒  束手待毙

出人头地
【注音】chūrén tóu dì

【释义】高人一等 , 超出一般人。

【出处】明·陆采《怀香记·飞报捷

音》: “书生俊杰真天纵, 出人头地建

奇功。”

【典故】北宋仁宗嘉佑二年 ( 1057 年) ,

二十岁的苏轼及弟弟苏辙跟着父亲

苏洵 , 从千里迢迢的四川老家赶到京

城汴梁 , 参加进士考试。

这次主考官是翰林院学士欧阳

修。当他阅卷看到苏轼的《刑赏忠厚

之至论》的时候 , 心里十分激动 , 如同

他乡遇故知。欧阳修把苏轼的文章

给大家传看 , 仍是赞赏不已。不过,

这里有一个误会 , 欧阳修以为这篇文

章必是朋友曾恐的文笔。为了避免

招人批评, 他把原来列为首卷的文

章 , 改为二卷 , 结果苏东坡那次考试

名列第二。这仍使苏东坡一举知名

天下。

苏轼顺利地考取了进士。按当时

惯例 , 欧阳修理所当然地成为苏轼的

老师。苏轼拜见欧阳修时 , 又呈上致

谢信。

欧阳修此时已知闹了一场误会。

这次看致谢信后 , 愈加赞赏苏轼的才

华。在他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 , 吐露

欣赏锦绣文章的喜悦。信中说: “读

了苏轼的信 , 不觉喜极流汗, 痛快极

了 , 老夫当退让此人 , 让他出人 头

地! ”

苏轼果真不负厚望 , 他从进士及第

后 , 久任地方官 , 为黎民百姓兴利造

福的同时 , 写下大量流传千古的诗、

词和散文 , 成为著名的文学家。

【例句】我认为这小伙子很有才华, 终

将会 ～的。

【近义】超群出众  出类拔萃

【反义】庸庸碌碌

出人意表
【注音】chūrén yìbiǎo

【释义】表 : 跟“里”相对 , 外。出于人们

意料之外。

【出处】《南史·袁宪传》: “宪常招引诸

生与之谈论 , 新义出人意表。”

【例句】他能取得多次优胜 , 真是 ～。

【近义】出其不意

【反义】不出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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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神入化
【注音】chūshénɡrùhuà

【释义】神 : 神妙。化 : 化境, 极高超的

境界。形容文学艺术或技艺达到了

绝妙的境界。

【出处】《隋唐演义》四十九回 : “其父授

的一条罗家枪 , 使得出神入化。”

【例句】在他的笔下, 人物形象被刻画

得 ～。

【近义】超凡入圣  鬼斧神工  曲尽其

妙

出生入死
【注音】chūshēnɡrùsǐ

【释义】原指从出生到死去这一过程。

后指自由进出于生死境地 , 即冒着生

命危险 , 把生死置之度外。

【出处】《老子》五十章: “出生入死, 生

之徒十有三 , 死之徒十有三。”

【例句】他和爷爷是一起 ～的老战友。

【近义】赴汤蹈火  肝脑涂地  十生九

死

【反义】贪生怕死

出师不利
【注音】chūshībùlì

【释义】出战不顺利。泛指参加比赛或

着手办事等不顺利。

【例句】这场网球赛才开始, 我方就屡

屡失手 , 真是 ～。

【反义】旗开得胜

出水芙蓉
【注音】chūshuǐfúrónɡ

【释义】芙蓉: 荷花。刚露出水面开放

的荷花。比喻女子容貌清秀美丽, 也

比喻诗文格调清新。

【出处】宋·王洋《东牟集·卷二·明

妃曲》: “大明宫内宴呼韩, 出水芙蓉

鉴里看。”

【例句】她长得如此清秀 , 如 ～一般。

出头露面
【注音】chūtóu lùmiàn

【释义】在公共场合出现。指出风头,

表现自己。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二十

七 : “姊妹此时也难顾羞耻 , 只得出头

露面。”

【例句】小刘为人实在, 有了成绩不张

扬 , ～的事他从来不做。

【近义】抛头露面

【反义】销声匿迹  湮没无闻  隐姓埋

名

出头之日
【注音】chūtóu zhīrì

【释义】指从冤屈、困境中摆脱出来的

时候。

【例句】将来谁要是有了 ～, 可千万别

忘了帮助过你们的乡亲啊!

【近义】否极泰来  时来运转

【反义】时乖运蹇

出污泥而不染
【注音】chūwūníér bùrǎn

【释义】染 : 玷污, 污染。从污泥中生长

出来而没染上污泥。比喻生于污浊

的环境却不受污染 , 依然保持纯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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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

【例句】她长期生活在灯红酒绿的环境

里 , 却仍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 真

是 ～。

【近义】洁身自好

【反义】近朱者赤 , 近墨者黑

出言不逊
【注音】chūyán bùxùn

【释义】逊 : 谦恭。说话没有礼貌 , 傲慢

无礼。

【出处】明·冯梦龙《喻世明言》卷三十

一 : “八岁纵笔成文, 本郡举他神童,

起送至京。因出言不逊 , 冲突了试

官 , 打落下去。”

【例句】他 ～, 被父亲狠狠教育了一顿。

【近义】出言无状  破口大骂

【反义】彬彬有礼

初出茅庐
【注音】chūchūmáo lú

【释义】茅庐 : 茅屋。指刚进入社会 , 阅

历不深 , 缺乏经验。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五十

六回 : “傅二棒锤虽然是世家子弟 , 毕

竟是初出茅庐 , 阅历尚浅, 一切都亏

王观察指教。”

【典故】三国时, 诸亮隐居南阳卧龙岗

的茅庐中, 因感刘备三顾茅庐的诚

意 , 出任军师 , 首战用计火烧博望坡,

大败曹兵 , 立下了战功。初出茅庐第

一仗就取得了胜利。

【例句】这小伙子 ～, 经验虽然不足 , 但

工作热情很高。

【近义】不经世故  少不更事  羽毛未

丰 涉世不深

【反义】老成持重  老成练达  老马识

途

初露锋芒
【注音】chūlùfēnɡmánɡ

【释义】锋芒 : 刀剑的刃口和尖端 , 多比

喻露出来的某种才能和力量。

【例句】李艳在这次书法比赛中 ～, 获

得了一等奖。

【辨析】“露”不可读作“lòu”。

初生牛犊
【注音】chūshēnɡniúdú

【释义】犊 : 小牛。刚出生的小牛。它

不知道害怕老虎 , 比喻年轻人敢作敢

为 , 无所畏惧。

【出处】《为中华腾飞立志成才》: “中学

生如初生牛犊, 可贵一面是无所畏

难 , 虎虎然有斗志。”

【例句】～不怕虎。

【近义】一身是胆

【反义】胆小如鼠  前怕狼 , 后怕虎

初生之犊不畏虎
【注音】chūshēng zhīdúbùwèi hǔ

【释义】犊 : 小牛 , 刚生下来的小牛不怕

老虎。比喻年轻人大胆敢为, 无所畏

惧。

【出处】现代·姚雪垠《李自成》一卷十

四章 : “刚吃过早饭, 人马全都汇齐,

有些人震于闯王和李过的威名 , 不免

惊惶 , 但有些人好像初生之犊不畏

虎 , 摩拳擦掌地等待厮杀。”

【例句】他小小年纪 , 就敢出外闯荡 ,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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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近义】无所畏惧  天不怕 , 地不怕  

一身是胆

【反义】胆小如鼠

除暴安良
【注音】chúbào ān liánɡ

【释义】铲除强暴的坏人, 安抚善良的

百姓。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第六十

回 : “俺闻剑客行为莫不至公无私 , 倘

心存偏袒 , 未有不遭恶报; 至除暴安

良 , 尤为切要。”

【例句】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 每到一

处就 ～稳定人心, 因此, 深受人民爱

戴。

【近义】除强扶弱  安良除暴

【反义】仗势欺人  以强凌弱

除残去秽
【注音】chúcán qùhuì

【释义】残 : 残暴。秽 : 污秽。比喻铲除

残暴的邪恶势力。

【出处】三国·魏·曹操《让县自明本

志令》: “故在济南 , 始除残去秽 , 平心

选举 , 违忤诸常侍。”

【近义】为民除害  除暴安良

【反义】助纣为虐  为虎作伥

除恶务尽
【注音】chúèmùjìn

【释义】除 : 去除; 恶 : 邪恶 , 指坏人坏

事 ; 务 : 必须, 一定。清除坏人坏事必

须干净、彻底。

【出处】《尚书·泰誓下》: “树德务滋,

除恶务本。”

【例句】对坏人坏事 , 必须 ～, 不能心慈

手软。

【反义】养虎遗患  养痈遗患

除旧布新
【注音】chújiùbùxīn

【释义】布 : 安置 , 展开。废除旧的, 建

立新的。也作“除旧更新”。

【出处】《左传·昭公十七年》: “慧所以

除旧布新也。”

【例句】～的先锋战士, 为我们开拓社

会改革的广阔道路。

锄强扶弱
【注音】chúqiánɡfúruò

【释义】锄 : 铲除。扶: 帮助。铲除强

暴 , 扶助弱小。

【出处】明·凌�初《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四十二回 : “路见不平, 拔刀相

助 , 本是锄强扶弱 , 互相维持之意。”

【例句】武侠小说中的梅花大盗是个 ～

的侠客。

【近义】除暴安良  抑强扶弱  劫富济

贫

【反义】仗势欺人  以强凌弱

处心积虑
【注音】chǔxīn jīlǜ

【释义】处心 : 存心。蓄意已久 , 千方百

计地策划谋算。

【出处】《覧梁传·隐公元年》: “何甚乎

郑伯? 甚郑伯之处心积虑 , 成于杀也

( 指郑庄公想方设法要杀掉其弟共叔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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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匪徒在五分钟内劫了银行 20

万元 , 如此迅速 , 显然是 ～多时。

【近义】呕心沥血  煞费苦心

【反义】开诚布公  灵机一动  推心置

腹

处之泰然
【注音】chǔzhītài rán

【释义】处 : 对待。泰然 : 安然。在任何

情况下都能沉着镇定地对待事物。

【出处】宋·朱熹《牧斋记》: “古之君子

一箪食瓢饮而处之泰然 , 未尝有戚戚

乎其心而汲汲乎其言者。”

【例句】历史上的忠臣义士, 临危时无

不 ～; 奸臣大恶, 则无不惶惶不可终

日。

【近义】处之晏然  举止自若

【反义】急不可耐  惊弓之鸟  惊魂未

定 举止失措

楚材晋用
【注音】chǔcái jìn yòng

【释义】楚、晋 : 春秋时代诸侯国名。楚

国的人才被晋国使用。形容人才流

失 , 被别国使用。

【出处】《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

楚国的使节声子出使晋国归国 , 主持

政务的令尹子木请他比较楚晋两国

的吏治情况, 声子说: “⋯⋯虽楚有

材 , 晋实用之。”

【例句】我们应该为留学生创造良好的

环境 , 吸引他们回来 , 否则 ～, 那就太

可惜了!

楚楚动人
【注音】chǔchǔdòng rén

【释义】楚楚 : 鲜明 , 整洁。原指幼松整

齐纤弱可爱。现形容女子娇弱惹人

喜爱 , 能打动人心。

【出处】南朝( 宋 ) 刘义庆《世说新语·

言语》: “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 但永

无栋梁用耳。”

【例句】树上的花儿婀娜妩媚, ～。也

作“楚楚可怜”。

楚楚可怜
【注音】chǔchǔkěliǎn

【释义】楚楚: 整齐纤弱的样子; 可怜:

可爱。原本形容幼松整齐、柔弱, 鲜

嫩 , 显得可爱。后形容女子姿态娇柔

妩媚 , 也形容神情凄楚或处境不佳。

【例句】想不到大名鼎鼎的企业家, 竟

是一位 ～的女子。

楚虽三户, 亡秦必楚
【注音】chǔsuīsān hù, wáng qíng bì

chǔ

【释义】楚国即使被秦国所亡, 只剩下

几户人家, 但灭秦国的必然是楚国

人。后泛指弱小的被压迫者发誓打

败并灭亡强大的压迫者 , 表达其报仇

雪恨的决心和气概。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

纪》: “自怀王入秦不反, 楚人怜之至

今 , 故楚南公曰 : ‘楚虽三户, 灭秦必

楚。’”

【例句】以残暴统治对待被压迫者, 其

结果必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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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楚有致
【注音】chǔchǔyòu zhì

【释义】楚楚: 鲜明 , 整洁。致: 情趣。

形容鲜明洁净 , 很有情趣。

【出处】《西湖漫画》: “论秀媚 , 西湖比

不上长湖 , 天真自然 , 楚楚有致。”

【例句】新买来的盆景 ～, 令人赏心悦

目。

【近义】楚楚动人

触景生情
【注音】chùjǐnɡshēnɡqínɡ

【释义】触 : 接触。看到眼前的景象而

产生某种感情。

【出处】《壮士横戈》: “他本来准备好了

一篇洋洋洒洒安慰这三个姐姐的话,

但 , 触景生情, 却未语先哽咽了。”也

作“即景生情”。

【例句】别把他生前的东西留在这里,

以免他弟弟 ～, 伤心不已。

【反义】无动于衷

触类旁通
【注音】chùlèi pánɡtōnɡ

【释义】旁通: 互相贯通。接触到某一

种事物或掌握了某一知识之后 , 就可

推知其他的事物或知识。

【出处】《乾》: “六爻发挥 , 旁通情也。”

【例句】要正确使用“～”这个成语。

【近义】举一反三  一隅三反

【反义】一窍不通

触目皆是
【注音】chùmùjiēshì

【释义】触目: 接触到视线, 目光所及。

满眼看去都是。形容很多。

【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容止》: “今日之行, 触目见琳琅珠

玉。”

【例句】这儿比以前大不相同了, 到处

是一派繁华景象 , 出租车 ～。

【近义】比比皆是  目不暇接

【反义】寥寥无几  寥寥可数

【辨析】～和“比比皆是”都可形容极

多。区别在于 : ～侧重看到的 ; 而“比

比皆是”侧重同样的。

触目惊心
【注音】chùmùjīnɡxīn

【释义】眼睛一看到 , 内心就感到震惊。

【出处】唐·姚思廉《梁书·太祖张皇

后传》: “兴言永往 , 触目恸心。”

【例句】我们到地震后的智利视察灾

情 , 所见景象无不令人 ～。

【近义】骇人听闻

【反义】司空见惯  习以为常  屡见不

鲜

触目伤怀
【注音】chùmùs hānɡhuái

【释义】怀 : 心怀, 心情。看到的景况使

心里感到哀伤。

【出处】《背影》: “哪知老景却如此颓

唐! 他触目伤怀 , 自然情不能自已。”

【例句】老母亲拿着死去儿子的照片,

～, 悲痛不已。

【近义】触景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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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手可及
【注音】chùshǒu kějí

【释义】及 : 达到。伸手就可以够得着。

形容距离很近。

【出处】《挥手之间》: “望着战士们持枪

跃进的身影, 这首词 的思想和情绪就

是触手可及的形象。”

【例句】树上的果子 ～。

【近义】触手可得

【反义】来之不易

chuɑn

川流不息
【注音】chuān liúbùxī

【释义】川 : 河流。息 : 停止。河水奔流

不止。形容车船行人往来不断。

【出处】南朝·梁·周兴嗣《千字文》:

“礼别尊卑, 乐殊贵贱, 酒则川流不

息 , 肉则似兰斯馨。”

【例句】来参观工艺品展览的人 ～。

【近义】车水马龙  络绎不绝

【反义】形单影只

【辨析】“川”不可写作“穿”或“串”。

穿红着绿
【注音】chuān hónɡzhuólǜ

【释义】着 : 穿。形容穿着鲜艳华丽。

【出处】《林黛玉进贾府》: “台矶之上,

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

【例句】那里坐着几个 ～的少女。

【近义】浓妆艳抹

穿鞋戴帽
【注音】chuān xiédài mào

【释义】比喻在文章的开头结尾加上套

话或废话。

【出处】《〈中国大百科全书〉已出版 31

卷》: “每卷都严格按照编纂体例, 不

定空话、套话 , 不穿鞋戴帽。”

【例句】此篇文章短小精悍, 绝无 ～之

类的东西。

【近义】穿靴戴帽

穿云裂石
【注音】chuān yún lièshí

【释义】穿 : 穿透。穿过云霄, 震裂石

头。形容声音高亢�亮。

【出处】宋·苏轼《水龙呤·序》: “善吹

铁笛 , �然有穿云裂石之声。”

【例句】叫喊声如 ～般地响彻云空。

【近义】声震林木  响遏行云  响彻云

霄

穿针引线
【注音】chuān zhēn yǐn xiàn

【释义】比喻在两者之间牵线联系。

【出处】明·周楫《西湖二集·吹凤箫

女诱东墙》: “万乞吴二娘怎生做个方

便 , 到黄府亲见小姐询其下落, 做个

穿针引线之人。”

【例句】中介人只是起一个 ～的作用,

是否成交则在你们双方。

【反义】从中作梗

穿凿附会
【注音】chuān záo fùhu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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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穿凿: 打穿, 凿通 , 本指对讲不

通的道理强作解释。附会: 把没有关

联的事物扯在一起 , 硬说有关联。形

容生拉硬扯 , 强作解释。

【出处】宋·洪迈《容斋续篇·卷二·

义理之说无穷》: “经典义理之说, 最

为无穷 , 以故解释传疏, 自汉至今 , 不

可概举 , 至有一字而数说者。⋯⋯用

是知好奇者欲穿凿附会固各有说

云。”

【例句】读书须老老实实, 不可望文生

义 , ～。

【近义】牵强附会

【反义】入情入理  顺理成章

传宗接代
【注音】chuán zōnɡjiēdài

【释义】宗 : 宗族。代 : 后代。旧指娶妻

生子 , 继承祖业 , 延续后代。

【出处】清·陶贞怀《天雨花》一回 : “并

无三男并四女, 只得一个传宗接代

人。”

【例句】改革开放的农村, ～的思想已

被人耻笑。

【反义】断子绝孙

【辨析】～和“接续香烟”意思相近。但

是 ～侧重于过程; 而“接续香烟”侧重

于结果。

传诵一时
【注音】chuán sòng yīshí

【释义】诵 : 称颂。指某件事物或新闻,

在某一时间内被人称颂、传扬。

【例句】他的事迹在家乡 ～。

【近义】风靡一时

【反义】流芳百世

传为美谈
【注音】chuán wéi měi tán

【释义】美谈: 人们乐于谈论的好事。

指成为人们赞美、称颂的好事而传扬

开去。

【例句】他的动人事迹在全国 ～。

【近义】传为佳话

串通一气
【注音】chuàn tōnɡyīqì

【释义】串通 : 互相勾结。暗中勾结 , 互

相配合 , 采取一致的言语行动。

【例句】严嵩和他的儿子严世蕃 ～, 贪

赃枉法 , 干尽坏事。

chuɑnɡ

疮痍满目
【注音】chuānɡyímǎn mù

【释义】疮痍 : 创伤 , 比喻战争或自然灾

害之后的景象。比喻到处是遭受破

坏或灾害的景象。

【出处】唐·杜甫《北征》诗: “乾坤含疮

痍 , 忧虞可时毕?”

【例句】战后的伊拉克到处 ～。

窗明几净
【注音】chuānɡmínɡjījìnɡ

【释义】几 : 小桌。形容房间收拾得整

洁、明亮。也作“明窗净几”。

【出处】宋·洪迈《夷坚专》: “高堂素

壁 , 无舒卷之劳; 明窗净几 , 有坐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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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例句】午后大扫除时, 我们把教室收

拾得 ～。

创巨痛深
【注音】chuānɡjùtònɡshēn

【释义】创 : 创伤。创伤很大, 痛苦极

深。比喻遭受重大的损失或伤害。

【出处】《荀子·礼记》: “创巨者其日

久 , 痛甚者其愈迟。”

【例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 ～是无法计

算的。

【近义】深仇大恨  奇耻大辱  伤筋动

骨

chui

吹灰之力
【注音】chuīhuīzhīlì

【释义】吹拂灰尘的力气。比喻只用极

小的力量就能办成事。指很容易办

到。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四十四

回 : “若是我两个引进你, 乃吹灰之

力。”

【例句】我们不用 ～便把公司的营业执

照办好。

【近义】易如拾芥

【反义】九牛二虎

吹毛求疵
【注音】chuīmáo qiúcì

【释义】求 : 寻找。疵: 疵点, 小毛病。

吹开皮上的细毛 , 去寻找疵点。比喻

故意挑剔缺点 , 寻找差错。

【出处】《韩非子·大体》: “不吹毛而求

小疵 , 不洗垢而察难知。”

【例句】批评别人 , 应从大处着眼 , 不该

～。

【近义】品头论足

【反义】隐恶扬善

吹牛拍马
【注音】chuīniúpāi mǎ

【释义】吹牛 : 吹牛皮 , 黄河上游的人民

自古使用牛皮筏 , 筏上的牛皮袋要吹

气才能使用 , 后以此比喻说大话。拍

马 : 拍马屁 , 我国北方牧业区, 人们看

到好马时拍着马屁股接连称赞。有

人为了讨好马的主人, 马即使不好,

也要奉承。指爱说大话、喜欢自吹而

又喜欢谄媚别人。

【例句】如果跟这种 ～的人交朋友, 必

定有害无益。

【近义】阿谀奉迎

【反义】刚直不阿

【辨析】～和“阿谀逢迎”相比: ～侧重

于方法、方式 ; 而“阿谀逢迎”无此意。

垂拱而治
【注音】chuíɡǒnɡér zhì

【释义】垂 : 垂衣。拱 : 拱手。治: 治理。

不亲自去管理朝政 , 垂衣拱手就使国

家得到治理。多用来赞美古代帝王

无为而治。

【出处】《尚书·武成》: “�1信明义, 崇

德报功 , 垂拱而天下治。”

【例句】儒家主张推行“仁”政 , ～。

【近义】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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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帘听政
【注音】chuílián tīnɡzhènɡ

【释义】垂帘: 封建时代太后或皇后临

朝听政 , 殿上用帘子隔遮。指女后辅

佐幼主临朝处理政事。

【出处】《明史·后妃传·仁宗诚孝皇

后张氏》: “宣宗崩 , 英宗方九岁 , ⋯⋯

大臣请太后垂帘听政。”

【例句】这件事从头到尾都由她 ～, 幕

后指使者是她。

【辨析】“听”这里不可理解成“听从”、

“耳闻”。

垂手可得
【注音】chuíshǒu kědé

【释义】垂 : 放下。放下双手就可以得

到。形容事情容易 , 不需费力。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 “只除教

呼延灼将军赚开城门 , 垂手可得。”

【例句】你想吃面包 , 那还不是 ～的事。

垂死挣扎
【注音】chuísǐzhēnɡzhá

【释义】垂 : 接近。临近死亡时的挣扎。

【出处】穆欣《南线巡回·滇南追歼

战》: “蒋介石置云南的第八军 ( 李

弥) 、第二十六军( 余程万) 两军不顾,

不知悔悟 , 继续与人民为敌⋯⋯进行

垂死挣扎。”

【例句】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

的时候 , 总是要进行 ～的。

【近义】困兽犹斗

【反义】坐以待毙  束手待毙  束手就

擒

垂头丧气
【注音】chuítóu sànɡqì

【释义】垂头 : 耷( dā) 拉着脑袋。丧气 :

因失意而情绪低落。形容失望懊丧

的样子。

【出处】唐·韩愈《送穷文》: “主人于是

垂头丧气 , 上手称谢。”

【例句】在遭受挫折后 , 与其 ～, 不如振

作精神 , 重新再干。

【近义】灰心丧气  无精打采  暮气沉

沉 愁眉苦脸

【反义】意气风发  眉飞色舞  兴高采

烈

垂涎三尺
【注音】chuíx ián sān chǐ

【释义】涎 : 口水。流下很长的口水。

形容非常馋或眼红。

【出处】老舍《赵子曰》三 : “对面坐着一

个垂涎三尺的小黑白花狗 , 挤鼻弄眼

的希望吃些白薯须子和皮———或总

称曰‘薯余’。”

【例句】他见了从马来西亚带来的榴

莲 , 马上便 ～。

【近义】欲壑难填  馋涎欲滴  贪得无

厌

【反义】义不生财

垂涎欲滴
【注音】chuíx ián yùdī

【释义】垂 : 东西的头向下; 涎 : 口水要

滴下来了。多形容嘴馋想吃, 也比喻

看见了别人的东西眼红 , 企图占为己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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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唐·柳宗元《招海贾文》: “更笑

迭怒 , 垂涎闪舌兮。”

【例句】伊拉克的资本家对科威特的石

油资源 , 早已 ～。

捶胸顿足
【注音】chuíxiōnɡdùn zú

【释义】用拳头捶打胸口, 用脚在地上

跺。形容极度悲痛或悔恨的样子。

【出处】明·李开先《闲居集·十·昆

仑张诗人传》: “有告之者殊不之信

也 ; 已而知其实然 , 捶胸顿足 , 若不欲

生。”

【例句】失子之痛, 不得不让她 ～的大

哭一番。

【反义】手舞足蹈

chun

春风得意
【注音】chūn fēnɡdéyì

【释义】得意: 称心如意。和暖的春风

很适合人的心意。原指读书人考中

进士后的得意心情。后形容事情办

成功时洋洋自得。

【出处】秦牧《手莫伸》: “总之, 在这些

‘伸手派’心目中 , 新社会也不过是一

个猪场 , 可以任由他们在其中践踏一

切 , 呼朋引类 , 春风得意 , 纵马狩猎。”

【例句】看你这 ～的样子, 准是遇上了

什么好事了 , 对吧?

【近义】春风满面  踌躇满志

【反义】穷愁潦倒  穷途末路  怀才不

遇

春风风人
【注音】chūn fēng fèng rén

【释义】风人: 吹人。和暖的春风吹拂

着人们。比喻适时地给人以教育和

帮助。

【出处】汉·刘向《说苑·贵德》: “管仲

上车曰 : ‘�兹乎 , 我穷必矣! 吾不能

以春风风人 , 吾不能以夏雨雨人, 吾

穷必矣。’”

【例句】他 ～般的教导 , 使我们受益匪

浅。

【近义】夏雨雨人

春风和气
【注音】chūn fēng héqì

【释义】像春风那样轻柔, 令人感到舒

服。形容心平气和 , 态度和善。

【出处】金·王若虚《〈论语辨惑〉总

论》: “学者一以春风和气期之, 凡忿

疾讥斥之辞 , 必周遮护讳而为之说。”

【例句】做思想工作 , 切不能盛气凌人 ,

而应该循循善诱 , ～。

【反义】冷而寒铁

春风化雨
【注音】chūn fēnɡhuàyǔ

【释义】适宜于万物复苏、生长的和风

细雨。比喻良好的教育。

【出处】《孟子·尽心上》: “有如春风化

雨之者。”

【例句】党的教育政策有如 ～, 深得民

心。

【近义】春晖寸草  诲人不倦

【反义】冷若冰霜  误人子弟  面命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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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春风满面
【注音】chūn fēnɡmǎn miàn

【释义】春风: 比喻笑容。形容情绪愉

快 , 满脸高兴的样子。

【出处】元·王实甫《丽春堂》第一折:

“气昂昂 , 志卷长虹; 饮千钟, 满面春

风。”

【例句】倩倩 ～地大声说: “妈妈, 我考

上大学了。”

【反义】愁眉不展  愁眉苦脸

春花秋月
【注音】chūn huāqiūyuè

【释义】春天是花开正盛之时, 秋天是

月最好最净之时, 是花月皆好的意

思。

【出处】唐·鱼玄机《题隐雾亭》诗 : “春

花秋月入诗篇 , 白日清宵是散仙。”

【例句】回忆我们过去的生活, 当时只

觉得 ～、良辰美景全是为我们而存在

的。

春宵苦短
【注音】chūn xiāo kǔduǎn

【释义】多用在欢乐的时刻, 觉得时间

很快便过去。

【例句】新郎明天就要离乡上船工作,

难怪这对新婚夫妇有 ～之感。

【反义】愁日烦多

春梦无痕
【注音】chūn mènɡwúhén

【释义】形容事情有如一场春梦, 了无

痕迹。

【出处】宋·苏轼《正月二十日与潘郭

二生出郊寻春》诗: “人似秋鸿来有

信 , 事如春梦了无痕。”

【例句】我和王小姐过去的一段生活,

如今已是 ～了。

春光明媚
【注音】chūn ɡuānɡmínɡmèi

【释义】明媚: 鲜明可爱。春天的风光

绚丽多彩 , 鲜艳悦目。

【出处】元·杨文奎《儿女团圆》第一

折 : “莫不是春光明媚! 即风沙不见

可怎生有梨花乱落 , 在这满空飞?”

【例句】三月的桂林 , 正是 ～、风景宜人

的季节。

春寒料峭
【注音】chūn hán liào qiào

【释义】料峭: 形容春天微寒。春天的

冷空气 , 形容春天微寒。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第十九

卷 : “春寒料峭 , 冻杀年少。”

【例句】在这 ～的日子里, 农民已经开

始春耕了。

春晖寸草
【注音】chūn huīcùn cǎo

【释义】春晖 : 春天的阳光 , 比喻父母对

儿女的慈爱和抚育 ; 寸草: 比喻儿女。

比喻父母对儿女的抚养、教育之恩和

儿女对父母的感戴之情。

【出处】唐·孟郊《游子吟》诗 : “谁言寸

草心 , 报得三春晖。”

【例句】～, 父母的养育之恩永远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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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尽。

【反义】无情无义

春回大地
【注音】chūn huídàdì

【释义】严寒已去, 春天又回到人间。

比喻新气象到来。

【例句】～, 到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

象。

【近义】春满人间

春华秋实
【注音】chūn huáqiūshí

【释义】华 : 古同“花”。实 : 果实。春天

开花 , 秋天结果。

【出处】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卷

三·勉学》: “夫学者 , 犹种树也 , 春玩

其华 , 秋登其实。讲论文章 , 春华也;

修身利行 , 秋实也。”

【例句】一年一度 , ～, 不知不觉已度过

了四年的大学生活, 面临毕业分配

了。

【近义】开花结果

【反义】华而不实

春色撩人
【注音】chūn sèliáo rén

【释义】春天的景色引起人的兴致。

【出处】宋·陆游《山园杂咏》之三 : “桃

花烂漫杏花稀 , 春色撩人不忍违。”

【例句】～, 赶快到大自然中去感受美

好风光吧!

春色满园
【注音】chūn sèmǎn yuán

【释义】整个园子里一片春天的景色。

比喻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色。

【出处】宋·叶绍翁《游小园不值》: “应

嫌屐齿印苍苔, 十扣柴扉九不开。春

色满园关不住 , 一枝红杏出墙来。”

【例句】阳春三月, 信步公园, 只见 ～,

令人心旷神怡。

春兰秋菊
【注音】chūn lán qiūjú

【释义】春天的兰花, 秋天的菊花。指

各具其美 , 各有所长。

【出处】唐·石贯《和主司王起》: “绛账

表衿同日贵 , 春兰秋菊异时荣。”

【例句】王丽书法特别出色, 李明的棋

艺堪称一绝 , 两人 ～, 各有所长。

【近义】各有千秋  半斤八两

春满人间
【注音】chūn mǎn rén jiān

【释义】春意盎然 , 充满人间。

【出处】宋·曾巩《班春亭》诗 : “山亭尝

自绝浮埃 , 山路辉光五马来。春满人

间不知主 , 谁言炉冶此中开?”

【例句】莺歌燕舞 , 百花盛开 , ～。

【近义】春回大地

春暖花开
【注音】chūn nuǎn huākāi

【释义】春天气候温暖, 百花盛开。形

容美丽的景色。

【出处】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南

内》: “春暖花开, 命中贵陪内阁儒臣

宴赏。”

【例句】在这 ～的季节, 我们一定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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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习。

【近义】大地回春

【反义】天寒地冻

春秋鼎盛
【注音】chūn qiūdǐnɡs hènɡ

【释义】年富力强 , 精力旺盛。

【出处】汉·贾谊《新书》: “天子春秋鼎

盛 , 行仪未过, 德泽有加焉, 犹倘若

此 , 况莫大诸侯 , 权势十此者乎?”

【例句】这位男士正当 ～之时, 服饰辉

煌 , 相貌堂堂。

【近义】年富力强

【反义】风中残烛

春去秋来
【注音】chūn qùqiūlái

【释义】春天过去、秋天到来。形容季

节转换 , 时光流逝。

【出处】明·刘基《大堤曲》: “春去秋来

年复年 , 生歌死哭长相守。”

【例句】～, 我俩分别已近一年。

【近义】日来月往

春意盎然
【注音】chūn yìànɡrán

【释义】意 : 意味; 盎然: 洋溢, 深厚。春

天的意味很浓。

【例句】在这 ～的季节里, 我们几个同

学一起去颐和园游玩。

春雨如油
【注音】chūn yǔrúyóu

【释义】形容春雨可贵。

【出处】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 “春

雨一滴贵如油。”

【例句】人们都说 ～, 可今年春天的雨

水也太多了。

春秋笔法
【注音】chūn qiūbǐfǎ

【释义】 �春秋》: 编年体史书。相传孔

子根据鲁国史籍整理此书时, 常寓褒

贬于一字一语之中。后用以称文笔

隐晦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

【出处】《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在位

听讼 , 文辞有可与人共者 , 弗独有也。

至于为《春秋》, 笔则笔 , 削则削, 子

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例句】报纸上的这篇短文 , 颇有 ～。

春深似海
【注音】chūn shēn sìhǎn

【释义】春色像大海一样深广。形容辽

阔大地春光明媚。

【出处】《茶花赋》: “不见茶花, 你是不

容易懂得‘春深似海’的妙处的。”

【例句】窗外 ～, 景色怡人。

【近义】春光如海

唇齿相依
【注音】chún chǐxiānɡyī

【释义】嘴唇与牙齿相互依存。比喻有

十分密切的利害关系。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魏书·鲍

勋传》: “王师屡征而未有所克者, 盖

以吴、蜀唇齿相依 , 凭阻山水, 有难拔

之势故也。”

【例句】他俩关系密切如 ～。

【近义】唇亡齿寒  骨肉相连  血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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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利害相关  辐车相依

【反义】风马牛不相及

唇焦口燥
【注音】chún jiāo kǒu zào

【释义】嘴唇和口腔都枯焦干燥了。形

容话讲得很多。

【出处】唐·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

歌》: “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

不得。”

【例句】他说得 ～, 可是没多少人能听

懂。

【近义】口敝唇焦

唇枪舌剑
【注音】chún qiānɡshéjiàn

【释义】唇像枪, 舌如剑。形容争辩激

烈 , 言词犀利。

【出处】金·丘机处《神光灿》: “不在唇

枪舌剑 , 人前斗 , 惺惺广学多知。”

【例句】两位议员为了环境卫生的改善

问题 , 展开了一番 ～的辩论。

【近义】伶牙俐齿  针锋相对

【反义】心平气和  握手言欢

唇亡齿寒
【注音】chún wánɡchǐhán

【释义】亡 : 无。嘴唇没有了 , 牙齿就会

感到寒冷。比喻双方相互依存 , 利害

相关。

【出处】《左传·哀公八年》: “夫鲁, 齐

晋之唇 , 唇亡齿寒 , 君所知也。”

【典故】春秋时代 , 虞虢两国紧紧相邻。

晋献公想吞掉虞国, 又怕虢国相帮;

若去攻打虢国, 又怕虞国相帮。后

来 , 终想出一计 , 派人送给虞公一乘

千里马和一对宝玉 , 请求借道攻打虢

国。虞公见财眼开, 就糊涂的答应

了。虞国的官员名叫宫之奇的极力

劝谏道 : “这样作万万不可。俗语说 :

‘唇亡齿寒’。如果听任晋国攻打虢

国 , 虢国完了, 虞国也保不住。”贪财

的虞公没有听宫之奇的话 , 晋国很快

灭了虢国 , 接着又灭亡了虞国, 应验

了唇亡齿寒这句话。

【例句】朝鲜是我国的邻邦 , 两国 ～, 因

此我们要全民动员 , 抗美援朝。

【近义】唇齿相依  息息相关  唇齿之

邦 十指连心  利害相关  骨肉相

连

【反义】风马牛不相及 井水不犯河水

鹑衣百结
【注音】chún yībǎi jié

【释义】鹑 : 鹌鹑 , 一种鸟 , 尾短秃 , 毛色

像周身补满补丁一样。鹑衣: 比喻破

旧的衣服。百结 : 缝补的地方很多。

形容衣服很破烂。

【出处】《荀子·大略》: “子夏贫, 衣若

县( 悬) 鹑。”

【例句】他见这个 ～的叫花子太可怜,

便给了他一碗饭吃。

【近义】衣不蔽体  衣衫褴褛

【反义】衣冠楚楚

蠢蠢欲动
【注音】chǔn chǔn yùdònɡ

【释义】蠢蠢: 爬虫蠕动的样子。像将

要爬行蠕动的虫子一样。形容敌人

准备进攻或坏人准备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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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汉·刘熙《释名·释天》: “春,

蠢也 , 物蠢动而生也。”

【例句】这些不逞之徒, 一有机会便想

浑水摸鱼 , ～。

【近义】跃跃欲试  摩拳擦掌

【反义】安分守己

chuo

绰绰有余
【注音】chuòchuòyóu yú

【释义】绰绰 : 宽裕。形容很宽裕 , 用不

完。

【出处】《诗经·小雅·角弓》: “此令兄

弟 , 绰绰有裕。”

【近义】家给人足  

【反义】家无儋石  捉襟见肘  入不敷

出 寅吃卯粮

绰有余力
【注音】chuòyǒu yúlì

【释义】具备足够的能力或力量。

【例句】原来每天要三十人轮流管理三

个机房 , 通过技术改革, 现在只需三

个人便 ～了。

【近义】绰绰有余

【反义】力不从心

绰约多姿
【注音】chuòyuēduōzī

【释义】绰约: 体态娇柔的样子。形容

女子姿态柔美。

【出处】《庄子·逍遥游》: “肌肤若冰

雪 , 绰约若处子。”

【例句】台上的剪彩小姐 ～, 惹人注目。

【近义】仪态万千

【反义】其貌不扬  老态龙钟

ci

词不达意
【注音】cíbùdáyì

【释义】词 : 言辞。言辞不能准确表达

自己的意思。

【出处】宋·释惠洪《石门文字禅·高

安城隍庙记》: “盖五百年而书功烈

者 , 词不达意 , 余尝叹息之。”

【例句】他在大庭广众中说话总是感到

紧张 , 常常 ～。

【反义】斐然成章  鞭辟入里

【辨析】“达”不可写作“答”。

辞严义正
【注音】cíyán yìzhènɡ

【释义】义 : 道理 ; 辞 : 言词。道 理正确 ,

措辞严肃有力。

【出处】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秋胡妻》: “( 刘 ) 子玄之论, 义正词

严 , 圣人复起 , 弗能易矣。”

【例句】法官 ～地驳回了他的上诉。

【反义】理屈词穷

此地无银三百两
【注音】cǐdìwúyín sān bǎi liǎnɡ

【释义】形容企图隐瞒、掩饰 , 结果弄巧

成拙 , 反而露了马脚。

【出处】古代传说有人把三百两银子埋

在地里 , 怕人知道, 就在上面竖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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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子 , 上面写着“此地无银三百两”。

邻居阿二偷出了银子, 怕人发觉, 则

写上“隔壁阿二不曾偷”。比喻用自

认为聪明的手法掩盖事实 , 反而暴露

得更加明显。

【例句】国外反动势力出动军警驱赶华

侨 , 同时又在报上宣传要保护华侨的

利益。这显然是在玩弄“～”的伎俩。

【近义】欲盖弥彰  不打自招

此起彼伏
【注音】cǐqǐbǐfú

【释义】这里起来, 那里下落。形容连

续不断。

【出处】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

行》: “政局的不安定, 真是此起彼伏

如转轮。”

【例句】远远望去 , 波涛 ～, 景象十分壮

观。

【近义】一波未平 , 一波又起

此起彼落
【注音】cǐqǐbǐluò

【释义】此 : 这, 这个; 彼 : 那, 那个; 落:

低下去。这里起来 , 那里下去。形容

连续不断。

【例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 大大地

动摇了封建统治。

conɡ

聪明才智
【注音】cōng míng cái zhì

【释义】聪 : 听觉灵敏; 明 : 视觉敏锐。

泛指人的智慧和才能。

【出处】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治

家》: “如有聪明才智 , 识达古今 , 正当

辅佐君子 , 助其不足。”

【例句】青年人要为祖国的建设贡献

～。

【近义】聪明睿智

【反义】愚昧无知

聪明伶俐
【注音】cōng míng líng lì

【释义】伶俐 : 聪明 , 灵活。形容聪慧机

灵。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二十四

回 : “你既是聪明伶俐 , 却不道‘长嫂

为母’?”

【例句】女儿是个 ～的小姑娘, 大家都

喜欢她。

【近义】聪颖机灵

【反义】愚笨迟钝

从容不迫
【注音】cónɡrónɡbùpò

【释义】从容: 镇定, 自然; 不迫: 不紧

张。形容沉着镇定 , 不慌不忙。

【出处】《庄子·秋水》: “瞋鱼出游从

容 , 是鱼之乐也。”

【例句】孩子们由于认真复习当天的功

课 , 所以能 ～地回答老师的提问。

【近义】泰然自若  不亢不卑  从容自

若 不慌不忙  行若无事

【反义】惊惶失措  六神无主  急不可

耐 手忙脚乱  迫不及待

·051· cǐ- cónɡ 此聪从



 C

从容就义
【注音】cónɡrónɡjiùyì

【释义】从容: 镇定, 沉着。就义: 为正

义事业牺牲。为正义事业无所畏惧

地献出生命。

【出处】宋·朱熹《近思录》卷十 : “感慨

杀身者易 , 从容就义者难。”

【例句】刘胡兰的 ～, 是战士们学习的

榜样。

【近义】舍生取义  杀身成仁

【反义】贪生怕死  苟且偷生

从容自如
【注音】cónɡrónɡzìrú

【释义】自如: 活动或操作没有阻碍。

形容不慌不忙 , 得心应手。

【出处】《记一辆纺车》: “抽线、上线 , 一

切做得从容自如。”又作“从容自若”。

【例句】他做什么事都是那么 ～。

【近义】泰然自若  从容不迫

【反义】惊惶失措

从轻发落
【注音】cónɡqīnɡfāluò

【释义】在处罚的法律条文中, 拣取较

轻的来判罪。

【例句】法官鉴于他们的犯罪是出于防

卫失当 , 无意杀人 , 也就 ～了。

从宽发落
【注音】cónɡkuān fāluò

【释义】发落: 发放, 放过。宽大处理,

轻予放过。

【出处】明·李贽《与周友山书》: “想仲

尼不为已甚 , 诸公遵守孔门家法, 决

知从宽发落 , 许其改过自新无疑。”

【例句】只要你老实交代 , 我们就会 ～。

【近义】宽大处理

【反义】执法如山

从天而降
【注音】cónɡtiān ér jiànɡ

【释义】天上掉下来的。

【出处】《汉书·周勃传》: “诸侯闻之 ,

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

【例句】喜事真是 ～, 他买的体育彩票

中奖了。

【近义】突如其来

【反义】意料之中

从长计议
【注音】cónɡchánɡjìyì

【释义】从长 : 用较长的时间。计议 : 考

虑 , 商量。用较长的时间来慎重考

虑、商量。指不急于作出决定。

【出处】《东周列国志》九十二回 : “怀王

曰 : ‘卿勿忧容寡人从长计议。’”

【例句】你们兄弟俩分家的事, 牵涉到

抚养老人孩子、财产分配诸多问题,

应当 ～, 不能草率行事。

【近义】深思熟虑  三思而行

【反义】当机立断

从谏如流
【注音】cónɡjiàn rújiú

【释义】从 : 听从 , 顺从。谏 : 规劝君主、

尊长或朋友 , 使之改正错误。听从规

劝 , 像流水那样迅速而自然。形容乐

意或善于听取正确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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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汉代班彪《王命论》: “从谏如顺

流 , 趣时如响赴。”

从善如流
【注音】cónɡshàn rúliú

【释义】从 : 听多; 善 : 好的, 正确的; 如

流 : 像流水一样。比喻乐意听取正确

的意见 , 接受善意的规劝。像流水那

样快而自然。

【出处】《左传·成公八年》: “从善如

流 , 宜哉! ”

【例句】毛主席历来 ～, 知错就改 , 有政

治家的伟大胸怀和风度。

【反义】刚愎自用

从头至尾
【注音】cónɡtóu zhìwěi

【释义】由开头到末尾 , 指事情发展的

全过程。

【出处】宋·朱熹《答林正卿》: “读书之

法 , 须是从头至尾 , 逐句玩味。”

【例句】她把事情的经过 ～地说了一

遍。

从井救人
【注音】cónɡjǐnɡjiùrén

【释义】从 : 跟随。跟着跳到井里去救

落井的人。比喻做好事方法不当 , 无

益于人又害自己。

【出处】《论语·雍也》“井有仁 ( 人 )

焉 , 其从之也。”

【例句】～, 同扬汤止沸一样愚蠢。

从一而终
【注音】cónɡyīér zhōnɡ

【释义】从 : 顺从 , 依从。终 : 结束 , 指过

完一辈子。旧指女子依从丈夫终身 ,

夫死不得改嫁的封建礼教。

【出处】《周易·恒》: “妇女贞洁 , 从一

而终也。”

【例句】做什么事要 ～, 不可半途而废。

【近义】至死至终

从中渔利
【注音】cóng zhōng yúlì

【释义】渔 : 谋取。从中谋取利益。指

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利益。

【例句】这帮投机分子故意抬高物价,

就是为了把市场搅乱, 好 ～, 趁火打

劫。

【近义】趁火打劫

【反义】一文不取

从中作梗
【注音】cóng zhōng zuògěng

【释义】作梗 : 干扰 , 捣乱。指在中间有

意进行阻碍或破坏。

【例句】这事眼看就成了 , 不料有人 ～,

结果吹了。

【近义】挑拨离间

【反义】从中斡旋

cu

粗茶淡饭
【注音】cūchádàn fàn

【释义】指粗糙简单的饮食。形容俭朴

清苦的生活。

【出处】宋·黄庭坚《四休居士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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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号四休居士。山谷为其说, 四休

笑曰 : ‘粗茶淡饭饱即休 , 补破遮寒暖

即休 , 三平二满过即休, 不贪不妒老

即休。’”

【例句】一家人 , 只要相处和睦 , ～的日

子也是一种幸福。

【近义】残汤剩饭  �菽饮水  粗衣恶

食

【反义】山珍海味  水陆毕陈  锦衣玉

食

粗心大意
【注音】cūxīn dàyì

【释义】不细心 , 不注意。

【出处】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十·

学四·读书法上》: “去尽皮方见肉,

去尽肉方见骨 , 终骨方见髓, 使粗心

大意不得。”

【例句】别看他在吃饭穿衣方面 ～, 但

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则是一丝不苟。

【近义】毛手毛脚  粗枝大叶

【反义】谨言慎行  粗中有细  一丝不

苟

粗枝大叶
【注音】cūzhīdàyè

【释义】形容简略概括。形容做事马虎

大意 , 不认真细致。

【出处】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

八·尚书·一·纲领》: “《书序》不是

孔安国作 , 汉文粗枝大叶, 全《书序》

细腻? 只是六朝时文字。”

【例句】他是个 ～的人, 叫他干这种精

细的活路 , 怕不恰当。

【近义】粗心大意  粗制滥造

【反义】细针密缕  小心谨慎

粗制滥造
【注音】cūzhìlàn zào

【释义】滥 : 过度, 没有限制。草率地、

不顾质量地大量制造。

【出处】茅盾《孩子们要求新鲜》: “营业

竞争的结果 , 理应是出品改良, 然而

我们往往只看见影戤 , 只看见粗制滥

造。”

【例句】这种 ～的货物, 怎能打入国际

市场呢?

【近义】粗枝大叶

【反义】细针密缕  精益求精  精雕细

刻

粗中有细
【注音】cūzhōng yǒu xì

【释义】表面似乎粗率 , 实际却很细致 ,

平时比较粗率 , 有时却很细致。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五十五

回 : “沙僧听说 , 大 喜道 : ‘好! 好!

好! 正 是粗 中 有 细 , 果 然 急 处 从

宽。’”

【例句】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 做起事

来可是 ～。

【近义】胆大心细

【反义】粗心大意

促膝谈心
【注音】cùxītán xīn

【释义】促 : 靠近。面对面靠近坐着谈

心里话。

【出处】《儒林外史》十回: “只须一席

酒 , 我四人促膝谈心 , 方才畅快。”

·351·cū- cù粗促



C 

【例句】他俩 ～直到天明。

【近义】抵掌而谈

【辨析】“膝”不可读作“qī”。

猝不及防
【注音】cùbùjífánɡ

【释义】猝 : 突然, 出乎意料; 防 : 防备。

事情来得突然 , 使人来不及防备。

【例句】雨天汽车疾驰而过 , 行人 ～, 常

常被溅得满身是泥。

【反义】防患未然

cui

催人泪下
【注音】cuīrén lèi x ià

【释义】使人动情而流泪。

【例句】他的悲惨身世 , 切实 ～。

摧枯拉朽
【注音】cuīkūlāxiǔ

【释义】摧 : 折断。枯 : 指枯草。拉 : 摧

折。朽 : 指烂木头。折断的草木。比

喻非常容易打垮或摧毁。

【出处】《汉书·异姓诸侯王表》: “镌金

石者难为功 , 摧枯朽者易为力。”

【例句】敌人号称最坚固的工事实际上

却是 ～的 , 被我军一击便攻破了。

【近义】势如破竹  兵不血刃  风卷残

云

【反义】坚不可摧  牢不可破

摧眉折腰
【注音】cuīméi zhéyāo

【释义】摧眉 : 低眉。指低头弯腰 , 谄媚

逢迎。

【出处】唐·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

心颜! ”

【例句】他对她老是 ～, 没有尊严。

【近义】胁肩谄笑

【反义】傲睨一世  傲睨万物

璀璨夺目
【注音】cuǐcàn duómù

【释义】璀璨: 明亮的样子; 夺目: 引人

注目。指明亮耀眼 , 十分引人注意。

【出处】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 : “玉

山宝带 , 尺璧雨珠 , 璀璨夺目。”

【例句】那串珍珠项链 ～, 工艺精美。

【近义】光芒四射

【反义】暗淡无光

翠消红减
【注音】cuìx iāo hónɡjiǎn

【释义】翠 : 指绿叶 ; 红 : 指红花。绿叶

变黄 , 红花凋落。比喻女子年岁渐

老 , 姿态减退。

【出处】元·李子昌《梁州令》曲 : “翠消

红减乱如麻 , 隔妆台慵梳掠 , 掩 菱

花。”

【例句】这些女子 , 由于生活的艰难 , 年

过三十 , 就渐渐露出人老珠黄、～的

模样来。也作“红消翠减”。

【近义】人老珠黄

【反义】风韵犹存

c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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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夫野老
【注音】cūn fūyělǎo

【释义】乡村居民和山野的老人。泛指

平凡、老实的老百姓。

【出处】《多吃了几斤盐》: “我常拿村夫

野老的这句大实说法告诫我的女

儿。”

【例句】你是知识分子, 想的自然和那

些 ～不同。

存亡绝续
【注音】cún wánɡjuéxù

【释义】绝 : 断绝, 完结。续 : 延续。是

生存是灭亡, 是断绝还是延续。形容

局势万分危急。

【出处】《警世通言》卷四十 : “今日遭此

大难 , 我与尔等, 存亡绝续, 在此一

举! ”

【例句】在这 ～时刻 , 大家更要团结。

【近义】继绝存亡  继绝兴亡

存心不良
【注音】cún xīn bùliánɡ

【释义】存心: 怀着某种心思或打算。

指存着坏心眼。

【例句】他 ～, 竟想利用这位迷路的小

孩去赚钱。

【近义】心怀鬼胎

【反义】襟怀坦白  赤诚相待

寸步不离
【注音】cùn bùbùlí

【释义】一小步也不离开。

【出处】南朝·梁·任窻《述异记》: “夫

妻相重 , 寸步不相离。”

【例句】他怕女儿再度出走, 整天 ～地

跟着她。

【近义】形影不离

【反义】分道扬镳

寸步难行
【注音】cùn bùnán xínɡ

【释义】走一小步也很困难。比喻处境

困难 , 障碍很多。

【出处】唐·杜甫《九日寄岑参》: “出门

复入门 , 雨脚但如旧。⋯⋯寸步曲江

头 , 难为一相就。”

【例句】小陈不会日语, 初到日本时简

直是 ～。

【近义】步履维艰  碍手碍脚

【反义】一帆风顺

寸草不留
【注音】cùn cǎo bùliú

【释义】一根小草也不留下。表示斩尽

杀绝 , 或遭受天灾人祸后什么都没有

留下。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八十八

回 : “若不如此 , 吾引大兵一到, 寸草

不留。”

【例句】敌人狂妄叫嚣, 要血洗革命根

据地 , 叫那里 ～。

【近义】赤地千里  鸡犬不留  不毛之

地

【反义】欣欣向荣  万紫千红

寸草春晖
【注音】cùn cǎo chūn huī

【释义】比喻父母对于儿女, 犹如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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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阳光对于野草那样。

【出处】唐·孟郊《游子吟》: “慈母手中

线 , 游子身上衣 , 临行密密缝 , 意恐迟

迟归 , 谁言寸草心 , 报得三春晖?”

【例句】我们要想报答父母的 ～, 就必

须努力读书 , 将来到社会上干一番轰

轰烈烈的事业。

【近义】春晖寸草

【反义】六亲不认

【辨析】“晖”不可写作“辉”。

寸阴尺璧
【注音】cùn yīn chǐbì

【释义】一寸光阴, 与一尺璧玉一样宝

贵。

【出处】三国·魏·曹丕《典论·论

文》: “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 惧乎时

之过已。”

【例句】玩乐的事别来邀我, ～, 要抓紧

时间学习。

【近义】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土必争
【注音】cùn tǔbìzhēnɡ

【释义】很小的一片土地也要和敌人

争。

【出处】《新唐书·李光弼传》: “( 光弼

曰) 两军相敌 , 尺寸地必争。”

【例句】我们的对敌方针是“针锋相对,

～”。

寸草不生
【注音】cùn cǎo bùs hēnɡ

【释义】连小草也不生长。形容土地贫

瘠或灾害严重。

【出处】《太阳》: “古时候, 天上有十个

太阳 , 晒得地面上寸草不生。”

【例句】沙漠里 ～。

【近义】荒无人烟

【反义】肥田沃土

寸金难买寸光阴
【注音】cùn jīn nán mǎi cùn ɡuānɡyīn

【释义】光阴: 时间。一寸黄金也难以

买到一寸光阴。形容时间非常宝贵 ,

应当珍惜。

【例句】孩子, ～, 你可不要虚度年华

啊!

【近义】一刻千金

【反义】蹉跎岁月  虚度年华

寸积铢累
【注音】cùn jīzhūlěi

【释义】铢 : 古代重量单位 , 二十铢为一

两。指点点滴滴地积累。

【出处】明·朱国祯《涌幢小品》: “既

贵 , 自壬寅迄己卯四十余年, 寸积铢

累 , 崇圣遗墟及郡中坛宇 , 焕然 一

新。”

【例句】父女之间的感情, 是依靠 ～的

后天来培养的。

【近义】积少成多

【反义】一暴十寒

寸丝不挂
【注音】cùn sībùɡuàn

【释义】佛教用语。指思想上无所牵

挂 , 也作“一丝不挂”。

【出处】明·李贽《焚书·卷二·答陆

昆山》: “热甚, 寸丝不挂, 故不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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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例句】有些人睡觉喜欢 ～。

【近义】赤身露体

【反义】衣冠楚楚

寸阴若岁
【注音】cùn yīn ruòs ùi

【释义】阴 : 光阴。岁 : 年。日影移动一

寸像过了一年。多形容分别后思念

情切。

【出处】《北史·韩禽传》: “班师凯入,

诚知非远 , 相思之甚 , 寸阴若岁。”

【例句】分别后 , 长相思 , ～。

【近义】一日三秋

cuo

蹉跎岁月
【注音】cuōtuósuìyuè

【释义】蹉跎: 时光流逝。指时光白白

流逝。

【出处】唐·李颀《送魏万之京》: “莫见

长安行乐处 , 空令岁月易蹉跎。”

【例句】每当回忆起那段 ～, 我心中仍

不时泛起阵阵隐痛。

【近义】少壮不努力 , 老大徒伤悲

【反义】寸阴尺璧  寸阴是惜

搓手顿脚
【注音】cuōshǒu bùn jiǎo

【释义】顿脚: 跺脚。形容焦急懊恼或

不耐烦的样子。

【例句】林琳去车棚推自行车, 可一掏

兜 , 车钥匙不见了 , 急得他 ～。

厝火积薪
【注音】cuòhuǒjīxīn

【释义】厝 : 同“措”, 放置。薪 : 柴草。

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草下面。比喻隐

藏着极大的危险。

【出处】汉代贾谊《新书·数宁》: “夫抱

火厝之积薪之下。”

【例句】这无疑是 ～, 你就不怕吗?

【近义】累卵之危

措手不及
【注音】cuòshǒu bùjí

【释义】措手: 着手处理。事情突然发

生 , 来不及应付处理。

【出处】元·无名氏《千里独行》楔子:

“咱今晚间 , 领着百十骑人马 , 偷营劫

寨 , 走一遭去 , 杀他个措手不及。”

【例句】我们先按兵不动再出兵攻打,

使他们 ～。

【近义】猝不及防

【反义】措置裕如

措置乖方
【注音】cuòzhìɡuāi fānɡ

【释义】措置: 安排处置; 乖方: 不合条

理。安排处置失当。

【例句】遇到特殊情况, 一定要三思而

行 , 稍有不慎 , ～, 定会带来麻烦。

【反义】措置有方

措置有方
【注音】cuòzhìyǒu fānɡ

【释义】安排处置有条理 , 符合准则。

【例句】领导 ～, 伤者家属因此也就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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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了解决方案。

【反义】措置乖方

措置裕如
【注音】cuòzhìyùrú

【释义】措置 : 安排 , 料理 ; 裕如 : 从容不

迫的样子。处理事情有条理 , 从容不

迫。形容处事胸有成竹 , 不慌不忙。

【例句】事情虽然千头万绪 , 但他却 ～。

【近义】不慌不忙

【反义】仓皇失措

错落有致
【注音】cuòluòyǒu zhì

【释义】错落 : 交错 , 起伏。致 : 情致 , 情

趣。参差交错 , 饶有情趣。

【例句】公园的建筑物 ～, 令人赏心悦

目。

错综复杂
【注音】cuòzōnɡfùzá

【释义】错 : 交错。综 : 综合 , 总聚 , 引申

为纠结。交错纠结 , 重复杂乱。形容

头绪很多 , 情况复杂。

【出处】清·刘熙载《艺概·文概》: “惟

能线索在手, 则错综变化, 惟吾所

施。”

【例句】在 ～的形势面前, 一定要保持

清醒的头脑 ,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近义】盘根错节  茫无头绪  扑朔迷

离

【反义】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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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ɑ

达官贵人
【注音】dáɡuān ɡuìrén

【释义】地位高的官吏和身份显赫的人

物。

【出处】宋·释惟白《续传灯录·东京

净因净照道臻禅师》: “京师都会, 好

恶万端 , 贵人达官盈门。”

【例句】这次你真是幸运 , 遇见 ～了。

【近义】衮衮诸公

达权知变
【注音】dáquán zhībiàn

【释义】达 : 通晓; 权 : 权宜 , 变通。指办

事不死守常规 , 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

变通。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

一 : “须要博古通今, 达权知变。”

【例句】他善于处理事情 , ～。

【近义】随机应变

【反义】墨守成规

答非所问
【注音】dáfēi s uǒwèn

【释义】回答的内容不是别人所问的。

【例句】考试时对问题首先要弄清题

意 , 否则会犯 ～的错误。

【近义】文不对题

【反义】对答如流

打抱不平
【注音】dǎbào bùpínɡ

【释义】替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一方说话

或出力。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四十五

回 : “昨儿还打平儿呢 , 亏你伸的出手

来 , ⋯⋯气的我只要替平儿打抱不平

儿。”

【例句】他因为常常 ～, 所以乡里的人

都很尊敬他。

【反义】欺软怕硬

【辨析】“抱”不可写作“报”。

打草惊蛇
【注音】dǎcǎo jīnɡshé

【释义】打草时惊动了草中的蛇。原比

喻惩罚甲而使乙有了警惕。后比喻

由于行动不慎而使对方有了觉察与

防范。

【出处】宋·郑文宝《南唐近事》: “王鲁

为当涂宰 , 颇以资产为务, 会部民连

状诉主簿贪贿于县尹。鲁乃判曰:

‘汝虽打草 , 吾已蛇惊。’”

【典故】唐代当涂县有个县官叫王鲁。

为官行为不检, 常贪污受贿。一天,

有人控告他的下属有贪污受贿 , 在状

子上列举其贪污受贿罪状 , 与王鲁平

日所为大同小异。王鲁看状子后心

惊胆战 , 仿佛状子告的就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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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由自主地在状子上批了八个字:

“汝虽打草, 吾已蛇惊。”( 见《开元遗

事》)

【例句】这次行动千万要保密 , 不能 ～。

【近义】走漏风声

【反义】谋成于密

【辨析】～和“风吹草动”都有前因后果

的关系。但“风吹草动”指比较轻微

的动荡和改变。

打成一片
【注音】dǎchénɡyīpiàn

【释义】紧密结合 , 融为一体。

【出处】宋·朱熹《朱子全书·存养》:

“只要常自提撕 , 分寸积累将去 , 久之

自然接续 , 打成一片耳。”

【例句】到了那里 , 要与当地的群众 ～,

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 , 才有利于开

展工作。

【反义】高高在上

打击报复
【注音】dǎjībào fù

【释义】打击: 攻击。用敌对的态度回

击对方。

【例句】如果谁对揭发检举的群众进行

～, 谁就将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

打破常规
【注音】dǎpòchánɡɡuī

【释义】常规: 沿袭下来的规矩。打破

了一般的规矩或一向实行的规章制

度。

【例句】事物是在不断变化的, 有时需

要 ～, 根据新情况拟订新办法。

【反义】墨守成规

打富济贫
【注音】dǎfùjìpín

【释义】打击富裕户 , 夺取其财产 , 救济

穷人。

【例句】农民起义军所到之处, 严惩赃

官 , ～。

【近义】打富救贫  劫富济贫

【辨析】～和“济弱锄强”的区别在于:

～侧重于从经济上帮助穷人; 而“济

弱锄强”指在各方面 , 尤其在政治上

或日常行为上帮助弱小者。

打躬作揖
【注音】dǎɡōnɡzuòyī

【释义】弯身打躬 , 拱手作揖( 旧时对人

恭敬的一种礼节) 。多形容人恭顺恳

求的样子。

【例句】他在神像前 ～, 希望可以保佑

他女儿能顺利渡过难关。

打家劫舍
【注音】dǎjiājiéshè

【释义】打劫: 强行夺取。指成群结伙

到别人家中抢夺财物。

【出处】清·褚人荻《隋唐演义》二十六

回 : “我们弟兄两个, 踞住此山有年,

打家劫舍。附近州县, 俱已骚扰遍

了。”

【例句】这两个犯罪团伙 , 平日里 ～, 无

恶不作 , 真该铲除了。

【近义】杀人越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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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落水狗
【注音】dǎluòshuǐɡǒu

【释义】比喻彻底打垮已经失败了的坏

人。

【例句】我们要发扬 ～的精神, 彻底歼

灭逃窜之敌。

打破沙锅璺( 问) 到底
【注音】dǎpòs hāɡuōwèn dào dǐ

【释义】璺 , 音同问。比喻对事情进行

究根究底的探求。

【出处】元·吴昌龄《东坡梦》四折 : “葛

藤接断老婆禅 , 打破沙锅璺到底。”

【例句】不管他愿不愿意 , 我偏要 ～, 把

事情的原因弄个清楚。

【反义】不求甚解

打情骂俏
【注音】dǎqínɡmàqiào

【释义】指男女之间假意打骂, 互相调

情嬉闹。

【出处】明·董说《西游补》一回 : “在那

里采野花 , 结草卦 , 抱儿携女 , 打情骂

俏。”

【例句】见房中别无他人, 他俩便 ～起

来。

打退堂鼓
【注音】dǎtuìtánɡɡǔ

【释义】本指古代官吏退堂前击鼓表示

办公停止。后比喻办事中途退却或

指遇到困难和问题时畏难退缩。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五十

七回 : “如今听说要拿他们当作出头

的人 , 早已一大半都打了退堂鼓了。”

【例句】在工作和事业上一遇困难就 ～

的人 , 是没有出息的。

【近义】半途而废  知难而退

【反义】知难而进

大笔如椽
【注音】dàbǐrúchuán

【释义】大笔 : 大手笔 , 对他人的书法或

文字的称誉 ; 椽 : 放在墙上架着屋面

和瓦片的木条。像椽子那样大的笔。

夸赞别人文笔雄健有力或文章气势

宏大。

【出处】唐·房玄龄等《晋书·王王旬

传》: “王旬梦人以大手笔如椽与之 , 既

觉 , 语人曰: ‘此当有大手笔事。’俄而

帝崩 , 哀册谥议 , 皆王旬所草。”

【例句】金庸 ～, 写了许多精彩的武侠

小说。

【反义】雕虫篆刻

【辨析】“椽”不可读作“yuán”, 不可写

作“缘”。

大步流星
【注音】dàbùliúxīnɡ

【释义】流星 : 像流星那样快速。形容

迈着大步 , 走得很快。

【出处】周立波《暴风骤雨》二部二十

四 : “他早打定了主意 , 相中了拴在老

榆树底的右眼像玻璃似的栗色小儿

马。听到叫他名 , 他大步流星地迈过

去 , 把它牵上。”

【例句】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 他 ～地

赶到会场。

【近义】健步如飞  流星赶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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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步履维艰  步履蹒跚

大材小用
【注音】dàcái x iǎo yònɡ

【释义】把大材料用在小处。比喻使用

不当 , 浪费人才。

【出处】宋·陆游《送辛幼安殿撰造朝》

诗 : “大材小用古所叹 , 管仲萧何实流

亚。”

【例句】你来敝公司帮忙 , 可说 ～, 请暂

委屈一下吧。

【近义】牛鼎烹鸡  英雄无用武之地

【反义】人尽其用

【辨析】～和“明珠弹雀”都有安排不当

之意。区别在于 : ～含有屈才之意,

而“明珠弹雀”含有得不偿失之意。

大彻大悟
【注音】dàchèdàwù

【释义】彻 : 通透, 明白; 悟 : 领悟。形容

彻底领悟。

【出处】元·郑德辉《伊尹耕莘》楔子:

“盖凡升天之时, 先参贫道, 授予仙

诀 , 大彻大悟后, 方得升九天朝真而

观元始。”

【例句】学成一门专业是艰苦的, 不可

能一朝醒来就宣称自己 ～, 已经掌握

了这门学问。也作“大澈大悟”。

【反义】执迷不悟

大处落墨
【注音】dàchùluòmò

【释义】绘画或写文章时在主要的地方

下笔。比喻做事要在大处着眼抓关

键问题。

【例句】他做事一向从 ～, 工作搞得不

错。

【近义】大处着眼

【反义】舍本求末

【辨析】～和“大处着眼”都有从大的方

面、重要的地方着眼 , 解决关键问题

之意。区别在于 : “大处着眼”强调从

大局或长远出发 ; 而 ～强调解决问题

要从关键的地方着手。

大吃一惊
【注音】dàchīyījīnɡ

【释义】形容非常吃惊。

【出处】明·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

八卷 : “不张万事皆休 , 则一张那员外

大吃一惊 , 回身便走, 来到后边 , 望后

倒了。”

【例句】小红的身体恢复得很快, 而且

把在住院期间落下的课全补上了, 令

同学们 ～。

【辨析】～和“大惊失色”都有很惊讶之

意。但是“大惊失色”还有因吃惊而

脸色变了之意 ; 而 ～无此意。

大吹大擂
【注音】dàchuīdàléi

【释义】吹 : 吹喇叭。擂 : 击鼓。本义为

用力吹喇叭和击鼓。比喻大肆宣扬 ,

过分地夸张或吹嘘。

【出处】元·王实甫《丽春堂》四折 : “赐

你黄金千两 , 香酒百瓶, 就在丽春堂

大吹大擂 , 做一个庆喜的筵席。”

【例句】那些政客对他们的政治主张总

要 ～, 目的是为了当选。

【近义】信口开河  自吹自擂  大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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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慈大悲
【注音】dàcídàbēi

【释义】本为佛教语 , 指佛慈爱和怜悯

众生。后指心肠慈善。

【出处】《法华经·譬喻品》: “大慈大

悲 , 常无懈倦 , 恒求善事 , 利益一切。”

【例句】谁不知道您老是 ～的人? 您老

帮了我们 , 我们会感恩戴德的。

【近义】慈悲为怀

【反义】灭绝人性

大错特错
【注音】dàcuòtècuò

【释义】错得非常严重。

【出处】清·曾朴《孽海花》二十五回:

“条约只有三款 , 第二款两国派兵交

互知会这一条 , 如今想来, 真是大错

特错! ”

【例句】如果把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任

意夸大 , 甚至颠倒黑白 , 那就 ～了。

【近义】大谬不然

大打出手
【注音】dàdǎchūshǒu

【释义】打出手 : 戏剧中的武打场面 , 多

为一个角色同几个对手相互抛掷接

踢各种兵器。比喻逞凶打人或互相

斗殴。

【出处】郭沫若《南京印象》: “这儿在三

天前正是大打出手的地方 , 而今天却

是太平无事的。”

【例句】几个中学生和社会青年因一点

矛盾而吵闹起来, 最后双方 ～, 致使

几个人受了伤。

【近义】大动干戈

大刀阔斧
【注音】dàdāo kuòfǔ

【释义】刀、斧 : 古代的两种兵器。形容

军队声势大 , 行动迅速。也比喻办事

果断而有魄力。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三十四

回 : “秦明辞了知府, 飞身上马, 摆开

队伍 , 催趱军兵, 大刀阔斧 , 径奔清风

寨来。”

【例句】对公司的事情, 只有进行 ～的

改革 , 才能产生效果。

【近义】雷厉风行  当机立断  金戈铁

马 快刀斩乱麻

【反义】细针密缕  优柔寡断

大地回春
【注音】dàdìhuíchūn

【释义】指冬去春来, 万物复苏的生动

景象。也用来比喻形势有所好转。

【例句】～, 万象更新 , 人们以无比喜悦

的心情迎接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

也作“大地春回”。

【辨析】～和“春意盎然”相比: ～强调

万物苏醒 ; 而“春意盎然”强调充满生

机。

大动干戈
【注音】dàdònɡɡān ɡē

【释义】干戈: 古代的两种兵器。指进

行战争或斗殴。也比喻费尽气力去

干某件事。

【出处】《论语·季氏》: “邦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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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能守业 ; 而谋动干戈于邦内。”

【例句】邻里之间有争端要协商解决,

万万不可 ～。

【近义】大打出手  兴师动众

【反义】化干戈为玉帛

大度包容
【注音】dàdùbāo rónɡ

【释义】度 : 度量 , 能容忍的气量 ; 包容:

宽容。形容度量大 , 能容人。

【例句】我们为人处事应有 ～的胸怀。

【近义】宽宏大量

【反义】鼠肚鸡肠

大而化之
【注音】dàér huàzhī

【释义】原指既充分又有光辉地表现出

来 , 并能融会贯通。现形容做事大大

咧咧 , 不细致 , 不谨慎。

【出处】《孟子·尽心下》: “充实而有光

辉之谓大 , 大而化之之谓圣。”

【例句】这些新的又未免太无边际, ～

了。

【近义】粗心大意

【反义】小心谨慎

大发雷霆
【注音】dàfāléi tínɡ

【释义】霆 : 响雷。比喻大发脾气 , 高声

咆哮。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吴志·陆

逊传》: “今不忍小忿, 而发雷霆之

怒。”

【例句】我们做错了事, 这回父亲要 ～

了。

【近义】暴跳如雷  怒不可遏

【反义】息事宁人  心平气和

大方之家
【注音】dàfānɡzhījiā

【释义】见识广博、学问深厚的内行人。

【出处】《庄子·秋水》: “吾长见笑于大

方之家。”

【例句】在学术上要虚心向前辈请教,

切不要妄自尊大 , 以免见笑于 ～。

【近义】大家风范

【反义】井底之蛙  尺泽之鲵

大放厥词
【注音】dàfànɡjuécí

【释义】厥 : 其他的 ; 词: 或作“辞”。原

指全力铺陈词藻。后指夸夸其谈, 大

发议论。

【出处】唐·韩愈《昌黎先生集·祭柳

子厚文》: “玉�!琼琚( 琼琚 , 指美玉) ,

大放厥词 , 富贵无能 , 磨灭谁纪?”

【例句】大家都不要听信他的话, 他只

是 ～罢了。

【近义】信口雌黄

【反义】闭口不言

【辨析】～和“信口雌黄”相比: ～强调

发表议论 ; 而“信口雌黄”强调的是不

顾事实乱说。

大风大浪
【注音】dàfēnɡdàlànɡ

【释义】比喻艰险的斗争环境或前进路

上遇到的艰难险阻。

【例句】我们要在 ～中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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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腹便便
【注音】dàfùpián pián

【释义】便便: 肥大的样子。肚子肥大

突出。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边

韶传》: “边孝先, 腹便便 , 懒读书, 但

欲眠。”

【典故】陈留 ( 今河南开封市东南) 人,

名边韶 , 字孝先, 是东汉末年人。他

多才多艺 , 学问好 , 文章也好 , 为人和

气 , 喜欢诙谐 , 以教书为生, 不肯出来

做官。

朝廷几次下诏书, 召边韶到京城

做官。当时朝政由十年常侍把持 , 他

们上欺下压, 好些正直大臣被他们

压 , 一时间把朝廷弄了个乌烟瘴气,

文武群僚敢怒不敢言。鉴于政治黑

暗 , 边韶不愿与坏人为伍, 更不甘心

在十常侍手下做官 , 所以几次都推辞

了。他的推辞引起地方官的不满 , 派

人威胁他说 , 如再不奉命, 就将他抓

到京师。边韶不愿做官, 更不愿坐

牢 , 于是一走了之, 躲到朋友家暂避

灾祸。

边韶出走不久, 十常侍杀害了大

将军何进 , 袁绍觉得不容忍, 引兵进

宫 , 杀了十常侍。十常侍死后, 陈留

太守换人 , 无人再理会边韶的事情。

边韶得知消息 , 又返回陈留教书。

乡亲听说边韶回到家乡纷纷宴请

他 , 为他接风洗尘。边韶身体很胖,

挺着大肚皮四处赴宴 , 到处留下欢乐

的笑声。

一次他被众人劝得多喝了几杯

酒 , 一夜过去 , 酒意仍未消尽, 有些倦

意 , 大白天, 回到屋子里和衣而卧。

众弟子见边韶双手抚着大肚皮 , 仰

面大睡 , 很舒服地打着酣声, 大肚皮

随着酣声一起一伏, 觉得很滑稽。调

皮的学生顺势编了个顺口溜嘲笑边

韶 , 喝道 :

边孝先 , 腹便便。

懒读书 , 但欲眠。

边韶听了顺口溜, 顺口也开个玩

笑 , 他吟道: “边为姓, 孝为先, 思经

事 , 但欲眠。寝与周公通梦; 静与孔

子同意 , 师而可嘲 , 出何典记?”

边韶以幽默的口气批评学生 , 学生

对他不仅毫无反感 , 而且更加敬重。

【例句】英嫂 ～, 恐怕快要临盆了。

【近义】肠肥脑满

【反义】骨瘦如柴  面黄肌瘦

大公无私
【注音】dàɡōnɡwúsī

【释义】秉公办事, 毫无偏心。以公家

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 毫无私心。

【出处】汉·马融《忠经·天地神明》:

“忠者中也 , 至上无私。”

【典故】有一天 , 晋平公问祁黄羊: “南

阳缺个县官 , 你看谁当适合?”祁黄羊

说 : “解狐最合适。”晋平公很奇怪:

“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 你为什么要

推荐他做官呢?”祁黄羊答道: “您只

问我谁能当县官, 并没问我谁是仇

人。”于是解狐就被派去做了南阳的

县官。他在南阳做了一些好事 , 得到

了百姓的称赞。

又有一天 , 晋平公问祁黄羊: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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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里缺个法官 , 你看谁当合适?”祁黄

羊说 : “祁午合适。”晋平公又奇怪了:

“祁午不是你儿子吗, 你不怕别人说

你为儿子走后门吗?”祁黄羊答道:

“您问的是谁可以当法官, 并没问祁

午是不是我儿子。”祁午做了法官 , 能

秉公执法 , 得到了人们的称赞。

这两件事后来传了出去, 知道的

人都说 : “祁黄羊这人可真不错 , 无论

是自己的仇人还是自己的儿子 , 只要

是有德有才的 , 他都能推荐。这才是

真正的大公无私呢! ”

【例句】我们都应该学习雷锋 ～的精

神。

【近义】铁面无私  公而忘私  急功好

义 克己为公

【反义】假公济私  自私自利  利欲熏

心 患得患失

大功告成
【注音】dàɡōnɡɡào chénɡ

【释义】功 : 功业。大的事业或重要任

务宣告完成。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三十三

回 : “这件事可就算大功告成了。”

【例句】唐太宗巩固边疆, 在灭掉东突

厥人后 , 就 ～了。

【近义】功德圆满

【反义】前功尽弃  功亏一篑

大海捞针
【注音】dàhǎi lāo zhēn

【释义】在大海里捞一根针。比喻寻找

极为困难。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一百零七回: “要打听前任巡检

太爷家眷的下落 , 那真是大海捞针一

般 , 问了半天 , 没有人知道的。”

【例句】这样的事 , 有如 ～, 你另请高明

好了。

【近义】海底捞针

【反义】易如反掌  探囊取物

大呼小叫
【注音】dàhūxiǎo jiào

【释义】高一声低一声地喊叫。

【例句】你不要总是 ～的, 令人大惑不

解。

【近义】大吆小喝

【反义】不声不响

大惑不解
【注音】dàhuòbùjiě

【释义】感到非常迷惑 , 不能理解。

【出处】《庄子·天地》: “知其愚者非大

愚也 , 知其惑者非大惑也, 大惑者终

身不解 , 大愚者终身不灵。”

【近义】百思莫解

【反义】恍然大悟  豁然贯通

大家风范
【注音】dàjiāfēnɡfàn

【释义】大家 : 旧指有声望地位的名门

贵族 ; 风范 : 风度、气派。出自高贵人

家特有的气派 , 现也形容风度典雅大

方。

【例句】他的讲演引经据典 , 深入浅出 ,

侃侃而谈 , 不失为 ～。

【近义】大方之家

【反义】小家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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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和“大方之家”相比 : ～强调

“门庭高贵”; 而“大方之家”强调“个

人见识”。

大家闺秀
【注音】dàjiāɡuīx iù

【释义】大家: 有声望地位的人家。闺

秀 : 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女子。泛指大

户人家的女子。

【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贤媛》: “顾家女清心玉映, 自是闺

房之秀。”

【例句】黄小姐是名门贵族出身的 ～,

自然言谈不俗。

【近义】金枝玉叶

【反义】小家碧玉

大街小巷
【注音】dàjiēxiǎo xiànɡ

【释义】巷 : 胡同 , 里弄。指城市大大小

小的街道。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六十六

回 : “正月十五日, 上元佳节, 好生晴

朗 , 黄昏月上 , 六街三市 , 各处坊隅巷

陌 , 点花放灯 , 大街小巷 , 都有社火。”

【例句】春节一到 , ～张灯结彩 , 喜气洋

洋。

【近义】街头巷尾

大惊失色
【注音】dàjīnɡshīsè

【释义】非常惊恐 , 脸色都变了。

【出处】汉·班固《汉书·霍光传》: “群

臣皆惊愕失色。”

【例句】他听说孩子被车撞伤了, 顿时

～, 慌忙向医院跑去。

【近义】大吃一惊

【反义】镇定自如

大惊小怪
【注音】dàjīnɡxiǎo ɡuài

【释义】指对不足为奇的事情故作声势

或过分惊讶。

【出处】宋·朱熹《答林择之书》: “要须

把此事来做一平常事看⋯⋯不必如

此大惊小怪 , 起模画样也。”

【例句】这种意外的事故, 不一定谁会

碰上 , 不值得 ～。

【反义】不足为奇

大开眼界
【注音】dàkāi yǎn jiè

【释义】广泛地开阔了视野, 增长了见

识。

【例句】改革开放, 国门敞开, 使我们

～。

大快人心
【注音】dàkuài rén xīn

【释义】快 : 痛快, 舒畅。使大家心里非

常痛快。指坏人坏事受到应得的惩

罚或打击。

【出处】明·许三阶《节侠记·诛佞》:

“李秦授这厮 , 今日圣旨杀他 , 大快人

心 ; 兄请正坐了, 就决了他 , 使小弟得

以快睹。”

【例句】铲除这一伙恶霸势力, 是一件

～的事。

【近义】皆大欢喜  拍手称快

【反义】令人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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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梦初醒
【注音】dàmènɡchūxǐnɡ

【释义】醒 : 醒悟。像从沉睡中刚醒过

来。比喻从错误或被蒙蔽中刚醒悟

过来。

【出处】《庄子·齐物论》: “觉而后知其

梦也, 且有大觉, 而后知此其大梦

也。”

【例句】听了老师的话 , 王平仿佛如 ～。

大名鼎鼎
【注音】dàmínɡdǐnɡdǐnɡ

【释义】鼎鼎 : 盛大 , 显赫。名声极大。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二十

四回 : “你一到京打听人家 , 像他这样

大名鼎鼎 , 还怕有不晓得的。”

【例句】鲁迅是 ～的文学家, 有谁不知

呢?

【近义】赫赫有名

【反义】默默无闻

大模大样
【注音】dàmúdàyànɡ

【释义】形容满不在乎或傲慢自大的样

子。

【出处】明·徐霖《绣襦记·结伴毗

陵》: “这厮大模大样 , 公然慢我。”

【例句】他 ～地向敌人的岗哨走去, 卫

兵看他那架势 , 问也不问就让他过去

了。

【近义】大摇大摆  高视阔步

【反义】蹑手蹑脚

大难不死
【注音】dànàn bùs ǐ

【释义】难 : 灾祸 ; 指遇到大的灾难而没

有死 , 幸运脱险。

【出处】元·关汉卿《裴度还带》三折:

“因此遇大难不死 , 必有后程 , 准定发

迹也。”

【例句】那次车祸, 他居然 ～成为惟一

的幸存者。

【近义】遇难成祥

大难临头
【注音】dànàn lín tóu

【释义】难 : 灾难、灾祸 ; 临 : 降临。大的

灾祸落到头上。

【例句】当敌人冲进屋子里, 他全然没

有 ～的恐慌 , 而是镇定自若地把最后

一份机密文件扔进火炉里。

【近义】祸从天降

【反义】双喜临门  吉星高照

大逆不道
【注音】dànìbùdào

【释义】逆 : 叛逆。不道 : 不合正道。旧

指犯上作乱 , 违反封建道德。现也指

违背常理 , 不合正道。

【出处】汉·班固《汉书·杨恽传》: “不

竭忠爱 , 尽臣子义 , 而妄怨望, 称引为

讠夭恶言 , 大逆不道 , 请逮捕治。”

【典故】刘邦和项羽争霸天下, 展开了

长期的征战。两军相持 , 胜负难决。

有一年 , 两军在广武涧相遇。项羽想

与刘邦一人决斗 , 就向刘邦喊道 : “如

今 , 年轻力壮的苦丁当兵打仗, 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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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弱的疲人转运粮食, 天下不得安

宁 , 就是因为咱们两人。你有种, 今

天我们决一胜负! ”刘邦知道项羽八

尺大汉 , 力大扛鼎, 自己绝不能单独

和他较量。于是他回击项羽说: “你

这种人不配与我挑战。”然后一一历

数项羽的罪过。最后说 : “你为人臣

却杀害君主 , 不仅杀了已经投降的秦

王 , 而且还暗中谋杀大帝。你大逆不

道 , 罪大恶极, 天理难容。我正带领

仁义之师来讨伐你这残暴贼人 , 派受

过刑的罪人杀死你这贱臣 , 我何苦与

你交战。”

项羽这时已经气得浑身直发抖,

命令乱箭射击刘邦。接着, 一场混战

开始了。

【例句】纣王杀害叔父比干 , 真是 ～。

【近义】离经叛道

【反义】循规蹈矩

【辨析】“道”不可写作“倒”。见“犯上

作乱”。

大器晚成
【注音】dàqìwǎn chénɡ

【释义】大的器物要经过长期的加工才

能做成。比喻有卓越才能的人 , 取得

成就和成名的时间都比较晚。

【出处】《老子》四十二章: “大器晚成,

大音稀声 , 大象无形。”

【典故】东汉末年, 有个叫崔琰的人。

他从小喜欢舞枪弄棍 , 不好读书。到

了二十多岁才开始求师受学。由于

他很有灵气 , 再加上学习刻苦, 所以

他后来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人 , 受到

曹操的器重。

崔琰有个堂弟叫崔林。年轻时性

情沉默 , 不好讲话, 人看起来也不很

聪明 , 所以很多人看不起他, 甚至贬

他才智不足 , 认为他没有出息。崔琰

却不这么认为他常常对人说: “才能

大的人需要长时间才能显露头脚, 崔

林年纪大些的时候 , 一定会成大器。”

后来崔林果然做了很高的官。

【例句】三国时的吕蒙 , 年少不知读书 ,

后来猛醒发奋 , 最终 ～。

【近义】小器易盈  马齿徒增

【反义】捷足先登

【辨析】“器”不可写作“气”。 ～和“百

炼成钢”都可比喻人才经过长期锻

炼 , 才能成大事。区别在于 : “百炼成

钢”更侧重指长期锻炼、考验 , 才能成

为英才 ; ～侧重指大才之人, 其成就

晚。

大千世界
【注音】dàqiān s hìjiè

【释义】佛教用语。世界的千倍叫小千

世界 , 小千世界的千倍叫中千世界,

中千世界的千倍叫大千世界。后指

广阔无边的世界。

【例句】报纸是 ～的缩影。

大权独揽
【注音】dàquán dúlǎn

【释义】揽 : 把持。指个人掌握、把持着

处理重大事务的权力。

【例句】在我们家 , 妈妈 ～, 掌管家里的

一切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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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权旁落
【注音】dàquán pánɡluò

【释义】指政权或处理重大事情的权力

落到别人手里。

【出处】明·章懋《辞升尚书疏》: “独揽

朝纲 , 毋使大权旁落。”

【例句】我国历史上有许多昏庸无能的

皇帝 , 重用奸臣 , 致使 ～。

【反义】大权独揽  大权在握

【辨析】～和“大权在握”都有掌握着大

权的意思。区别在于 : ～为一人独自

( 把持着大权) ; “大权在握”为手中正

掌握着( 大权) 。

大煞风景
【注音】dàshāfēnɡjǐnɡ

【释义】煞 : 损害。严重破坏了美好的

景致。比喻败坏了兴致。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三十

回 : “安公子高高兴兴的一个酒场 , 再

不想作了这等一个大煞风景。”

【例句】好好的一顿家宴中竟出现了分

配财产的争执 , 真是 ～。

【近义】焚琴煮鹤

【辨析】“煞”不可读作“shà”。

大厦将倾
【注音】dàshàjiānɡqīnɡ

【释义】高大房屋, 即将倒塌。比喻即

将崩溃的形势。

【出处】明·梁辰鱼《浣纱记·论侠》:

“我一身去国常回顾, 若使齐事了便

归乡土, 只怕有大厦将倾 , 一木怎

扶! ”

【例句】从他父亲病倒时起, 他便感到

有 ～的危机。

【反义】固若金汤

大声疾呼
【注音】dàs hēnɡjíhū

【释义】疾 : 迅速而急切。大声而急切

地呼喊 , 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出处】唐·韩愈《昌黎先生集·后十

九日复上宰相书》: “行且不息, 以蹈

于穷饿于水火, 其既危且亟矣, 大其

声而疾呼矣! ”

【例句】走私、贩私、盗版、侵权日益猖

狂 , 他 ～, 希望社会各界人士共谋对

策。

【近义】声嘶力竭

【反义】屏气敛声

【辨析】“疾”不可写作“急”。

大失所望
【注音】dàs hīsuǒwànɡ

【释义】原来所希望的完全落空了。指

非常失望。

【出处】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汉

书·李守贞传》: “官军初至, 守贞以

诸军多曾隶于麾下, 自谓素得军情,

坐俟叩城迎己, 及军士诟噪, 大失所

望。”

【例句】他原以为自己一定能高考成

功 , 不料揭榜后却 ～。

【近义】事与愿违

【反义】如愿以偿  大喜过望  称心如

意

·071· dà 大



 D

大势所趋
【注音】dàshìs uǒqū

【释义】整个局势发展的趋向。

【出处】孙中山《民权主义第四讲》: “遇

到了民权自身的障碍, 也是自然发

达 , 不能阻止。那是甚么原故呢? 因

为大势所趋 , 潮流所至, 没有方法可

以阻止。”

【例句】海峡两岸的同胞渴望祖国统

一 , 这是人心所向 , ～。

【近义】瓜熟蒂落  水到渠成

【辨析】“趋”不可读作“zōu”。 ～常与

“人心所向”连用, 表示不可改变, 不

能逆转或阻挡。

大势已去
【注音】dàshìyǐqù

【释义】整个局势已经无法挽回。

【出处】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五十

一·孟子》: “程子说天命之改, 莫是

大势已去。”

【例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 日本

见 ～, 不得不无条件投降。

【近义】大厦将倾

【反义】力挽狂澜

大是大非
【注音】dàshìdàfēi

【释义】是 : 正确; 非 : 错误。原则性的

重大是非问题 , 多指政治方面的。

【例句】共产党员在 ～面前, 必须立场

坚定 , 旗帜鲜明。

大手大脚
【注音】dàs hǒu dàjiǎo

【释义】形容花钱或使用东西不节俭。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五十一

回 : “成年家大手大脚的 , 替太太不知

背地里赔垫了多少东西 , 真赔的是说

不出来的 , 哪里又和太太算去?”

【例句】在开支上 , 他 ～, 一点儿也不知

道节约。

【近义】铺张浪费

【反义】精打细算  节衣缩食  量入为

出

大书特书
【注音】dàs hūtèshū

【释义】书 : 写。指意义重大的事情要

着力特别加以记述。

【出处】唐·韩愈《昌黎先生集·答元

侍御书》: “足下勉 ( 甄 ) 逢令终始其

躬 , 而足下年尚强 , 嗣德有继, 将大书

特书 , 屡书不一书而已也。”

【例句】在中国近代史上, 林则徐禁烟

这件事是值得 ～的。

【反义】轻描淡写

大庭广众
【注音】dàtínɡɡuǎnɡzhònɡ

【释义】大庭 : 宽广的院子 , 泛指宽大的

场所。指人众多的公共场所。

【出处】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

张行成传》: “左右文武诚无将相材,

奚用大庭广众与之量较, 损万乘之

尊 , 与臣下争功哉?”

【例句】～之下 , 别老开玩笑嘛!

·171·dà大



D 

【近义】众目睽睽  光天化日

【反义】穷乡僻壤

【辨析】～和“众目睽睽”都可表示许多

人的场合。区别: ～指聚集了很多人

的公开场合 ; “众目睽睽”指许多人注

目的场合 , 表示大爱的眼睛都特别注

意地看着的意思。

大同小异
【注音】dàtónɡxiǎo yì

【释义】大体相同 , 略有差异。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东

沃沮传》: “其言语与句丽 ( 国名 ) 大

同 , 时有小异。”

【例句】关于扩建学校的计划, 甲案和

乙案 ～。

【近义】与众不同

【反义】天壤之别  大相径庭  截然不

同

大喜过望
【注音】dàxǐɡuòwànɡ

【释义】过 : 超过。望 : 希望。所得的结

果超过了原来的希望 , 因而感到特别

高兴。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黥布列

传》: “出就舍, 帐御食饮从官如汉王

居 , 布又大喜过望。”

【例句】他原来没想到能考上重点大

学 , 现在竟收到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

书 , 因而 ～。

【近义】喜出望外

【反义】大失所望

大显身手
【注音】dàx iǎn shēn s hǒu

【释义】身手: 泛指本领。充分显示自

己的本领。

【出处】茹志鹃《高高的白杨树》: “爱唱

的人 , 就在舞台上痛痛快快唱吧! 爱

种棉花的 , 就在成片的土地上大显身

手吧! ”

【例句】他的技术 , 在救助伤员工作中 ,

可以 ～了。

【近义】大显神通  身手不凡

【反义】牛刀小试

大显神通
【注音】dàx iǎn shén tōnɡ

【释义】神通 : 原为佛教用语 , 指无所不

能的力量 , 今指特别高超的本领。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第八十九

回 : “他三人辞了师父 , 在城外大显神

通。”

【例句】在溜冰场上, 小刚可够 ～了。

大相径庭
【注音】dàx iānɡjìnɡtínɡ

【释义】相 : 相互。径 : 门外小路。庭:

院子。从门外小路到院子的距离。

指彼此相差极远 , 大不相同。

【出处】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

十五 : “南宋陈简斋、陆放翁、杨万里、

周必太、范石湖诸人之诗, 虽则尖新

太露主角 , 缺乏浑厚之气⋯⋯, 但为

风云月露之形者大相径庭 , 终在元人

之上。”

【例句】讨论班里事情, 他和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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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 ～。

【近义】天壤之别  截然不同  天差地

别

【反义】大同小异  如出一辙

【辨析】～和“天壤之别”都有“相差很

远”的意思。区别在于: ～往往含有

“彼此矛盾”的意思 ; “天壤之别”仅强

调差别极大 , 不含“彼此矛盾”的意

思。

大兴土木
【注音】dàxīnɡtǔmù

【释义】大规模地动工兴建土木工程。

【出处】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李

守贞传》: “守贞因取连宅军营, 以广

其第 , 大兴土木 , 治之岁余, 为京师之

甲。”

【例句】近来 , 因不少单位 ～, 建筑材料

非常紧缺。

大言不惭
【注音】dàyán bùcán

【释义】说大话而不感到羞愧。

【出处】《论语·宪问》朱熹注 : “大言不

惭 , 则无必为之志。”

【例句】小李说他参加演讲比赛, 一定

能得到校级冠军 , 你说他是不是 ～

呢?

【近义】面无惭色  自吹自擂

【反义】深藏若虚

【辨析】“惭”不可写作“渐”( jiàn) 。

大摇大摆
【注音】dàyáo dàbǎi

【释义】形容走路满不在乎、毫无顾忌

的样子。

【出处】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五回:

“知县看了来文, 挂出牌去。次日早

晨 , 大摇大摆出堂 , 将回子发落了。”

【例句】他走路不小心撞了别人, 非但

不道歉 , 反而 ～地走了。

【近义】大模大样  高视阔步

【反义】蹑手蹑脚

大义凛然
【注音】dàyìlǐn rán

【释义】大义: 正义, 正气。凛然 : 严峻

不可侵犯的样子。形容为了正义而

无所畏惧的庄严神态。

【出处】宋·曹辅《唐颜文忠公新庙记》

( 见《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百七) :

“大义凛然 , 奋裾首倡。”

【例句】诱降者见他说的话 ～, 口气坚

决 , 便不再劝阻了。

【近义】正义凛然

大义灭亲
【注音】dàyìmièqīn

【释义】指为了维护正义, 对犯罪的亲

属不徇私情 , 使其受到法律的制裁。

【出处】唐·房玄龄等《晋书·宣王

传》: “赵王凶逆 , 天下当共讨之 , 大义

灭亲 , 古之明典。”

【典故】春秋时期, 州吁在奸人石厚的

帮助下 , 弑杀了他的兄长卫桓公, 自

立为国君 , 接着, 又四处用兵, 大兴土

木 , 增加赋税 , 弄得卫国民不潦生朝

野上下一派怨恨之声。

有几个正直的大臣暗中商议 , 到周

天子那里揭露州吁弑君篡位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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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州吁的耳中, 他感到很紧

张 , 担心周天子的干预。他与石厚商

讨对策。石厚说 : “我父亲石石昔在国

内威望很高, 我们若能得到他的帮

助 , 事情会好办很多。”

州吁听罢说 : “既是这样, 你立即

回家向你父亲求教 , 请他帮助我们摆

脱困境。”

石石昔对州吁杀君自立的行为十分

不满 , 但没办法制止 , 只好告老还家。

在家里 , 他每天都思索对付州吁的办

法。这天 , 他的儿子石厚回来, 向他

转达州吁的意思。石石昔立即想出了

惩办州吁的办法。他对儿子说: “现

在国人对州吁不满 , 就是因为他的地

位没有得到合法的确认。只要周天

子承认州吁为卫国国君 , 问题就迎刃

而解了。”

石厚说 : “我们怎么办才能让周天

子承认州吁为国君?”

石石昔说 : “陈国国君陈桓公很得周

天子的信任 , 他的意见对周天子很有

影响。你和州吁一道去请陈桓公帮

忙 , 只要他不拒绝, 问题就会顺利解

决。”

石厚认为这个办法很好, 立即向

州吁报告 , 州吁让石厚备办礼物, 做

好到陈国的准备。

石石昔等石厚离开后, 火速给陈桓

公写了一封信 , 信中揭露了州吁和石

厚弑君作乱的罪行, 并建议 , 由陈桓

公杀掉州吁和石厚 , 为卫国除奸。

州吁和石厚带着贵重礼物来到陈

国 , 立即被陈桓公逮捕扣押起来, 并

派人通知卫国。卫国派大夫宰丑来

到陈国 , 宣布州吁的罪行, 立即明正

典刑。宰丑考虑石厚是石石昔的独生

子 , 准备免去死刑 , 从轻处理。石石昔
听说后反对宰丑的处理决定, 他说:

“像石厚这样不忠不义的乱臣留下来

必定后患无穷。”他命令家臣赶赴陈

国把儿子石厚就地正法。

卫国人听说这件事 , 都一致拍手称

赞说 : “石石昔真是大义灭亲啊。”

【例句】当她知道丈夫干的是贩毒勾

当 , 便决定 ～, 向公安局报案。

【反义】里通外国

大有可为
【注音】dàyǒu kěwéi

【释义】指事情很有发展前途, 值得一

做。

【例句】我国农业的发展前途 ～。

大有人在
【注音】dàyǒu rén zài

【释义】指某一类人为数很多。

【出处】鲁迅《书信集·致李秉中》: “出

面的虽是章士钊 , 其实黑幕中大有人

在。”

【例句】在毕业生中, 愿意到基层去工

作的 ～。

【反义】寥寥无几  屈指可数

大有作为
【注音】dàyǒu zuòwéi

【释义】能充分发挥才干, 做出很大的

成绩。

【出处】《孟子·公孙丑下》: “故将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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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之君 , 必有所不召之臣, 欲有谋焉

则就之。”

【例句】大学生到基层去工作 , ～。

【近义】大展宏图  奋发有为

【反义】庸庸碌碌  一无所成  无所作

为

大雨滂沱
【注音】dàyǔpānɡtuó

【释义】滂沱: 下大雨的样子。形容雨

下得很大。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二十八

回 : “行了数日 , 忽值大雨滂沱。”

【例句】忽然狂风呼啸, ～, 河水陡涨,

漫过堤岸。

【近义】大雨倾盆

【反义】雨过天晴

大雨如注
【注音】dàyǔrúzhù

【释义】注 : 灌入。形容雨下得特别大,

像往下灌似的。

【例句】近日来 ～, 河水的水位迅速上

涨。

【近义】滂沱大雨  倾盆大雨

【反义】毛毛细雨

大展宏图
【注音】dàzhǎn hónɡtú

【释义】宏图 : 宏伟的蓝图 , 比喻宏伟的

计划、理想。大力展开宏伟的蓝图。

比喻放手实现宏伟的计划和远大的

理想。

【例句】我们的总经理是一位胸怀远

大、知人善任的企业家 , 在他的手下,

所有有能力的人都可以 ～。也作“大

展鸿图”。

【近义】大显身手  大有作为

【反义】一事无成  无所作为

大展经纶
【注音】dàzhǎn jīnɡlún

【释义】经纶 : 理出丝绪叫经 , 编丝成绳

叫纶 , 统称经纶, 引申为处理国家大

事 , 也指政治才能。指筹划治理国家

大事 , 政治才能得到大力施展。

【例句】近年来 , 一大批的博士生走上

管理岗位 , ～。

【近义】大有作为

【反义】不露锋芒

大张旗鼓
【注音】dàzhānɡqíɡǔ

【释义】大规模地摆开阵势 , 摇旗擂鼓。

比喻声势或规模很大。

【出处】清·张春帆《宦海》九回 : “李参

戎带这些人陆续出了镇南关, 便大张

旗鼓 , 排齐队伍, 浩浩荡荡地向前进

发。”

【例句】对于先进人物、先进事迹 , 就是

要 ～地进行宣传。

【近义】声势浩大  轰轰烈烈

【反义】偃旗息鼓

大智大勇
【注音】dàzhìdàyǒnɡ

【释义】指非凡的才智和勇气。

【例句】武警战士以他们的 ～, 终于把

逃犯缉拿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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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如愚
【注音】dàzhìrúyú

【释义】才智高的人, 表面看起来好像

显得愚笨。指真正聪明的人不炫耀

自己。

【出处】宋·苏轼《贺欧阳修致仕启》:

“大勇若怯 , 大智如愚。”

【例句】他不善交际, ～, 比起夸夸其谈

之辈 , 强过百倍。

【近义】不露锋芒  深藏若虚

【反义】匹夫之勇  蒙昧无知

大做文章
【注音】dàzuòwén zhānɡ

【释义】在某些事情上借题发挥或横生

枝节 , 以扩大事态 , 从而达到目的。

【例句】学校在处理这个问题时, 总是

有人 ～。

【反义】光明磊落

dɑi

呆若木鸡
【注音】dāi ruòmùjī

【释义】呆 : 痴呆。痴呆地像只木头制

成的鸡。形容呆笨或因恐惧、惊讶而

发愣的样子。

【出处】曹禺《日出》二幕: “( 黄三省)

呆若木鸡 , 低得几乎听不见声音。”

【例句】这个罪犯刚才还气焰嚣张, 现

在一见到我们出示的证据, 顿时 ～,

半天说不出话来。

【近义】目瞪口呆  瞠目结舌

呆头呆脑
【注音】dāi tóu dāi nǎo

【释义】形容傻乎乎的或迟钝的样子。

【例句】别看他好像 ～似的, 可他的脑

子并不笨。

【反义】天真烂漫  生龙活虎

待价而沽
【注音】dài jiàér ɡū

【释义】沽 : 卖。等待好价钱时才卖出

去。比喻某些人等待好的待遇或条

件才肯行动。

【出处】《论语·子罕》: “沽之哉! 沽之

哉! 我待贾( 价) 者也! ”

【例句】他把这块玉石看作无价之宝,

当然 ～了。

【近义】奇货可居  囤积居奇

【反义】平价出售

待人接物
【注音】dài rén jiēwù

【释义】以对待与应接各种人与事物。

指与他人交往相处。

【出处】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教

以顺于接物 , 推贤进士为务。”

【例句】他在事业上有这么大的成就,

～的方法、态度诚恳是成功的原因之

一。

【近义】立身处世

【辨析】“物”不可理解为“事物”。

待时而动
【注音】dài shíér dònɡ

【释义】等待合适的时机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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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周易·系辞下》: “君子藏器于

身 , 待时而动。”

【例句】在目前不利的情况下, 我军该

暂时退却 , ～, 以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反义】迫不及待

戴罪立功
【注音】dài zuìlìɡōnɡ

【释义】戴 : 头上顶着。以有罪之身立

功劳。

【出处】《明史·马芳传》: “帝令察�=堪

办贼 , 许戴罪图功。”

【例句】我们希望那些犯过罪的人能够

～。

dɑn

担惊受怕
【注音】dān jīnɡshòu pà

【释义】既惊恐又害怕。

【出处】元·无名氏《盆儿鬼》三折 : “归

时犹未夕阳低 , 怎教俺担惊受怕着昏

迷。”

【例句】他初上夜班, 一路上总有 ～的

感觉 , 直到进了工厂大门才心安。

【近义】提心吊胆  胆战心惊

单刀直入
【注音】dān dāo zhírù

【释义】单刀: 短柄长刀。用短柄长刀

径直刺入。原指认定目标 , 勇猛前

进。后比喻直截了当 , 不绕弯子。

【出处】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

十二·庐洲澄心院旻德和尚》: “若是

作家战将 , 便请单刀直入, 更莫如何 ,

若何。”

【例句】我见了经理, 就 ～说: “从明天

起 , 我辞职了。”

【近义】直截了当  开门见山  一针见

血

【反义】拐弯抹角  支吾其词  含糊其

辞

单枪匹马
【注音】dān qiānɡpǐmǎ

【释义】一杆枪一匹马。原指作战时单

身上阵 , 冒险直进。后泛指独自一

人。

【出处】五代·楚·汪遵《乌江》诗 : “兵

散弓残挫虎威 , 单枪匹马突重围。”

【例句】杨子荣深入虎穴 , ～, 智斗座山

雕。

【近义】孤家寡人  孤军奋战

【反义】人多势众  群策群力

殚精竭虑
【注音】dān jīnɡjiélǜ

【释义】殚、竭 : 尽。精: 精力。虑: 考

虑、思考。用完精力 , 费尽心思。

【出处】唐·白居易《策林一·策头》:

“殚思竭虑 , 以尽微臣献言之道乎! ”

【例句】这本大部头著作, 是作者花费

大半生光阴 , ～写成的。

【近义】处心积虑  尽心竭力

箪食瓢饮
【注音】dān s ìpiáo yǐn

【释义】即“一箪食, 一瓢饮”。古代指

贫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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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论语·雍也》: “一箪食, 一瓢

饮 , 在陋巷 , 人不堪其忧 , 回( 颜回) 也

不改其乐。贤哉! 回也。”

【例句】虽然他过的是 ～的简朴生活,

但他却自得其乐, 感到生活很幸福。

【近义】朝齑暮盐  粗茶淡饭  食不重

味

【反义】山珍海味  钟鸣鼎食

胆大包天
【注音】dǎn dàbāo tiān

【释义】包 : 包容。形容胆子很大。多

用于贬义。

【出处】清·杨潮观《吟风阁杂剧·黄

石婆授计逃关》: “你还不知 , 那张良,

身长一丈 , 腰大十围 , 虎背熊肩 , 铜头

铁额 , 有万夫不当之勇, 因此上胆大

包天 , 一铁锤 , 几乎把秦王断送。”

【例句】二郎神怒斥孙悟空: 你偷吃了

王母的蟠桃 , 真是 ～。

【近义】无所畏惧  胆大如斗

【反义】胆小如鼠  胆小怕事

【辨析】～和“狗胆包天”都形容子极

大 , 常可换用。但“狗胆包天”的语气

比 ～重 , 多用于骂人 ; 通常批评 , 指责

人时 , 宜用 ～。

胆大妄为
【注音】dǎn dàwànɡwéi

【释义】妄为: 乱干, 乱来。胆子很大,

违反常规。形容胡作非为 , 无所顾

忌。

【出处】清·曾朴《孽海花》十回 : “这种

人要在敝国 , 是早已明正典刑, 哪里

容他们如此胆大妄为呢。”

【例句】他在公司里之所以这么 ～, 是

依仗他跟经理的连襟关系。

【近义】明目张胆  恣意妄为

【反义】小心翼翼  谨言慎行

胆大心细
【注音】dǎn dàxīn xì

【释义】行事果敢而思考严谨、周密。

形容有勇有谋。

【出处】五代( 后晋 ) 刘�!等《旧唐书·

孙思邈传》: “胆欲大而心欲小, 智欲

圆而行欲方。”

【例句】此次执行飞行任务 , 一定要 ～,

平安返回。

【近义】有勇有谋

【反义】有勇无谋

胆小怕事
【注音】dǎn xiǎo pàshì

【释义】胆子非常小, 怕招惹是非。

【例句】～的人 , 永远办不成大事。

【近义】胆小如鼠

【反义】胆大包天

胆小如鼠
【注音】dǎn xiǎo rús hǔ

【释义】胆子小得像老鼠一样。形容胆

小怕事。

【出处】北齐·魏收《魏书·元天赐

传》: “( 元庆和 ) 为萧衍将所攻, 举城

降之 , 衍以为北道总督、魏王; 至项

城 , 朝廷出师讨之, 望风退走。衍责

之曰 : ‘言同百舌 , 胆若鼷鼠。’”

【例句】小李这人 ～, 别说叫他守夜 , 就

是白天他也不敢看守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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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胆小怕事

【反义】胆大包天  胆大如斗  无所畏

惧

胆战心惊
【注音】dǎn zhàn xīn jīnɡ

【释义】战 : 发抖 , 打哆�。形容害怕到

了极点。

【出处】元·李文蔚《圯桥进履》第一

折 : “唬的我胆战心惊魂魄消。”

【例句】敌人被解放军吓得 ～, 闻风而

逃。

淡而无味
【注音】dàn ér wúwèi

【释义】原指食物味道淡。后比喻说

话、写文章内容平淡。

【出处】《老子》三十五章: “道之出口,

淡乎其无味。”

【例句】这篇稿件质量平平 , 内容 ～, 语

言也不够精练 , 没有发表的价值。

【近义】平淡无奇

淡泊明志
【注音】dàn bómínɡzhì

【释义】淡泊: 不追求名利。明: 显示,

明白。不追求名利 , 过宁静俭朴的生

活以表明自己的志向情趣。

【出处】《淮南子·主术训》: “非澹薄无

以明德 , 非宁静无以致远。”

【例句】他从不计较功名利禄 , ～, 潜心

于科学事业。

弹尽粮绝
【注音】dàn jìn liánɡjué

【释义】弹药用尽, 粮食吃光。形容处

境危险困窘。

【例句】深入敌后的一支小分队 , ～, 陷

入了困境。

【辨析】～和“山穷水尽”相比 : “山穷水

尽”还形容环境恶劣 ; 而 ～无此意。

弹丸之地
【注音】dàn wán zhīdì

【释义】弹丸 : 弹弓发射所用的泥丸、石

丸、铁丸等。像弹丸那样狭小的地

方。比喻地方极为狭小。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赵策三》:

“此弹丸之地 , 犹不予也 , 令秦来年复

攻 , 王得无割其内而媾乎?”

【例句】那小岛不过是 ～, 我可不愿将

工厂设在那里。

【近义】立锥之地  一隅之地  尺寸之

地

弹无虚发
【注音】dàn wúxūfā

【释义】虚 : 空。每一发子弹都命中目

标。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二十六

回 : “弓弦响处 , 那弹子如雨点一般打

将出去 , 真是: ‘弹无虚发’, 每发一

弹 , 岸上即倒一人。”

【例句】小高是全连有名的神枪手 , ～。

【近义】百步穿杨  百发百中  箭不虚

发

dɑn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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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断不断
【注音】dānɡduàn bùduàn

【释义】应该决断时不能当机立断。形

容犹豫不决 , 错失良机。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齐悼惠王

世家》: “当断不断 , 反受其乱( 祸) 。”

【例句】在需要及时而明确地作出重要

决定的时候 , 却瞻前顾后 , ～, 后果不

堪设想。

【近义】优柔寡断

【反义】当机立断

当机立断
【注音】dānɡjīlìduàn

【释义】当 : 正在, 正当。机 : 时机。在

适当时机果断作出决断。

【出处】茅盾《清明前后》三幕 : “对于更

新厂 , 您总得当机立断 , 决定个办法;

总不能这样拖着。”

【例句】巴士在下斜坡时煞车失灵, 司

机 ～, 毅然把车驶上沙堆, 才脱离险

境。

【近义】不失时机  毅然决然

【反义】优柔寡断  迟疑不决  从长计

议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注音】dānɡ jú zhěmí, pánɡɡuān

zhěqīnɡ

【释义】原指下棋的人没能看到整个棋

局的动向, 而旁观的人却看得很清

楚。后泛指当事人往往主观片面 , 而

旁人却很清楚明白。

【出处】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

元澹传》: “当局称迷 , 旁观必审( 看得

清楚) , 何所谓疑而不申列?”

【例句】古话说“～”, 他这个局外人的

意见倒是很值得考虑的。

当仁不让
【注音】dānɡrén bùrànɡ

【释义】当 : 面对。仁 : 合乎道义的事。

而对合手道义的事就积极主动地去

做 , 毫不退让。

【出处】《论语·卫灵公》: “当仁不让于

师。”

【例句】社会各界发起的“希望工程”捐

款活动 , 我 ～, 把存款全部捐献了出

去。

【近义】义无反顾  责有攸归  责无旁

贷

【反义】敬谢不敏  临难苟免

当头棒喝
【注音】dānɡtóu bànɡhè

【释义】原指佛教禅宗和尚接待初来学

佛的人 , 常不问情由, 用棒一击或大

喝一声 , 使之从迷妄中猛醒, 以促其

领悟。后用以比喻催人醒悟的警告 ,

或突如其来的打击。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临济

义玄禅师》: “师问洛浦: ‘从上来, 一

人引棒, 一人行喝, 阿那个亲?’曰 :

‘总不亲。’师曰 : ‘亲处作么生?’浦便

喝 , 师乃打。”

【例句】这一突发事故无异 ～, 给大家

敲响了警钟。

【近义】当头一棒

·081· dānɡ 当



 D

当家作主
【注音】dānɡjiāzuòzhǔ

【释义】作了家庭的主人。比喻对于分

内的事务挑重担 , 尽心负责。也比喻

人民有权力 , 有义务参加治理国家大

事。

【例句】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 人民

才能 ～。

当务之急
【注音】dānɡwùzhījí

【释义】指当前急需去做的事。

【出处】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

“人人各有当务之急。”

【例句】发展市场经济, 提高全国人民

的生活水平 , 这是我们的 ～。

【近义】燃眉之急  迫在眉睫

【反义】不急之务

当世无双
【注音】dānɡshìwúshuānɡ

【释义】当前世上没有能相比的。无

双 , 没有两个 , 意即只有一个。

【出处】宋·欧阳修《卖油翁》: “陈康肃

公尧咨善射 , 当世无双, 公亦以此自

矜。”

【例句】乐山大佛 ～。

【近义】举世无双

【反义】无独有偶

当之有愧
【注音】dānɡzhīyǒu kuì

【释义】担当不起某种称号或荣誉, 感

到惭愧。

【例句】同志们称他是“名士风度”、“不

修边幅”, 溢美之词 ～, 不过他倒真是

钻在自己的外国文学研究中, 无暇他

顾。

【近义】愧不敢当

【反义】理所应当

当之无愧
【注音】dānɡzhīwúkuì

【释义】当 : 接受, 承受。接受某种荣誉

或奖励名实相符 , 毫不惭愧。

【出处】宋·欧阳修《回丁判官书》: “夫

人有厚己而自如者 , 恃其中有所以当

之而不愧也。”

【例句】全国劳动模范这一光荣称号,

时传祥 ～。

【反义】当之有愧

党同伐异
【注音】dānɡtónɡfáyì

【释义】党 : 偏袒。伐: 排斥, 打击。偏

袒与自己派别相同的 , 攻击与自己派

别不同的。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党

锢传序》: “至有石渠分争之论, 党同

伐异之说 , 守文之徒盛于时矣。”

【例句】学术上有不同见解, 应当允许

百家争鸣。不能唯我独尊, 更不能

～。

【近义】诛锄异己  排除异己

荡然无存
【注音】dànɡrán wúcún

【释义】荡然: 空无所有的样子。空空

荡荡什么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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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为梁武帝集坟籍令》: “近灾起

柏梁 , 遂延渠阁, 青编素简, 一同煨

烬 , 湘囊� , 荡然无余。”

【例句】蝗虫铺天盖地而来, 田里丰收

在望的庄稼一下子全都 ～了。

【近义】一干二净

【反义】岿然独存

dɑo

刀耕火种
【注音】dāo ɡēnɡhuǒzhònɡ

【释义】用刀砍伐草木 , 用火烧去草木,

拿草木灰做肥料 , 就地下种。指原始

的耕作技术。

【出处】宋·魏了翁《敷文阁直学士赠

通议大夫吴公行状》: “以鄙小县, 刀

耕火种裁自给 , 而输缗四万余。”

【例句】我们终于告别了 ～, 翻开了农

业技术革命新的一页。

【辨析】“种”不可读作“zhǒnɡ”。

刀光剑影
【注音】dāo ɡuānɡjiàn yǐnɡ

【释义】刀剑的光影。形容激烈的厮杀

搏斗场面或杀气腾腾的气势。

【出处】南朝·梁·吴筠《战城南四

首》: “剑光挥夜电 , 马汗昼夜泥。”

【例句】双方 ～, 一时打得难分难解 , 不

分胜负。

刀枪入库
【注音】dāo qiānɡrùkù

【释义】把所有的武器都放进库房储存

起来。表示不再使用武力, 恢复和

平。

【例句】我们忠心希望有战争和纠纷的

国家 , 能尽弃前嫌 , ～, 和平相处。

【近义】马放南山

【反义】磨刀霍霍

刀山火海
【注音】dāo s hān huǒhǎi

【释义】比喻极其艰险的地方。

【例句】～无所惧 , 艰难困苦炼英雄。

倒海翻江
【注音】dǎo hǎi fān jiānɡ

【释义】倒 : 倾倒。形容波涛汹涌 , 水势

浩大。比喻威力或声势大。

【出处】宋·陆游《夜宿阳山矶》: “五更

颠风吹急雨 , 倒海翻江洗残暑。”

【例句】渡江之后, 部队以 ～之势 , 迅速

向南方挺进。

【近义】排山倒海  搅海翻江

倒打一耙
【注音】dào dǎyīpá

【释义】倒 : 反过来。现用以比喻有错

不但不接受意见, 反而指责、诬赖对

方。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中, 猪八

戒使用的兵器为钉耙 , 他常用倒打一

耙的战术打败对手。

【例句】那件事明明是他干的, 他不但

不认错 , 反而 ～, 把罪责推到别人身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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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背如流
【注音】dào bèi rúliú

【释义】如流: 像流水一样。背诵得极

好 , 极流利。

【例句】小红学习很认真, 几乎每篇语

文课文她都能 ～。

倒行逆施
【注音】dào xínɡnìs hī

【释义】做违反常规或违背历史潮流的

事。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伍子胥列

传》: 伍子胥为父兄报仇 , 引吴国军队

进攻楚国 , 掘了楚平王的墓, 鞭尸三

百 , 申包胥责备做得太过分了 , 他说:

“吾日暮涂 ( 途 ) 远 , 吾故倒行而逆施

之。”

【例句】 �四人帮”～, 最终被送上了历

史的审判台。

【近义】逆天悖理

【反义】循规蹈矩  规行矩步

倒载干戈
【注音】dào zài ɡān ɡē

【释义】倒载 : 把锋刃向里装存起来 , 即

倒插 , 倒放着 ; 干戈: 兵器。把兵器的

锋刃向里装存起来。指停止战争不

再作战 , 天下太平。

【出处】《礼记·乐记》: “倒载干戈, 包

之以虎皮 , 将帅之士 , 使为诸侯 , 名之

曰建橐 , 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

也。”

【例句】我们希望 ～, 实现世界和平。

【近义】马放南山

【反义】兵戎相见

盗名窃誉
【注音】dào mínɡqièyù

【释义】靠不正当手段窃取名誉。

【例句】那种 ～的行为 , 实在卑鄙。

【近义】欺世盗名  沽名钓誉

道不同不相为谋
【注 音】dào bù tónɡ bù xiānɡ wéi

móu

【释义】道 : 主张、信仰。谋: 商议, 谋

划。主张或信仰不同的人不用互相

商议、谋划事情。

【出处】《论语·卫灵公》: “道不同, 不

相为谋。”

【例句】所谓“～”, 我和你不是一路的

人。

道不拾遗
【注音】dào bùshíyí

【释义】遗 : 丢失的东西。东西掉在路

上没有人捡走, 据为己有。形容社会

风气很好。

【出处】《韩非子·内储说下》: “仲尼为

政于鲁 , 道不拾遗 , 齐景公患之。”

【例句】人人称赞 ～, 夜不闭户的良好

社会风气。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注 音】dào ɡāo yīchǐ, móɡāo yī

zhànɡ

【释义】原为佛家用语。“道”指道行、

正气 , “魔”指魔障、邪气。用来告诫

修行的人要警惕外界的诱惑, 因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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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达到每一个阶段 , 都会受到魔障的

干扰破坏而可能前功尽弃。后多用

以比喻一方胜过另一方。

【例句】 �～”, 看来姜还是老的辣啊!

【近义】略高一筹

道路以目
【注音】dào lùyǐmù

【释义】以目: 用眼光示意。在路上相

遇 , 不敢互相交谈, 只能彼此用眼光

示意。形容反动统治暴虐, 社会上没

有言论自由。

【出处】《国语·周语上》: “国人莫敢

言 , 道路以目。”

【例句】在反动派统治下 , 同志们见了,

只能是 ～。

【近义】万马齐�

道貌岸然
【注音】dào mào àn rán

【释义】道貌: 严肃正经的外表面貌。

岸然 : 庄重的样子。形容神态庄重,

一本正经。现多用于故作正经表里

不一的伪君子。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一百零四回 : “因看见端甫道貌

岸然 , 不敢造次。”

【例句】像他这种 ～的伪君子, 不足以

信。

【近义】一本正经

【反义】嬉皮笑脸

道听途说
【注音】dào tīnɡtúshuō

【释义】从路上听来的话, 在路上就传

播给别人。指没有根据的传闻。

【出处】《论语 ·阳货》: “道听而涂

( 途) 说 , 德之弃也。”

【例句】任何事情都要用脑筋好好想一

想 , ～的东西切不可信以为真。

【近义】海外奇谈  以耳代目

【反义】真知灼见

【辨析】～和“捕风捉影”相比: ～强调

的是传闻没根据 ; 而“捕风捉影”强调

去找那些无根据的传闻。

de

得不偿失
【注音】débùchánɡs hī

【释义】偿 : 补偿。得到的不能补偿失

去的。

【出处】宋·苏轼《和子由除日见寄》:

“感时�事变 , 所得不偿失。”

【例句】毁林种地必定会 ～。

【近义】贪小失大  以珠弹雀  因小失

大

【反义】亡羊得牛  抛砖引玉  以蚓投

鱼

【辨析】～和“刀头舔蜜”相比 : “刀头舔

蜜”还有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干某事之

意 ; 而 ～无此意。

得其所哉
【注音】déqísuǒzāi

【释义】得到了合适的地方 ( 所 : 所处,

哉 : 语气词) 。

【出处】《孟子·万章上》: “昔者有馈生

鱼于郑子产 , 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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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烹之 , 反命曰 : ‘始啥之, ��焉 ; 少

则洋洋焉 , 攸然而逝。’子产曰 : ‘得其

所哉! 得其所哉! ’”

【例句】毕业生都分配到了能发挥各自

专长的工作 , 真是 ～。

【近义】各得其所

得寸进尺
【注音】décùn jìn chǐ

【释义】得到一寸还想再进一尺。常比

喻贪得无厌。

【出处】《老子·道德经》: “不敢进寸而

退尺。”

【例句】对他这人一步也不能让, 他常

常 ～, 贪得无厌。

【近义】得陇望蜀  贪得无厌

【反义】知足不辱  适可而止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注音】dédào duōzhù, s hīdào ɡuǎ

zhù

【释义】道 : 道义, 正义。符合道义, 就

会得到众多人的帮助; 违背道义, 就

得不到别人的赞助 , 陷于孤立。

【出处】《孟子·公孙丑下》: “得道者多

助 , 失道者寡助。”

【例句】老张是个大公无私的人 , ～, 大

家都支持他当厂长。

得过且过
【注音】déɡuòqiěɡuò

【释义】且 : 暂且, 苟且。能过得下去,

就暂且过下去。本指只要能活下去,

就别无所求。后指胸无大志 , 苟且度

日。也指办事马虎 , 敷衍塞责。

【出处】明·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五

·寒号虫》: “名寒号虫⋯⋯比至深冬

严寒之际 , 毛羽脱落, 索然如籇( ɡòu,

初生的小鸟) 雏 , 遂自鸣曰: “得过且

过。’”

【典故】传说 , 古时候有一种鸟叫寒号

鸟 , 夏天的时候全身长满漂亮的羽

毛 , 有红的、黄的、绿的 , 还闪着光呢。

它整天得意洋洋地叫 : “凤凰不如我!

凤凰不如我! ”到了秋天 , 别的鸟都准

备过冬的粮食, 可它还吱吱喳喳乱

叫 , 别的鸟就好心地劝它 : “快挖个树

洞 , 把过冬的粮食准备好吧。”可它不

听 , 认为秋天刚开始 , 离冬天还远呢。

等冬天来了 , 鸟都躲在洞里, 吃准备

好的食物。只有寒号鸟, 找不着树

洞 , 也没吃的 , 天冷得把它的羽毛都

冻掉了。它缩着脖子躲在树根旁边 ,

拾雪里的草籽吃 , 边吃边哆� : “得过

且过 , 得过⋯⋯且过 , ⋯⋯”后来就冻

死了。

【例句】他对什么事都心灰意冷, ～地

度日。

【近义】敷衍塞责  敷衍了事

【反义】精益求精  奋发图强

得陇望蜀
【注音】délǒnɡwànɡs hǔ

【释义】陇 : 古代地名 , 约在当今甘肃省

东部 ; 蜀: 古代地名 , 约在当今四川省

中西部。得到一处还想再得一处。

比喻得寸进尺、贪心不足。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岑

彭传》里说 , 东汉初年 , 隗嚣和公孙述

分别占据着陇地和蜀地 , 刘秀派岑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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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带兵攻打隗嚣的西城和上絡两地,

并在给岑彭的信中说 : “两城若下 , ⋯

既平陇 , 复望蜀。”

【例句】人只要上了赌桌, 就是输了也

想捞个够本 , 赢了又 ～, 哪里还割舍

得开。

【近义】得寸进尺  贪得无厌

【反义】知足不辱

得天独厚
【注音】détiān dúhòu

【释义】天 : 天然。厚 : 优厚, 优越。具

有特殊的优越的天然条件。

【出处】清·洪亮吉《北法诗话》卷二:

“辛酉年三月十五日在舍间看牡丹

诗 : ‘得天独厚开盈尺 , 与月同园到十

分。’”

【例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地

方 , 只有满山林木还可以称得上是

～。

【近义】近水楼台先得月

【辨析】“厚”不可理解为“薄厚”的

“厚”。

得心应手
【注音】déxīn yìnɡshǒu

【释义】心里怎么想, 手就能怎么做。

形容技艺纯熟 , 做事如意顺手。

【出处】《庄子·天道》: “不徐不疾, 得

之于手而应之于心, 口不能言, 有数

存焉于其间。”

【例句】老王动笔不行 , 干木工活却 ～。

【近义】随心所欲  挥洒自如

得意忘形
【注音】déyìwànɡxínɡ

【释义】形 : 形骸, 指自身的存在。原指

有所领悟的时候 , 连自己的存在也忘

记了。后形容高兴得失去常态 , 忘乎

所以。

【出处】唐·房玄龄等《晋书·阮籍

传》: “当其得意 , 忽忘形骸。”

【例句】他听说自己中了头奖 , 一时 ～,

竟然摔断了腿。

【近义】忘乎所以  趾高气扬

【反义】垂头丧气

得意门生
【注音】déyìmén s hēnɡ

【释义】最受老师欣赏的学生。门生:

古代亲授业的弟子或科举中试者对

座师的自称。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 “他虽

和咱们满洲汉军隔旗 , 却是我第一个

得意门生。”

【例句】他是王老师的 ～。

得意忘言
【注音】déyìwànɡyán

【释义】 �语言是表达意思的) 意思得到

了 , 就不必记住言辞了。现多指彼此

默契 , 心照不宣。

【出处】明·杨慎《洞天玄记》: “迷方者

执文泥象 , 知音者得意忘言。”

【例句】他们在工作上配合得特别好,

总是 ～。

【近义】心照不宣

【反义】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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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鱼忘筌
【注音】déyúwànɡquán

【释义】捕得鱼后, 忘了捕鱼的竹器。

比喻达到目的之后 , 就忘记了原来的

凭借。

【出处】《庄子·外物》: “筌者所以在

鱼 , 得鱼而忘筌 ; 蹄者所以在兔 , 得兔

而忘蹄; 言者所以在意 , 得意而妄

言。”

【例句】人活一世, 应牢记父母的养育

之情 , 而不可忘恩负义 , ～。

【近义】卸磨杀驴

【反义】饮水思源

得意洋洋
【注音】déyìyánɡyánɡ

【释义】洋洋: 得意的样子。形容称心

如意而高兴、兴奋的神情。

【出处】《史记·管晏列传》: “其夫为相

御 , 拥大盖 , 策驷马, 意气扬扬, 甚自

得也。”

【例句】瞧小刚进门时那 ～的神态, 妈

妈就知道他们班在今天的足球赛准

是赢了。

【反义】灰心丧气  垂头丧气

德才兼备
【注音】décái jiān bèi

【释义】德 : 品德。才 : 才能。兼备 : 都

具备。指既有好的思想品德 , 又具有

才能。

【出处】宋·许月卿《先天集·入邑道

中三首》: “天涵地育王公旦, 德备才

全范仲淹。”

【例句】应该把那些 ～的年轻人提拔到

领导岗位上来。

【近义】品学兼优

德高望重
【注音】déɡāo wànɡzhònɡ

【释义】望 : 声望 , 威望。品德高尚, 很

有声望。多用以称颂年老而有名望

的人。

【出处】曹愚《王昭君》三幕: “我们家德

高望重 , 呼韩邪单于保护我们、信任

我们。”

【例句】李老 ～, 今日被选为政协主席 ,

可说是众望所归了。

【近义】年高德劭  资深望重  德隆望

尊

【反义】德薄能鲜

德隆望尊
【注音】délónɡwànɡzūn

【释义】隆 : 崇高, 深厚。意义和“德高

望重”相同。

【出处】明·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先

达德隆望尊 , 门人弟子填其室, 未尝

稍降辞色。”

【例句】我的爷爷是位 ～的革命老人。

denɡ

灯红酒绿
【注音】dēnɡhónɡjiǔlǜ

【释义】灯光与酒色, 红绿相映。形容

骄奢淫逸的生活 , 也形容娱乐场所的

繁华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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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清·吴趼人《近二十年目睹之

怪现状》: “一时管弦�杂 , 钏动钗飞,

纸醉金迷 , 灯红酒绿 , 直到九点多钟,

方才散席。”

【例句】他的少年时代是在 ～的浮华生

活中度过的。

【近义】花天酒地  纸醉金迷  醉生梦

死

【反义】艰难竭蹶  艰难困苦

【辨析】～和“纸醉金迷”都形容奢侈糜

烂的生活。区别在于 : ～偏重于“腐

朽、糜烂”; “纸醉金迷”偏重于“豪华、

奢侈”。

灯火辉煌
【注音】dēnɡhuǒhuīhuánɡ

【释义】灯火灿烂 , 形容一片热闹景象。

【出处】明·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二十

二卷 : “理宗皇帝游苑, 登凤凰山, 至

夜望见西湖灯火辉煌 , 一片光明。”

【例句】国庆夜晚的北京 ～。

登峰造极
【注音】dēnɡfēnɡzào jí

【释义】登 : 攀登。造 : 到达。极 : 最高

点。登山到达最高峰。比喻学问、技

艺等达到极高的境界。

【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文学》: “简文云 : ‘不知便可登峰造

极。不然 , 陶练之功 , 尚不可诬。’”

【例句】王教授对力学的研究, 已达到

～的地步。

【近义】无以复加  至高无上

【反义】不学无术

登堂入室
【注音】dēnɡtánɡrùshì

【释义】堂 : 古代宫室的前厅; 室 : 古代

宫室的后屋。登上厅堂, 再进入内

室。比喻学问或技能由浅入深 , 循序

渐进 , 达到了高深的地步。

【出处】《论语·先进》: “( 仲) 由也升

堂矣 , 未入于室也。”

【例句】小王刚步入这门学科的研究领

域 , 还远未 ～。

【反义】浅尝辄止

等而下之
【注音】děnɡér xiàzhī

【释义】等 : 等级。由这一等级起 , 越往

下越差。比喻逐渐降低或下降。

【例句】好的尚且如此, ～的就可想而

知了。

【近义】每况愈下

等量齐观
【注音】děnɡliànɡqíɡuān

【释义】同等地衡量、看待。

【出处】清·况周颐《惠风词话》: “⋯⋯

托雨露而成润, 意境可以稍变, 然而

乌可等量齐观也。”

【例句】这么一大堆事, 必然有个主次

轻重 , 岂可 ～, 混为一谈。

【近义】相提并论  一视同仁  一概而

论

【反义】厚此薄彼

等米下锅
【注音】děnɡmǐxiàɡu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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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形容生活窘迫, 急需钱粮。现

也形容生产中缺乏某种原材料 , 或形

容不积极创造条件 , 消极等待。

【例句】他们靠勤劳的双手摆脱了 ～的

窘况。

【反义】丰衣足食

等闲视之
【注音】děnɡxián shìzhī

【释义】等闲 : 平常 , 普通。把它看得很

平常。指瞧不起 , 不重视。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九十五

回 : “汝勿以等闲视之 , 失吾大事。”

【例句】如果对这类错误 ～, 不及时煞

住 , 它很快就会泛滥成灾。

【近义】掉以轻心  漠然置之

【反义】另相看待  刮目相看

di

低三下四
【注音】dīsān xiàsì

【释义】卑躬屈膝 , 谄媚讨好。

【出处】清·孔尚任《桃花扇》: “您嫌这

里乱鬼当家别处寻主 , 只怕到那里低

三下四还干旧营生。”

【例句】为了生活, 他不得不 ～地到处

求人。

【近义】低声下气  低首下心

【反义】高人一等  趾高气扬

低声下气
【注音】dīshēnɡx iàqì

【释义】压低声音, 降低语调。形容说

话卑微恭顺。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三

十 : “房德被抢白了这两句, 满面羞

惭 , 事在无奈 , 只得老着脸 , 低声下气

道⋯⋯。”

【例句】为生活所迫, 他不得不 ～听从

那气焰逼人的老板指使。

【近义】低三下四

【反义】趾高气扬  呼幺喝六  高人一

等

滴水不漏
【注音】dīshuǐbùlòu

【释义】一滴水也不泄漏。形容说话做

事十分周密 , 毫无破绽。

【出处】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

七 : “又要说得极密处无缝罅 , 盛水不

漏。”

【例句】阿庆嫂真不愧为开茶馆的, 说

出话来 ～。

【近义】天衣无缝  无懈可击

【反义】漏洞百出

滴水成冰
【注音】dīshuǐchénɡbīnɡ

【释义】水滴下来立刻结成冰。形容天

气严寒。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二十

七 : “更有一节苦处 , 任你滴水成冰的

天气 , 少不得向水孔中洗浣污秽衣

服 , 还要憎嫌洗得不洁净, 加一场咒

骂。”

【例句】寒冬的北国, 大雪纷飞 , ～。

【近义】天寒地冻  冰天雪地

【反义】流金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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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水穿石
【注音】dīshuǐchuān shí

【释义】滴水可把石头打穿。比喻力量

小 , 只要坚持不懈, 就能把艰难的事

情办成。

【出处】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一钱

斩吏》: “乖崖援笔判曰: ‘一日一钱,

千日千钱 , 绳锯木断 , 水滴石穿。’”

【例句】同学们在日常学习中, 应该有

～的精神。

堤溃蚁穴
【注音】dīkuìyǐxué

【释义】堤 : 堤坝; 溃 : 决口; 蚁穴: 蚂蚁

洞。堤坝由于蚂蚁洞而崩溃。比喻

小处不注意就会酿成大祸。

【出处】《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晋原

轸( zhěn) 曰 : ‘秦违蹇 ( jiǎn) 叔 , 而以

贪勤民 , 天奉我也。奉不可失, 堤溃

蚁穴 , 纵帮患生, 违天不祥, 必伐秦

师。’”

【例句】不要以为是小差错你就不在

乎 , 别忘了 ～呀! 也作“堤溃蚁孔”。

【反义】防微杜渐

砥节砺行
【注音】dǐjiélìxínɡ

【释义】砥、砺 : 磨刀石 , 细者为砥 , 粗者

为砺 ; 此处用为动词, 引申为磨练修

养。注意保持高尚的节操和加强德

行修养。

【出处】汉·蔡邕 ( yōnɡ) 《郭泰碑》:

“若乃砥节砺行 , 直道正辞 , 贞固足以

干事 , 隐括足以矫时。”

【例句】汉代“清流”中人, 常以 ～相标

榜 , 借以赢得社会舆论的支持。也作

“砥身砺行”。

【近义】砥砺名行

涤瑕荡秽
【注音】díxiádànɡhuì

【释义】涤、荡 : 洗涤, 清除。瑕 : 玉上的

斑点 , 比喻过失、毛病。秽: 污浊。比

喻清除社会的弊病和恶习。

【出处】汉·班固《东都赋》: “于是百姓

涤瑕荡秽 , 而镜至清。”

【例句】新上任的市长为市民办的第一

件事就是 ～, 真是大快人心。

【近义】摧枯拉朽  移风易俗

抵足而眠
【注音】dǐzúér mián

【释义】抵 : 相触。指同榻而眠。形容

双方友谊深厚。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十

五回 : “瑜曰 : ‘久不与子翼同榻 , 今宵

抵足而眠。’”

【例句】他们二人是可以 ～的好朋友。

抵掌而谈
【注音】dǐzhǎnɡér tán

【释义】抵掌: 拍掌、击掌、鼓掌。拍着

手掌谈话。形容谈得很融洽。

【出处】《战国策·秦策一》: “( 苏秦 )

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 抵掌而谈, 赵

王大悦。”

【例句】长久不见的两个老朋友 , 正 ～。

【近义】促膝谈心

【反义】反唇相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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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大物博
【注音】dìdàwùbó

【释义】博 : ( 量) 多 , 丰富。疆土辽阔,

资源丰富。

【出处】唐·韩愈《平淮西碑》: “地大物

博 , 蘖牙其间。”

【例句】我国是一个 ～、人口众多的国

家。

地动山摇
【注音】dìdònɡshān yáo

【释义】大地和高山都在震动摇晃。形

容震动强烈或声势浩大。

【例句】万炮齐鸣 , ～, 一场大决战开始

了。

【辨析】～和“幅员辽阔”相比 : “幅员辽

阔”只有土地广大之意; 而 ～还有物

产资源丰富之意。

地利人和
【注音】dìlìrén hé

【释义】地利: 地理的条件好; 人和: 得

人心 , 人心齐。指地理条件和群众基

础都好。

【出处】《三国志·吴书·董袭传》: “张

昭秉众事 , 袭等为爪牙, 此地利人和

之时也 , 万无所忧。”

【例句】党的正确领导和 ～是取得农业

大丰收的重要保证。

地主之谊
【注音】dìzhǔzhīyì

【释义】地主 : 当地的主人; 谊 : 情谊。

本地主人招待外地客人的情谊。

【例句】朋友从远方来 , 招待一顿便饭 ,

略尽 ～, 也是人之常情。

【近义】东道之谊

diɑn

掂斤播两
【注音】diān jīn bōliǎnɡ

【释义】掂、播 : 掂量。掂量分量的轻

重。比喻对小事斤斤计较。

【出处】元·王实甫《西厢记》一本二

折 : “尽着你说短道长 , 一任待掂斤播

两! ”

【例句】这人心胸狭窄 , 遇事 ～的 , 很不

好相处。

【近义】分斤掰两  斤斤计较

【反义】大手大脚  不知轻重

颠倒黑白
【注音】diān dǎo hēi bái

【释义】把黑的看成或说成白的, 把白

的看成或说成黑的。比喻歪曲事实 ,

混淆是非。

【出处】王国维《人间词话》十五 : “周介

存置诸温韦之下 , 可谓颠倒黑白矣。”

【例句】亲自去看过之后才知道, 把那

样一个穷地方说成跟天堂一样 , 真是

～。

【近义】指鹿为马  颠倒是非

【反义】黑白分明

颠倒是非
【注音】diān dǎo s hìfēi

【释义】是 ; 对; 非 : 不对。故意把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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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成不对的 , 把不对的说成对的。

【出处】唐·韩愈《施先生墓志铭》: “古

圣人言 , 其旨密微 , 笺注纷罗 , 颠倒是

非。”

【例句】指鹿为马、～, 是一些阴谋家的

惯用伎俩。

颠沛流离
【注音】diān pèi liúlí

【释义】颠沛 : 跌倒。流离 : 流浪。指生

活上遭受艰难困苦四处流浪。

【出处】茅盾《忆冼星海》: “一开头他就

会讲述这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

【例句】老典自离开家乡后 , 过了 10 年

～的生活。

【近义】落魄江湖  流离转徙  背井离

乡

【反义】安居乐业  安身立命

颠扑不破
【注音】diān pūbùpò

【释义】颠 : 跌倒。扑 : 敲打。无论怎样

摔打都不会破碎。比喻真理不怕实

践的检验 , 永远不会被推翻。

【出处】宋·朱熹《朱子全书》: “既能体

之而乐 , 则亦不患不能守, 须如此而

言。方是颠扑不破 , 绝渗漏, 无病败

耳。”

【例句】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这

是 ～的真理。

【近义】金科玉律  一定不易

【反义】漏洞百出

颠三倒四
【注音】diān sān dǎo sì

【释义】指错乱没有次序。形容说话、

做事没有条理或不断重复。

【出处】明·许仲琳《封神演义》四十四

回 : “一日拜三次, 连拜了三四日, 就

把子牙拜的颠三倒四 , 坐卧不安。”

【例句】刘嫂说话总是 ～的重复若干次

才肯罢休。

【近义】不知所云  语无伦次

【反义】按部就班  头头是道

点头哈腰
【注音】diǎn tóu hāyāo

【释义】哈腰: 弯腰。形容恭顺或很客

气的样子。

【例句】他见人 ～的样子, 让人看了很

不舒服。

点铁成金
【注音】diān tiěchénɡjīn

【释义】用手点铁, 铁变成了金。比喻

把差的东西变成了好的东西。

【出处】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杭

州龙华寺真觉大师》: “师曰 : ‘还知齐

云点金成铁么?’曰: ‘点金成铁 , 未之

前闻。至理一言 , 敢希垂示! ’”

【例句】这篇文章一经他的手 , ～, 变成

了好文章了。

【近义】点石成金  面龙点睛

【近义】点金成铁

电光石火
【注音】diàn ɡuānɡs híhuǒ

【释义】石 : 燧 ( suì) 石 , 古时用来敲击

引火。像闪电的光 , 像燧石迸出的火

星。这种光和火星闪现的时间极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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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迅速消失。也形容速度极快。

【出处】清·洪癉《长生殿·冥追》: “只

他在翠红乡欢娱事过 , 粉香丛冤孽债

多 , 一霎做电光石火。”

【例句】迎面风驰电掣般地跑来一匹白

马 , 到了眼前, 马上人一弯腰拉上小

宝 , 便又 ～似的跑远了。

【近义】稍纵即逝  风驰电掣

【反义】天荒地老  天长地久

diɑo

刁钻古怪
【注音】diāo zuān ɡǔɡuài

【释义】形容为人狡诈 , 对人挑剔刻薄,

性情古怪。深奥 , 怪异。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八十一

回 : “弄这刁钻古怪的 , 教我一个也猜

不着 , 你还只管说闲话。”

【例句】与 ～的人做朋友, 当然是大伤

脑筋的事。

【近义】怪诞不经

【反义】豁达开朗

雕虫小技
【注音】diāo chónɡxiǎo jì

【释义】虫 : 指鸟虫书 , 是我国古时的一

种篆书 , 笔画像鸟虫形。雕刻鸟虫书

的小技巧。比喻微不足道的技能。

【出处】《隋书·李德林传》: “至如经国

大体 , 是贾生、晁错之俦; 雕虫小技,

殆相如、子云之辈。”

【例句】那位大魔术师说, 吞剑入腹也

不过是 ～, 想来他一定有惊人的技艺

了。

【近义】一技之长

【反义】巧夺天工  技艺惊人

雕栏玉砌
【注音】diāo lán yùqì

【释义】雕画的栏杆, 玉石砌的台阶。

指富丽堂皇的建筑。

【出处】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白于

玉》: “见檐外轻水白沙 , 涓涓流溢 ; 雕

阑玉砌 , 殆疑桂阙。”

【例句】这座水下水晶宫 ～, 别具一格。

也作“玉砌雕栏”。

【近义】琼楼玉宇

【反义】蓬门荜户

雕梁画栋
【注音】diāo liánɡhuàdònɡ

【释义】梁 : 支撑屋顶的横木。栋 : 房屋

正中的大梁。有雕刻和彩画装饰的

栋梁。形容建筑物富丽堂皇。

【出处】元·无名氏《看钱奴》三折 : “这

的是雕梁画栋圣祠堂。”

【例句】那些私人别墅相当豪华, 就连

花园中的中国式亭子也都是 ～。

【近义】琼楼玉宇  仙山琼阁

【反义】蓬门荜户  茅室蓬户

雕章琢句
【注音】diāo zhānɡzhuójù

【释义】琢 : 雕刻玉石。雕琢章节和字

句。形容反复推敲, 刻意求工, 对诗

文进行精心修饰。

【出处】清·赵翼《瓯北诗话·李青莲

诗一》: “诗之不可及处, 在乎神识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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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 , 飘然而来 , 忽然而去 , 不屑于雕章

琢句。”

【例句】他写文章总是 ～。

吊民伐罪
【注音】diào mín fázuì

【释义】吊 : 慰问。慰问苦难的百姓 , 讨

伐有罪的统治者。

【出处】《孟子·滕文公下》: “诛其君,

吊其民 , 如时雨降 , 民大悦。”

【例句】周武王 ～, 推翻了商纣王的统

治 , 建立了周朝。

【近义】吊死问疾

吊死问疾
【注音】diào sǐwèn jí

【释义】吊 : 悼念。悼念死者, 慰问病

人。指关心百姓的疾苦。

【出处】汉·刘安《淮南子·修务训》:

“布德施惠 , 以振 ( 赈 , 救济) 困穷, 吊

死问疾 , 以养孤 ( 幼而丧父 ) 孀 ( 寡

妇) 。”

【例句】周总理对待人总很关心 , ～的。

【近义】吊民伐罪

掉以轻心
【注音】diào yǐqīnɡxín

【释义】掉 : 摆弄 , 以无所谓的态度来摆

弄。形容轻率疏忽 , 不当回事。

【出处】唐·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

书》: “故吾每为文章, 未尝敢以轻心

掉之。”

【例句】这次商贸谈判关系到我公司的

发展 , 务必慎重行事 , 切不可 ～。

【近义】等闲视之  漫不经心

【反义】郑重其事

调兵遣将
【注音】diào bīnɡqiǎn jiànɡ

【释义】调 : 调动。遣: 派遣。调动兵

力 , 派遣将领。指对兵力进行安排部

署。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六十七

回 : “梁中书的夫人, 躲得在后花园

中 , 逃得性命 , 便叫丈夫写表, 申奏朝

廷 , 书写教太师知道 , 早早调兵遣将 ,

剿除贼寇报仇。”

【例句】这次我 ～, 精心安排了一下。

【近义】兴师动众

调虎离山
【注音】diào hǔlís hān

【释义】调 : 调动, 引诱。引诱老虎离开

深山。比喻用计谋使人或某种力量

离开原来的地方。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五十三

回 : “我使个调虎离山计 , 哄你出来争

战。”

【例句】战士们用 ～的办法, 把敌哨兵

引开 , 隐蔽着冲进了敌人的指挥部。

【近义】声东击西

【反义】放虎归山

die

��不休
【注音】diédiébùxiū

【释义】��: 说话多的样子。休: 停

止。唠唠叨叨 , 说起来没完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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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匈奴传》:

“�士室之人 , 顾无多辞 , 令��而沾

沾 , 冠固何当! ”

【例句】我已经清楚地说明她的事我无

能为力 , 她还是 ～, 可怪不得我下逐

客令。

【近义】滔滔不绝

【反义】沉默寡言

叠床架屋
【注音】diéchuánɡjiàwū

【释义】叠 : 重叠。床上叠床, 屋上架

屋。比喻重复累赘。

【出处】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序

致》: “魏、晋以来 , 所著诸子 , 理重事

复 , 递相模� , 犹屋下架屋, 床上施床

耳。”

【例句】你做事不要 ～, 多此一举。

【近义】床上安床  累屋重架

dinɡ

丁是丁, 卯是卯
【注音】dīnɡshìdīnɡ, mǎo shìmǎo

【释义】丁 : 天干中的第四位。卯: 地支

中的第四位。天干地支不能相混 , 否

则影响年月日的记录。“丁卯”又是

“钉铆”的谐音。钉为榫头, 铆为铆

眼。钉铆一旦发生错误 , 器物便安不

上。形容办事认真 , 不马虎。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四十三

回 : “我看你利害, 明儿有了事我也

‘丁是丁 , 卯是卯’的 ; 你也别抱怨。”

【例句】刘大姐办事从来都是 ～, 你去

找她准碰钉子。

【近义】一丝不苟

【反义】敷衍塞责  敷衍了事

【辨析】“卯”不可写作“印”。

顶礼膜拜
【注音】dǐnɡlǐmóbài

【释义】顶礼、膜拜 : 都是佛教的最高礼

节。顶礼是合掌举过头 , 然后跪下将

头叩拜在佛的足下 ; 膜拜是双手放在

额上 , 跪着叩头。形容极端恭敬、畏

服或崇拜。

【出处】清·俞万春《荡寇志》一百一十

四回 : “又添一个青年女子, 顶礼膜

拜 , 行状举止 , 仿佛慧娘。”

【例句】有宗教信仰的民族, 对于他们

心中所信仰的东西都 ～。

【近义】五体投地

顶天立地
【注音】dǐnɡtiān lìdì

【释义】头顶着天, 脚踩着地。挺立于

天地之间。形容形象高大, 气势豪

迈。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五

十六·道场无庵法全禅师》: “汝等诸

人 , 个个顶天立地。”

【例句】～的中国人民决不会向人乞求

怜悯。

【辨析】～和“威风凛凛”相比: ～强调

了气概的豪迈 ; 而“威风凛凛”无此

意。

顶头上司
【注音】dǐnɡtóu shànɡs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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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指直接领导自己的人或机构。

【例句】他是我的 ～, 关于工作上的问

题 , 我需直接向他汇报。

鼎力相助
【注音】dǐnɡlìx iānɡzhù

【释义】鼎力 : 大力。大力帮助。

【例句】他家庭条件很困难, 交不起学

费 , 同学们知道了这一情况后, 伸出

友爱之手 , ～, 才使他免于辍学。

【近义】大力相助

鼎足而立
【注音】dǐnɡzúxiānɡzhù

【释义】像鼎的三只脚一样, 三者各立

一方。比喻三方面立相峙的局势。

【出处】汉·班固《汉书·蒯通传》: “方

今为足下计 , 莫若两利而俱存之, 三

分天下 , 鼎足而立 , 其势莫敢先动。”

【例句】三家电脑公司 ～。

【近义】鼎足之势

【反义】一统天下

鼎足之势
【注音】dǐnɡzúzhīs hì

【释义】鼎 : 古代三足两耳的炊具。比

喻三方面分立的局势。

【出处】晋·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

书》: “自谓三分鼎足之势, 可与泰山

共相终始也。”

【例句】三国时期 , 魏、蜀、吴各据一方,

形成 ～。

diu

丢盔弃甲
【注音】diūkuīqìjiǎ

【释义】盔、甲 : 古代作战时保护头部和

身体的战帽、战衣。丢了头盔, 扔了

铠甲。形容打败仗后逃跑的狼狈相。

也比喻做其他事情失败了。

【出处】元·孔文卿《东窗事犯》一折:

“唬得禁军八百万丢盔卸甲。”

【例句】这一仗打得敌人 ～, 落荒而逃。

也作“丢盔卸甲”。

【近义】弃甲曳兵

【反义】旗开得胜

丢人现眼
【注音】diūrén xiàn yǎn

【释义】指出丑 , 丢脸。

【例句】儿子胡作非为 , 让爹妈也 ～了。

【近义】出乖露丑

【反义】光宗耀祖

丢三落四
【注音】diūsān làsì

【释义】落 : 漏掉。形容人马虎健忘 , 顾

此而失彼。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六十七

回 : “俗语说的 , ‘夯雀儿先飞’, 省的

临时丢三落四的不齐全 , 令人笑话。”

【例句】李老师年龄大了 , 常常 ～的。

【近义】漫不经心

【反义】一丝不苟

don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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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奔西走
【注音】dōnɡbēn xīzǒu

【释义】走 : 跑。形容到处奔忙或四处

活动。

【出处】明·胡文焕《群音张周卿韵》:

“甚年来行役 , 交情契阔, 东奔西走,

水送山迎。”

【例句】哥哥近年来成天 ～, 没有半刻

功夫做自己的学问 , 所以一点长进也

没有。

东倒西歪
【注音】dōnɡdǎo xīwāi

【释义】往东倒, 向西歪。形容偏偏倒

倒 , 站立不稳的样子。形容杂乱无

章。

【出处】元·无名氏《衣袄车》四折 : “我

这里步步刚捱 , 病身躯恰才安泰, 行

不动东倒西歪。”

【例句】那时 , 他进停车棚一看 , 那里除

了放有几辆 ～的自行车外 , 什么也没

有。

东鳞西爪
【注音】dōnɡlín xīzhǎo

【释义】原指画龙时, 龙在云中 , 东露一

片鳞 , 西露一只爪, 不见龙的全身。

比喻事物的零星片断 , 也形容零碎不

全。

【例句】这篇外国人的游记, 不过是他

在中国见闻的 ～。

东床坦腹
【注音】dōnɡchuánɡtǎn fù

【释义】比喻他人的女婿。

【出处】南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

“郗太傅在京口 , 遣门生与王丞相书 ,

求女婿。丞相语郗 , 信君往东厢任意

选之。门生归白郗曰 : ‘王家诸郎 , 亦

皆可嘉 , 闻来觅婿 , 咸自矜持, 唯有一

郎在床上坦腹卧, 如不闻, 郗公云:

‘正此好。’访之 , 乃是逸少 , 因嫁女与

焉。”

【例句】这个人是百万富翁的 ～, 你不

知道吗?

【近义】乘龙快婿

东窗事发
【注音】dōnɡchuānɡshìfā

【释义】比喻罪行、案情暴露了。

【出处】元·刘一清《钱塘遗事》: “秦桧

欲杀岳飞 , 于东窗下谋。其妻王氏

曰 : ‘擒虎易 , 放虎难。’其意遂决。后

桧游西湖 , 舟中得疾, 见一人披发, 厉

声曰 : ‘汝误国害民, 我已诉于天, 得

请于帝矣。’桧遂死。未几 , 见子�"荷

铁枷 , 备受诸苦。桧曰 : ‘可烦传语夫

人 , 东窗事发矣。’”

【典故】南宋时 , 民族英雄岳飞率兵抗

金 , 收复了大片国土。但奸相秦桧对

此却怕得要死 , 假传“圣旨”, 连发十

二道金牌将岳飞召回京城, 以“莫须

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据说, 秦桧

与其妻王氏是在家中的东窗下密谋

杀害岳飞的。岳飞死后 , 秦桧一天突

然发病 , 碰上岳飞的冤魂被吓死了。

王氏急忙请方士设道场招魂, 方士来

到阴曹地府 , 见秦桧正在阴司受审,

秦桧还对方士说 : “可烦传语夫人 ,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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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事发矣。”

【例句】那个狠毒的妇人 , 因为 ～, 竟把

亲夫杀了。

【近义】走漏风声

【反义】秘而不宣

东征西讨
【注音】dōnɡzhēnɡxītǎo

【释义】指四处出战征伐。

【出处】唐·杨炯《左武卫将军成安子

崔献行状》: “至如出车授�3, 东征西

讨 , 孤虚向背 , 则虽女子之众 , 则以当

于丈夫。”

【例句】叶挺同志一辈子 ～, 为中国革

命贡献了一生。

【近义】南征北战

【反义】安常处顺

东拼西凑
【注音】dōnɡpīn xīcòu

【释义】这是一点 , 那是一点 , 零零星星

地拼凑起来。

【例句】小红这篇 ～的作文写得很不

好。

东拉西扯
【注音】dōnɡlāxīchě

【释义】形容说话抓不住中心或随意乱

讲。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八十二

回 : “更有一种可笑的 , 肚子里原没有

什么 , 东拉西扯 , 弄的牛鬼蛇神 , 还自

以为博奥。”

【例句】王队长在台上 ～地讲了两个小

时 , 弄得大家苦不堪言。

【近义】谈天说地  指东话西

东山再起
【注音】dōnɡs hān zài qǐ

【释义】用以比喻去职后再度任职, 或

失势后重新得势。

【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排调》: “谢公在东山, 朝命屡降而

不动 , 后出为桓宣武司马 , 将发新亭 ,

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 , 亦往

相祖 , 先时多少饮酒, 因倚如醉, 戏

曰 : ‘卿屡违朝旨, 高卧东山, 诸人每

相与言 , 安石不肯出, 将如苍生何。

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

【典故】东晋时期在政治上很有影响的

谢安石是在朝廷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名字就是他父

亲希望他能够成为像谢安石一样有

用的人物 , 才如此命名。由此可见,

谢安石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气 , 他的

功绩令人闻而起敬。

谢安石气度宽宏 , 性格冷静, 即使

在危及性命的紧要关头 , 他仍然像平

常一样 , 处之泰然。有两件事很能反

映他的性格。一次 , 他跟随朋友们在

海上游玩 , 忽然风起浪涌, 小船浮沉

颠簸 , 船上的人吓得大惊失色。谢安

石稳如泰山面不改色心不跳, 照样吟

诗。船夫以为他喜欢风浪 , 继续划向

深海。他不紧不慢地说 : “还往前行 ,

我们能安然返航吗?”船夫听了 , 立即

回船 , 同船的人非常佩服安石的沉着

镇静。

另一件事是简文帝病故 , 权臣桓企

图篡晋自立 , 在新亭的军帐内埋伏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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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 请王坦之、谢安石赴宴, 打算在酒

席间把两人杀害。王坦之吓得惊慌

失措 , 连拜见上级用的手版都拿倒

了。谢安石处变不惊 , 他说: “晋室江

山的存亡 , 就在我们这次会见啊。”

王坦之被吓得冷汗沾湿了衣服。

而谢安石谈笑风生 , 劝止了桓温。在

此之前 , 王、谢齐名, 通过这次事件,

人们认为王坦之远不如谢安石胆量

和才干。

谢安石在担当要职以前, 很多年

隐居东山。开始时 , 被任命为司徒府

著作郎 , 他以有病为借口 , 推辞了 , 每

天与王羲之等人登山临水, 饮酒做

诗。后来 , 扬州刺史庚冰听说他的才

干杰出 , 决心请他出山, 命令郡县的

官员进行威逼 , 他均置之不理。

有人感叹说 : “谢安石不出山, 让

天下人怎么办啊, ( 安石不出 , 如苍生

何) 。”他所以隐居是因为他弟弟谢万

在外面做大官 , 他不愿影响他弟弟的

升迁。后来谢万被免职 , 他才接受征

西大将军桓温的邀请, 出来做官, 这

时他已经 40 多岁了。

【例句】这位政治家自从 5 年前失败

后 , 现在又 ～了。

【近义】重振旗鼓

【反义】一蹶不振  销声匿迹

东施效颦
【注音】dōnɡshīx iào pín

【释义】效 : 仿效。颦 : 皱着眉头。比喻

不问具体条件 , 不了解人家的真正长

处 , 而去生搬硬套, 结果事与愿违。

也指死板的仿效者愚蠢可笑。

【出处】《庄子·天运》: “故西施病心而

颦其里 , 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 归

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 ,

坚闭门而不出; 贫人见之, 挈妻子而

去走。彼知颦美 , 而不知颦之所以

美。”

【典故】西汉以前, 出现过四大美人。

她们是 : 殷纣王的妃子妲己、周幽王

的妃子褒姒 , 吴王夫差的妃子西施和

汉元帝的宫人王嫱( 昭君) 。

吴王阖闾攻越兵败身亡, 临终之

前 , 遗命他的儿子夫差为其报仇。夫

差不负重托 , 即位不久, 命伍子胥为

大将 , 一举征服越国, 连越王勾践都

做了俘虏。

勾践亡国以后 , 并不甘心失败, 他

用重金买通了吴王左右的亲信 , 特别

是奸臣伯喜 , 说动夫差, 让他重回越

国当了国君。勾践回国后 , 卧薪尝胆

念念不忘报仇雪耻。勾践深知夫差

好色 , 派人到处寻找美女。后来有人

将西施献上。勾践看来 , 西施的一举

一动、一言一笑 , 无不显示摄人魂魄

的美丽。

西施肩负政治使命, 拼命取宠夫

差 , 陪夫差饮酒赏花, 夫差果然把国

家大政丢开不管。勾践经过 20 年努

力 , 灭掉吴国 , 实现夙愿。

西施所以被越王赏识 , 并能让夫差

沉溺酒色 , 惟一的资本就是貌美。

传说西施貌美, 她的美是浑然天

成 , 面若桃花 , 眉不描画而浓黑细长 ,

长发垂腰、如乌云舒卷, 身材欣长如

玉树临风 , 小憩如海棠春睡, 酣眠似

牡丹吐艳。人人见了她 , 都认为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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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身。

西施经常心口疼 , 为了减轻痛苦,

她往往用手捂住心窝。邻居的丑女

东施误以为西施之美在于手捂心 , 紧

皱眉头 , 她学西施的样子捧心, 紧皱

眉头( 颦 : 有皱眉之意) 的样子。东施

本来就丑 , 捧心皱眉更让人觉得丑陋

不堪。

【例句】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做,

不能 ～。

【近义】邯郸学步  鹦鹉学舌

【反义】别出机杼  西子捧心

东食西宿
【注音】dōnɡshíxīsù

【释义】去东家吃饭, 去西家住宿。比

喻贪婪的人各方面的好处都要。

【出处】汉·应劭《风俗通》: “齐人有

女 , 二人求之 , 东家子丑而富 , 西家子

好而贫。父母疑不能决 , 问其女定所

欲适⋯⋯女云 : ‘欲东家食西家宿。’”

【例句】他那个人, ～, 哪儿有便宜可

占 , 就往哪儿钻。

【近义】贪得无厌

【反义】两袖清风

东张西望
【注音】dōnɡzhānɡxīwànɡ

【释义】四处张望。

【出处】明·罗贯中《平妖传》十回 : “只

见那头陀提着齐眉短棍 , 在树林左右

步来行去 , 东张西望。”

【例句】他从站台出来 , ～, 一个熟人也

没有。

【近义】伸头缩颈  左顾右盼

【反义】聚精会神

动荡不安
【注音】dònɡdànɡbùān

【释义】荡 : 摇摆。形容局势不稳定、不

平静。

【例句】社会 ～, 对经济发展不利。

【近义】风雨飘摇

【反义】国泰民安

动人心弦
【注音】dònɡrén xīn xián

【释义】指因受感动而引起内心的强烈

共鸣。

【出处】魏巍《依依惜别的学》: “这些动

人心弦的赠礼 , 使得另一些战士们难

熬了。”

【例句】书上记载的那些 ～、可歌可泣

的英雄事迹催人泪下。

【近义】回肠荡气

【反义】味同嚼蜡

动辄得咎
【注音】dònɡzhédéjiù

【释义】辄 : 就。咎 : 责备, 指责。动一

动就受到责备或指责。形容处境困

难。

【出处】唐·韩愈《进学解》: “跋前踬

后 , 动辄得咎。”

【例句】她很小就被卖给人家作童养

媳 , 过着 ～的日子。

【近义】手足无措

栋梁之材
【注音】dònɡliánɡzhīcái

·002· dōnɡ- dònɡ 东动栋



 D

【释义】栋梁: 房屋的脊檩和横梁。可

以做栋梁的大木料。比喻能担负重

任的人才。

【出处】宋·胡继宗《书言故事·花木

类》: “称人才干 , 云有栋梁之材。”

【例句】国家需要 ～, 不能任其外流。

【近义】擎天之柱

【反义】枯木朽株

【辨析】“梁”不可写作“粱”。

洞察一切
【注音】dònɡcháyīqiè

【释义】洞察: 看得很清楚。对一切都

看得很清楚。

【例句】他是一位能够 ～的政治家。

洞房花烛
【注音】dònɡfánɡhuāzhú

【释义】洞房 : 新婚夫妇的卧室。花烛:

彩烛。新房里燃着彩烛。指新婚。

【出处】北周·庾信《庾子山集·和咏

舞》诗: “洞房花烛明 , 燕余双舞轻。”

【例句】成了亲以后, 你俩就可以 ～夜

了。

洞若观火
【注音】dònɡruòɡuān huǒ

【释义】洞 : 透彻。像看火一样透彻清

楚。比喻观察事物明白透彻。

【出处】《尚书· 盘庚上》: “予若观

火。”

【例句】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

实来测将来 , ～。

【近义】洞察一切  洞烛其奸

【反义】一无所知  目迷五色

洞天福地
【注音】dònɡtiān fúdì

【释义】道家指神仙居住的胜境。后比

喻风景优美的地方。

【出处】元·邓玉宾《端正好》: “五岳十

洲 , 洞天福地 , 方丈莲莱, 箫鼓笙簧。”

【例句】置身于桂林山水中 , 如入 ～, 使

人流连忘返。

dou

斗筲之人
【注音】dǒu s hāo zhīrén

【释义】斗、筲: 较小的容器。筲: 古时

盛饭的竹器。像斗筲那样容量的人。

比喻才识短浅 , 气量小的人。

【出处】《论语·子路》: “斗筲之人, 何

足算也。”

【例句】自己不能干 , 又不愿别人干 , 这

种 ～是很难与之共事的。也作“斗筲

之材”、“斗筲之器”。

【近义】小器易盈

【反义】栋梁之材

斗折蛇行
【注音】dǒu zhés héxínɡ

【释义】斗折 : 像北斗七星那样曲折地

排列 ; 蛇行: 像蛇那样弯曲爬行。形

容道路曲折蜿蜒。

【出处】唐·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

记》: “潭西南而望 , 斗折蛇行 , 明灭可

见。”

【例句】崇山峻岭之中 , 一条小路 ～,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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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可辨。

斗转星移
【注音】dǒu zhuǎn xīnɡyí

【释义】北斗星转了方向, 星辰移了位

置。表示时间的推移, 季节的变换。

也比喻时代的变迁。

【出处】元·马致远《陈抟高卧》: “直睡

的陵迁谷变 , 石烂松枯 , 斗转星移。”

【例句】日往月来, ～, 不觉已是 20 年

过去了。

【近义】物换星移  星霜屡移

斗鸡走狗
【注音】dòu jīzǒu ɡǒu

【释义】鸡与鸡搏斗, 狗与狗赛跑的一

种游戏 , 也作为一种赌博。后以此借

指游手好闲 , 不务正业。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七十五

回 : “这些都是少年, 正是斗鸡走狗,

问柳评花的一干游侠纨皅。”

【例句】现代青年不应当 ～。

【近义】飞苍走黄  牵黄臂苍

斗志昂扬
【注音】dòu zhìánɡyánɡ

【释义】昂扬: 情绪高涨。指斗争的意

志高涨旺盛。

【例句】战士们听了英雄的报告, 受到

很大鼓舞 , 个个 ～。

豆蔻年华
【注音】dòu kòu nián huá

【释义】豆蔻 : 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 , 初

夏开淡黄色花 , 常用以比喻少女。豆

蔻将要开花的时光。指到十三四岁

之时。

【出处】唐·杜牧《赠别》: “娉娉袅袅十

三余 , 豆蔻梢头二月初。”

【例句】她正值 ～, 当然显得分外美丽。

【近义】锦瑟年华

【反义】徐娘半老

【辨析】～和“破瓜之年”都指少女的年

龄。 ～原指少女十三、四岁, 现也指

少女十五、六岁 ; “破瓜之年”指少女

十六岁。

du

独霸一方
【注音】dúbàyīfānɡ

【释义】独自霸占一个地方 , 称王称霸。

多形容恶人在一方专横独断, 为所欲

为。

【出处】清·李玉《清忠谱》上 : “少年无

赖 , 独霸一方。”

【例句】他横行乡里 , ～, 终将受到法律

制裁。

【近义】称王称霸

独步天下
【注音】dúbùtiān xià

【释义】独自行走, 天下无人能及。形

容超群出众 , 独一无二 , 天下第一。

【出处】南朝( 宋) 范晔《后汉书·戴良

传》: “我若仲尼长东鲁 , 大禹出西羌 ,

独步天下 , 谁与为偶! ”

【例句】张大千的国画艺术 ～, 举世无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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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盖世无双

【反义】不见经传

独当一面
【注音】dúdānɡyīmiàn

【释义】当 : 承当。独立承当一个方面

的重要任务。形容精明强干 , 有本事

能力。

【出处】汉·班固《汉书·张良传》: “良

曰 : 汉王之将 , 独韩信可属大事 , 当一

面。”

【例句】小李在同事中能力最强, 我认

为他可 ～。

【近义】一方之任

【辨析】“当”不可读作 dǎnɡ, 不可写作

“挡”。

独断独行
【注音】dúduàn dúxínɡ

【释义】独 : 独自。断: 决断。独自决

断 , 依照个人的意见行事。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十二

回 : “你在他手下办事 , 只可以独断独

行 , 倘若都要请教过他再做, 那是一

百年也不会成功的。”

【例句】他平素绝不采纳别人意见, 凡

事 ～, 难免一败涂地。

【近义】专横跋扈  独行其是  一意孤

行

【反义】群策群力  集思广益

独出心裁
【注音】dúchūxīn cái

【释义】独 ; 独自 ; 心裁 : 心中的设计、筹

划。指诗文、音乐、美术、建筑方面构

思、安排有独到之处 , 也泛指想出的

主意、办法与众不同。

【例句】好的文学作品 , 应该是 ～, 追求

独创。

【反义】亦步亦趋  人云亦云

独立自主
【注音】dúlìzìzhǔ

【释义】不受别人支配, 一切由自己做

主。

【出处】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

问题》: “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

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

【例句】我们奉行 ～的和平外交政策。

【近义】鸡口牛后

【反义】傍人篱壁  傍人门户

独木不林
【注音】dúmùbùlín

【释义】单独的一棵树成不了树林。比

喻力量单薄做不成大事。

【出处】汉·崔穄《达旨》: “高树靡阴 ,

独木不林。”

【例句】古人说“～”, 要办好这个杂志 ,

还得依靠大家的努力 , 光靠某一个人

的力量是不行的。

【近义】独木难支

【反义】众擎易举

独木难支
【注音】dúmùnán zhī

【释义】比喻个人力量微弱, 难支撑大

局。

【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任诞》: “元裒如北厦门, 拉�/自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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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 , 非一木所能支。”

【例句】公家的事必须大家协力来做,

单靠我一人是 ～, 就算我尽力而为,

也难做得好。

【近义】孤掌难鸣

【反义】众擎易举

独具匠心
【注音】dújùjiànɡxīn

【释义】独 : 独到的 ; 匠心 : 巧妙的心思。

具有独到的巧妙的心思。多指在文

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构思与众不同。

【例句】在美术馆, 我们兴趣盎然地欣

赏这些 ～的绘画及雕塑。

独辟蹊径
【注音】dúpìxījìnɡ

【释义】蹊径 : 小路。独自开辟新路。

比喻独创一种新风格或新方法。

【出处】清·叶燮《原诗·外篇上》: “抹

倒体裁、声调、气象、格力诸说 , 独辟

蹊径。”

【例句】他常常 ～, 想出别人所不能想

到的主意。

【近义】独树一帜  标新立异

【反义】亦步亦趋  人云亦云

【辨析】“辟”不可读作“bì”; “蹊”不可

写作“溪”。

独善其身
【注音】dúshàn qíshēn

【释义】善 : 修养。原指独自修养身心,

保持个人的节操。现指只顾自己 , 不

管他人的个人主义处世哲学。

【出处】《孟子·尽心上》: “穷则独善其

身 , 达则兼善天下。”

【例句】他是个 ～的人, 这样的事难道

他会站出来主持公道吗?

【近义】修身养性  明哲保身

独擅其美
【注音】dús hàn qíměi

【释义】独擅: 独自占有。指对美名或

其他美好的东西独自占有 , 不让别人

沾边。

【例句】他是一个极自私的人, 一旦有

什么好的 , 他总是 ～。

【反义】有福同享

独夫民贼
【注音】dúfūmín zéi

【释义】残暴无道、祸害人民的反动统

治头子( 独夫 : 残暴无道、众叛亲离的

暴君 ; 民贼: 祸害人民的人) 。

【出处】《尚书·泰誓下》: “独夫受( 商

纣) , 洪惟作威 , 乃汝世仇。”

【例句】袁世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

独具只眼
【注音】dújùzhīyǎn

【释义】具有独到的见解或独特的眼

力。形容看待问题目光敏锐, 见解新

颖、深刻。

【出处】宋·杨万里《送彭元忠县丞兆

归》: “近来别具一只眼, 要踏唐人最

上关。”

【例句】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论述 , ～,

鞭辟入里 , 使其他人望尘莫及。

【近义】明察秋毫

【反义】一无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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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往独来
【注音】dúwǎnɡdúlái

【释义】独自走去、独自回来。形容孤

傲不群 , 不与人同来同往。

【出处】《庄子·在宥》: “出入六合, 游

乎九州 , 独往独来 , 是谓独有。”

【例句】天马行空 , ～, 听不进一点不同

意见 , 这样的人没有不跌跤的。

独树一帜
【注音】dúshùyīzhì

【释义】树 : 树立; 帜 : 旗帜。单独树起

一面旗帜。比喻创造出独特的风格、

主张 , 自成一家。也比喻另建一支独

立的军队 , 另外开创一个局面。

【例句】他爱好现代文学, 尤其喜爱鲁

迅杂文 ～的风格。

独一无二
【注音】dúyīwúèr

【释义】只有一个, 没有第二个。指没

有相同的或可以与之相比的。

【出处】宋·延寿辑《宗镜录》卷三十

一 : “独一无二 , 即真解脱。”

【例句】卢沟桥的设计造型精巧典雅,

在世界上可以说是 ～的。

【近义】独断专行  一意孤行

【反义】从善如流  从谏如流

独占鳌头
【注音】dúzhàn áo tóu

【释义】鳌 : 传说中海里的大鳖。科举

时代 , 中状元的进士, 立在殿阶中浮

雕巨鳌头上迎榜, 因而用“独占鳌头”

表示中了状元。后泛指在竞争中居

于首位。

【出处】元·无名氏《陈州粜米》楔子:

“殿前曾献升平策, 独占鳌头第一

名。”

【例句】在升学考试中 , 我儿子 ～, 以最

高分考入了全市唯一的一所重点中

学。

【近义】名列前茅  首屈一指

【反义】名落孙山

睹物思人
【注音】dǔwùs īrén

【释义】看到去世或离别的人留下的东

西而想起这个人。常用于对死者的

追思。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四十四

回 : “俗语说 : 睹物思人, 天下的水总

归一源 , 不拘那里的水舀一碗, 看着

哭去 , 也就尽情了。”

【例句】看到丈夫的遗物 , 她不免 ～, 心

中凄楚 , 眼泪不觉就流下来了。

【近义】人亡物在  室迩人远

睹物伤情
【注音】dǔwùs hānɡqínɡ

【释义】睹 : 看见。看到与故人有关的

东西而触发了感伤之情。形容深切

的怀念。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两县

令竞义婚孤女》: “睹物伤情, 不觉哀

泣。”

【例句】王飞转学了, 每当看见他送我

的钢笔 , 我就会 ～。

【近义】睹物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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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贤嫉能
【注音】dùxián jínénɡ

【释义】妒、嫉 : 因别人比自己强而忌恨

别人。对品德、才能胜过自己的人心

怀忌恨。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范雎蔡泽

列传》: “妒贤嫉能 , 御下蔽上。”

【例句】此人只怀 ～之心。

【近义】妒能害贤

【反义】礼贤下士  爱才若渴

度日如年
【注音】dùrìrúnián

【释义】度 : 度过。过一天好像过一年

似的。形容日子很不好过。

【出处】北齐·魏收《魏书·苻健传》:

“得度一日如过十年。”

【例句】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中, 生活艰

苦、单调 , 我们从大城市初到这里 , 真

有 ～的感觉。

【反义】光阴似箭  日月如梭

【辨析】“度”不可写作“渡”。

杜门不出
【注音】dùmén bùchū

【释义】关闭门户 , 不外出与人交往。

【出处】《国语·晋语一》: “谗言益起,

狐突杜门不出。”

【例句】老科学家为了及早完成科研课

题 , 已近两年 ～了。

【近义】深居简出

【反义】东奔西走

杜门谢客
【注音】dùmén xièkè

【释义】杜 : 堵塞 ; 谢 : 谢绝。关着门不

让客人来访。指不与外界来往。也

作“闭门谢客”。

【出处】宋·陆游《老学庵笔记》第八:

“唐大夫如白居易辈, 盖有遇此三斋

月 , 杜门谢客, 专延缁 ( zī) 流作佛事

者。”

【例句】张教授为了完成一项科研攻关

任务 , ～三个月。

【近义】水通水火

duɑn

短兵相接
【注音】duǎn bīnɡx iānɡjiē

【释义】短兵: 刀、剑等短兵器。接: 接

触。使用短兵器进行搏斗。指肉搏

战或近距离厮杀。也比喻面对面地

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或激烈辩论。

【出处】《宋书·文九王传》: “遂登尸以

陵城 , 短兵相接, 宪锐气愈奋, 战士无

不一当百。”

【例句】冲锋号一响 , 我军便与日寇 ～,

展开了肉搏 , 半小时内歼灭了敌军。

【近义】针锋相对

短小精悍
【注音】duǎn xiǎo jīnɡhàn

【释义】身材矮小而精明干练。指作品

简练而内容充实。

【出处】汉·班固《汉书·酷吏传》: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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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人短小精悍, 敏捷于事。”

【例句】鲁迅的杂文都 ～, 内容深刻 , 很

有战斗力。

【近义】简明扼要

【反义】连篇累牍  拖泥带水

断线风筝
【注音】duàn xiàn fēnɡzhēnɡ

【释义】断了线的风筝。比喻失去联系

和没有音讯的人或事物。

【出处】阮章竞《漳河水》一部 : “断线风

筝女儿命 , 事事都由爹娘定。”

【例句】他这一去 , 犹如 ～一样 , 再也没

有一点儿音信。

断壁颓垣
【注音】duàn bìtuíyuán

【释义】断了的墙壁, 倒了的矮墙。形

容荒凉、破败的景象。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一百零八回 : “抬头一看, 只见

断壁颓垣 , 荒凉满目。”

【例句】这座只剩下 ～、枯木荒草的古

庭园 , 如今已修葺一新。也作“断壁

残垣”、“断瓦残垣”。

【近义】断井颓垣

断编残简
【注音】duàn biān cán jiǎn

【释义】编 : 古代用来编连竹简的牛皮

条或绳子 ; 简 : 古代用来写字的竹片。

指残缺不全的书籍。

【出处】元·脱脱等《宋史·欧阳修

传》: “好古嗜学, 凡周、汉以降, 金石

遗文 , 断编残简, 一切掇拾, 研稽异

同。”

【例句】可别小看这些刚刚出土的 ～,

它们可是研究西汉历史的重要资料。

【近义】断墨残楮

断章取义
【注音】duàn zhānɡqǔyì

【释义】章 : 篇章。不顾全篇文章或整

个谈话的内容 , 孤立地摘取其中的文

句或谈话供自己使用。

【出处】《孝经·开宗明义章》: “断章取

义 , 上下相成。”

【例句】他的引语根本站不住脚, 因为

他没有搞懂所引文章的基本主张, 只

不过 ～地加以引用罢了。

【近义】断章截句

【反义】面面俱倒

【辨析】“义”不可写作“意”。

dui

堆积如山
【注音】duījīrúshān

【释义】堆积得像山一样。形容数量极

多。

【出处】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外

诸司》: “数千万辆不绝, 场内堆积如

山。”

【例句】仓库里的货物 ～。

【近义】多如牛毛

【反义】为数不多

堆金积玉
【注音】duījīn jīy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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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堆积着黄金美玉。形容财富极

多。

【出处】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

一回 : “若有那看得破的 , 便见得堆金

积玉 , 是棺材内带不去的瓦砾泥沙。”

【例句】他家虽 ～, 但十分吝啬。也作

“积玉堆金”。

【近义】金玉满堂

【反义】家徒四壁

对簿公堂
【注音】duìbùɡōnɡtánɡ

【释义】簿 : 状文, 起诉书; 对簿: 受审

讯 , 核对状文事实等 ; 公堂: 旧时官吏

审案的地方, 今指法庭。指原告被告

在法庭上接受审讯。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李广传》:

“大将军使长吏急责广之幕府对簿。”

【例句】周妇之子为继承林家香火回复

林姓 , 不惜与生母 ～。

对答如流
【注音】duìdárúliú

【释义】指回答问话像流水一样迅速流

畅 , 形容反应快、口才好。

【例句】小刚平时学习成绩很好, 课堂

上老师提问 , 他总是 ～。

【辨析】～和“口若悬河”都形容口才

好。但是 ～强调的是反应敏捷; 而

“口若悬河”强调善辩或健谈。

对酒当歌
【注音】duìjiǔdānɡɡē

【释义】当 : 应当。对着酒应当高声歌

唱。本指人生短暂, 要及时有所作

为 , 后指要及时行乐。

【出处】三国·魏·曹操《短歌行》: “对

酒当歌 , 人生几何?”

【例句】一年一度的中秋节来了, 我们

正好 ～, 痛痛快快地玩一个晚上。

【近义】玩世不恭

对牛弹琴
【注音】duìniútán qín

【释义】比喻对不懂道理的人讲述道理

或谈事情。讥讽听讲的人愚蠢 , 听不

懂所讲的内容。也讥讽讲话人不看

对象 , 徒费精力。

【出处】南朝·梁·鲁佑《弘明集·理

惑论》: “昔公明仅为牛弹汪角之操,

伏食如故。非牛不闻 , 不合其耳矣。”

【例句】去对那群孩子说相对论, 有如

～, 徒费口舌。

【近义】无的放矢

【反义】有的放矢

对症下药
【注音】duìzhènɡxiàyào

【释义】症 : 病症, 病情。针对病情用

药。比喻根据问题所在 , 采取有效办

法。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魏志·华

佗传》: “府吏儿( 倪) 寻、李延共止 , 俱

头痛身热 , 所苦正同。佗曰 : ‘寻当下

之 , 延当发汗。’或难其异, 佗曰: ‘寻

外实 , 延内实 , 故治之宣殊。’即各与

药 , 明旦并起。”

【例句】做思想政治工作, 应当因人而

异 , ～。

【近义】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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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冬扇夏炉

dun

顿开茅塞
【注音】dùn kāi máo sè

【释义】顿开: 顿时开通; 茅塞: 被茅草

塞住。原来心里像被茅草堵塞着 , 现

在忽然被打开了。比喻立刻理解、明

白。

【出处】明·吾丘瑞《运甓记·剪发延

宾》: “陶兄 , 久怀慕蔺, 未遂斗瞻, 今

幸识荆 , 顿开茅塞。”

【例句】听了老师一席话 , 我 ～。

顿足疾首
【注音】dùn zújíshǒu

【释义】顿足: 跺脚; 疾首: 头疼。形容

痛恨到极点。

【例句】对于儿子的恶习 , 两位老人 ～。

【近义】痛心疾首

【反义】颔首捋胡

duo

多才多艺
【注音】duōcái duōyì

【释义】具有多种才能和技艺。

【出处】唐·姚思廉《梁书·敬帝纪》:

“允文允武 , 多艺多才。”

【例句】他是音乐家 , 又能画一手好画,

弹一手好琴 , 真是 ～。

【近义】博学多才

【反义】一无所长

多财善贾
【注音】duōcái shàn ɡǔ

【释义】本钱多就好做买卖。比喻具备

充分的条件就容易把事情办好。

【出处】《韩非子·五蠹》: “鄙谚曰:

‘长袖善舞, 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

易为工也。”

【例句】他这次是越富越有, 以后水大

船高 , ～, 更是无往而不利了。

【近义】长袖善舞

多谋善断
【注音】duōmóu shàn duàn

【释义】多作谋划 , 善于判断。

【出处】晋·陆机《新亡论上》: “畴咨俊

茂 , 好谋善断。”

【例句】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 ～的政

治家、军事家。

【近义】好谋善断

多愁善感
【注音】duōchóu shàn ɡǎn

【释义】善 : 容易。经常发愁, 容易感

伤。形容感情脆弱。

【出处】茅盾《蚀·幻灭二》: “静忽然掉

下眼泪来。是同情于这个不相识的

少妇呢 , 还是照例的女性的多愁善

感 , 连她自己也不明白。”

【例句】他是一个 ～的诗人。

多此一举
【注音】duōcǐyījǔ

【释义】举 : 行动。这样一个举动是多

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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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清·李绿园《歧路灯》四回 : “东

宿道 : “寅兄盛情 , 多此一举。’”

【例句】作者在文章的末尾硬加上一段

不必的议论 , 这就是画蛇添足 , ～。

【近义】画蛇添足  弄巧成拙

多多益善
【注音】duōduōyìshàn

【释义】益 : 更加。越多越好。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

传》: “上( 刘邦 ) 问曰: ‘如我能将几

何?’信( 韩信) 曰: ‘陛下不过能将十

万。’上曰: ‘于君何如?’曰: ‘臣多多

而益善耳。’”

【例句】 �像这样的专业人才你们地区

需要多少?”“～。”

【反义】宁缺毋滥

【辨析】～、“韩信用兵”和“韩信将兵”

等连用。

多难兴邦
【注音】duōnàn xīnɡbānɡ

【释义】邦 : 国家。国家遭受的灾难多,

可以激励人民发愤图强 , 使国家兴盛

起来。

【出处】《左传·昭公四年》: “或多难以

固其国 , 启 ( 开 ) 其疆土; 或无难以丧

其国 , 失其守宇。”

【例句】20 世纪 60 年代初 , 我国处于困

难时期 , 但 ～, 全国人民同心协力 , 克

服了天灾人祸造成的困难。

多如牛毛
【注音】duōrúniúmáo

【释义】多得像牛身上的毛一样。形容

数量极多 , 无法计算。

【出处】唐·李延寿《北史·文苑传

序》: “学者如牛毛 , 成者如麟角。”

【例句】旧政府的苛捐杂税 ～。

【近义】数以万计  不计其数

【反义】凤毛麟角  绝无仅有

多事之秋
【注音】duōs hìzhīqiū

【释义】秋 : 年 , 指时期。事变很多的时

期。一般指政局不安定。

【出处】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

二 : “所以多事之秋, 灭迹匿端, 无为

绿林之�矢也。”

【例句】旱灾刚过 , 洪灾又来 , 真是 ～。

【反义】平安无事

【辨析】“秋”不可理解为“秋天”。

多行不义必自毙
【注音】duōxínɡbùyìbìzìbì

【释义】不义 : 不合道义的事。自毙 : 自

取灭亡。多做不义之事必然自取灭

亡。

【出处】《左传·隐公元年》: “多行不义

必自毙 , 子姑待之。”

【例句】～, 那些为非作歹的人最终是

没有好结果的。

多灾多难
【注音】duōzāi duōnàn

【释义】灾难一个又一个地不断出现。

形容灾难不断或磨难多。

【例句】他不是失窃, 就是生病, 真是

～。

【近义】祸不单行

·012· duō 多



 D

【反义】多福多寿

多嘴多舌
【注音】duōzuǐduōshé

【释义】指话说得太多。有不该说或多

管闲事的意思。也形容到处胡说 , 搬

弄是非。

【出处】元·杨显之《潇湘雨》三折 : “你

休要多嘴多舌。”

【例句】他们两个人闹起来 , 都怨你 ～。

【近义】说长道短

【辨析】～和“翻唇弄舌”相比 : ～侧重

于不该说而说 ; 而“翻唇弄舌”侧重于

搬弄是非。

咄咄逼人
【注音】duōduōbīrén

【释义】咄咄 : 使人惊惧的声音 , 指说话

伤人 , 令人难受。形容气势汹汹, 盛

气凌人。也形容形势发展迅速 , 给人

以压力。

【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排调》: “殷有一参军在坐, 云 : “盲

人骑瞎马 , 夜半临深池。’殷云 : “咄咄

逼人! ’”

【例句】辩论会上, 正方 ～的气势压得

反方连连失误。

【近义】盛气凌人

【近义】平易近人

咄咄怪事
【注音】duōduōɡuài s hì

【释义】咄咄 : 叹词 , 表示惊讶。使人惊

讶的怪事。

【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黜免》: “殷中军 ( 殷浩 ) 被废 ( 罢

官) , 在信安 , 终日恒书空作字 , ⋯⋯ ,

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例句】他当教师, 还常常让学生给纠

正错别字 , 岂非 ～。

【近义】骇人听闻

【辨析】“咄”不可读作“chū”。

咄�立办
【注音】duōjiēlìbàn

【释义】咄差: 形容很短的时间。原指

主人一吩咐 , 仆人立刻就办。指马上

就办成。

【例句】领导交付的事 , 他 ～。

【近义】三下五除二 雷厉风行

【反义】拖泥带水  慢条斯理

度德量力
【注音】duódéliànɡlì

【释义】度 : 衡量 ; 量 : 估计。衡量自己

的德行能否服人 , 估计自己的能力能

否胜任。指对自己作出正确的估计。

【出处】《左传·隐公十一年》: “度德而

处之 , 量力而行之 , 相时而动, 无累后

人 , 可谓知礼矣。”

【例句】父亲嘱咐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

儿子 , 凡事一定要 ～, 不可年少气盛、

鲁莽行事。也作“量力度德”。

夺人所好
【注音】duórén suǒhào

【释义】强取别人喜欢的( 人或物) 。

【例句】他利用职权 , ～, 是不道德的行

为。

【反义】忍痛割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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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眶而出
【注音】duókuànɡér chū

【释义】夺 : 猛然涌出。眶 : 眼眶。眼泪

猛然从眼里涌出。

【出处】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五 : “那

忍住了半天的酸泪夺眶而出, 再也止

不住了。”

【例句】当她看见失去多年的孩子回到

自己身边时 , 止不住的泪水 ～。

【近义】热泪盈眶  泪如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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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弥陀佛
【注音】ēmítuófó

【释义】佛教指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

是梵语的音译 , 意译为“无量光佛”、

“无量寿佛”或“无量清净佛”。佛经

认为常念他的名号, 深信不疑, 即能

前往生他的净土。故念佛人用作口

头诵念的佛号表示祈祷或感谢神灵

等意思。也泛用于表达赞叹、应付、

谴责等态度。现作为感叹用语 , 含有

“谢天谢地”、“万幸”等意思。

【例句】哪能指望享什么福? 他只要别

在外面惹麻烦就 ～了!

阿其所好
【注音】ēqísuǒhào

【释义】阿: 曲从, 迎合。好 : 爱好、嗜

好。迎合别人的爱好或嗜好。指向

别人讨好。

【出处】《孟子·公孙丑上》: “智足以知

圣人 , 污不至阿其所好。”

【例句】为了讨得小琼的欢心, 小刚处

处 ～。

【近义】阿谀逢迎  阿谀取容

【反义】刚正不阿

阿谀逢迎
【注音】ēyúfénɡyínɡ

【释义】阿谀 : 迎合别人的心理 , 说好听

的话讨好人。逢迎 : 迎合。拍马讨

好 , 迎合他人。

【出处】宋·程颢、程颐《二程全书·周

易程氏传》: “周之与否在君而已, 不

可阿谀逢迎 , 求其比己也。”

【例句】两面派的惯用伎俩是 : 当面 ～,

背后坏话说尽。

【近义】曲意逢迎

【反义】刚正不阿

阿谀奉承
【注音】ēyúfènɡchénɡ

【释义】阿谀: 用好听的话讨好人; 奉

承 : 恭维人。巴结拍马, 说恭维人的

话 , 向人讨好。

【出处】明·东鲁古狂生《醉醒石》第八

回 : 他却小器易盈 , 况且是个小人, 在

人前不过一味阿谀奉承。”

【例句】～之风危害极大, 我们不应使

它滋长下去。

【反义】刚正不阿

婀娜多姿
【注音】ēnuóduōzī

【释义】婀娜: 柔软而美好。形容各种

轻盈柔美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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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我喜欢看 ～的芭蕾舞, 也喜欢

看节奏欢快的迪斯科。

【辨析】“姿”不可写作“恣”。

峨冠博带
【注音】éɡuān bódài

【释义】峨 : 高大。博 : 宽阔。高大的帽

子 , 宽阔的衣带。古代士大夫的装

束。

【出处】《墨子·公孟》: “昔者齐桓公,

高冠博带。”

【例句】他那 ～的装束很有古典风味。

【辨析】“峨”不可写作“娥”。

鹅行鸭步
【注音】éxínɡyābù

【释义】像鹅和鸭子走路。比喻走路或

前进缓慢 , 摇摇摆摆。

【例句】奶奶走路尽管已是 ～, 但她仍

坚持每天到湖边锻炼身体。

【近义】蜗行牛步

【反义】大步流星

恶贯满盈
【注音】èɡuàn mǎn yínɡ

【释义】贯 : 钱串。盈 : 满。形容罪恶累

累 , 就像钱串已满 , 末日已到。

【出处】《尚书·泰誓上》: “商罪贯盈,

天命诛之。”

【例句】日本战犯东条英机, ～, 自当伏

法。

【近义】罪恶滔天

【反义】洗心革面

【辨析】“恶”不可读作“wù”。

恶语伤人
【注音】èyǔshānɡrén

【释义】恶语 : 无礼、中伤一类的话。用

恶毒的话伤害别人。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洪州

法昌倚遇禅师》第四十三卷 : “利刀割

肉疮犹合 , 恶语伤人恨不销。”

【例句】语言美就是和气、谦虚 , 不说脏

话、粗话 , 不强词夺理 , 不 ～。

恶语中伤
【注音】èyǔzhònɡshānɡ

【释义】中伤: 诬蔑人使其受损害。用

恶毒的言语诽谤打击别人 , 使人受到

伤害。

【例句】我们要分清义正辞严的揭露与

～的界限。

【近义】恶语伤人

【反义】善言规劝

饿虎扑食
【注音】èhǔpūs hí

【释义】饥饿的猛虎扑向食物。比喻动

作迅猛急迫。

【出处】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六十

回 : “素姐一见汉子进去 , 通是饥虎扑

食一般 , 抓到怀里。”

【例句】小狗子一见红薯, 急忙 ～似的

抓住就往嘴里塞, 也顾不得别人笑

话。也作“恶虎扑羊”。

饿殍遍野
【注音】èpiǎo biàn yě

【释义】饿殍: 饿死的人。到处都是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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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人。形容因天灾或人祸造成人

民大量饿死的悲惨景况。

【出处】《孟子·梁惠王上》: “民有饥

色 , 野有饿莩( 通‘殍’) 。”

【例句】那一年中原大旱, 赤地千里,

～。

【近义】哀鸿遍野

【反义】含哺鼓腹

【辨析】“殍”不可读作“fú”。

en

恩断义绝
【注音】ēn duàn yìjué

【释义】恩 : 恩情; 义 : 情义。恩爱和情

义断绝。指感情破裂。

【出处】元·马致远《任风子》三折 : “便

当休离 , 咱两个恩断义绝 ; 花残月缺,

再谁恋锦帐罗�! ”

【例句】他兄弟俩暗斗数载 , 早已 ～了。

【近义】恩尽义绝

【反义】感恩图报  恩深义重

恩将仇报
【注音】ēn jiānɡchóu bào

【释义】恩 : 恩惠。受人恩惠而用仇恨

来回报。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三十回:

“我若一口说出 , 他就把公主杀了 , 此

却不是恩将仇报?”

【例句】为人应该有恩报恩 , 绝不能 ～。

【近义】以怨报德  过河拆桥

【反义】没齿不忘  以德报怨

恩重如山
【注音】ēn zhònɡrúsān

【释义】恩情像高山那样重。形容恩惠

多 , 帮助大。

【出处】宋·陆游《删定官供职谢启》:

“拔茅以征, 冒处清流之末; 及瓜而

往 , 曾无累月之淹。恩重如山, 感深

至骨。”

【例句】在抗洪抢险中, 解放军战士冒

着生命危险抢救百姓的生命, 真是

～。

er

而立之年
【注音】ér lìzhīnián

【释义】30 岁的代称。

【出处】《论语·为政》: “吾十有五而志

于学 , 三十而立 , 四十而不惑。”

【例句】到了 ～的姐姐 , 更加勤奋好学。

尔虞我诈
【注音】ér yúwǒzhà

【释义】尔 : 你。虞、诈 : 欺骗。你欺骗

我 , 我欺骗你。

【出处】《左传·宣公十五年》: “我无尔

诈 , 尔无我虞。”

【例句】同志间要搞好团结 , 不能 ～。

【近义】明争暗斗  钩心斗角

【反义】肝胆相照  开诚布公

耳鬓厮磨
【注音】ěr bìn sīm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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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鬓 : 面颊两旁的头发。厮: 互

相。磨 : 摩擦。耳靠鬓, 鬓擦耳。形

容亲密相处。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七十二

回 : “我的姐姐! 咱们从小儿耳鬓厮

磨 , 你不曾拿我当外人待, 我也不敢

怠慢了你。”

【例句】爱林把椅子挪了一挪, 和雯青

～的低语起来。

【近义】两小无猜  卿卿我我

耳聪目明
【注音】ěr cōnɡmùmínɡ

【释义】聪 : 听觉灵敏。明: 看得明白。

指头脑清楚 , 听觉和视觉都很好。

【出处】《周易·鼎》: “巽而 , 耳目聪明,

柔进而上行。”

【例句】老人虽八十多岁了, 但身体健

康 , ～, 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

多。

【反义】懵懵懂懂

耳根清净
【注音】ěr ɡēn qīnɡjìnɡ

【释义】耳根 : 耳边。耳边安静 , 无闲话

和聒噪声。形容无事打扰 , 心境安

宁。

【出处】元·李行道《灰阑记》一折 : “自

从嫁了员外 , 好耳根清净也呵! ”

【例句】无官一身轻, 他自从退居第二

线 , 也就 ～多了。

耳聋眼花
【注音】ěr lónɡyǎn huā

【释义】本指老年人听觉、视力衰退。

形容人对事物的知觉极为迟钝。

【例句】我爷爷一直坚持打太极拳, 虽

已 80 多岁高龄 , 却从不感到 ～。

【反义】耳聪目明

耳目一新
【注音】ěr mùyīxīn

【释义】耳朵、眼睛一下有了新的感觉。

指听到或看到的都比以前新鲜。

【出处】《魏书·元鉴传》: “齐人爱咏 ,

咸曰耳目更新。”

【例句】这间茶楼 , 经过一番装修粉饰 ,

便 ～, 顾客源源不绝地涌来, 生意越

来越好。

【近义】面目一新

【反义】依然如故

耳濡目染
【注音】ěr rúmùrǎn

【释义】濡 : 浸湿, 沾染。形容经常听到

和看到 , 无形中受到影响。

【出处】唐·韩愈《清河郡公房公墓碣

铭》: “耳�4( 濡) 目染 , 不学以能。”

【例句】你父亲是个画家 , 你从小便 ～,

难怪有这么好的绘画基础。

【近义】潜移默化

【反义】学而不思

耳食之言
【注音】ěr shízhīyán

【释义】听来的话 , 没有确凿根据 , 不可

相信。

【出处】《史记·六国年表序》: “学者牵

于所闻 , 见秦在帝位日浅, 不察其终

始因举而笑之, 不敢道, 此与以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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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异。”

【例句】老张的话 , 我不相信 , 那不过是

～罢了!

【近义】耳食之谈

【反义】言之凿凿

耳熟能详
【注音】ěr shúnénɡx iánɡ

【释义】耳里听多了, 越来越熟悉 , 甚至

可以详尽地复述出来。

【出处】宋·欧阳修《泷冈阡表》: “其平

居教他子弟 , 常用此语。吾耳熟焉,

故能详也。”

【例句】来到这个厂子才十来天, 到处

都可以听到关于老张师傅的趣闻轶

事 , ～, 我甚至可以毫不费力地为他

写一篇传奇小说了。

耳提面命
【注音】ěr tímiàn mìnɡ

【释义】耳提 : 提住耳朵。面命 : 当面教

诲、训示。形容严肃而恳切地教诲。

【出处】《诗经·大雅·抑》: “匪面命

之 , 言提其耳。”

【例句】不消 ～, 不过略为跟着历练历

练。

耳听八方
【注音】ěr tīnɡbāfānɡ

【释义】八方 : 四方( 东、南、西、北) 和四

隅( 东南、西北、西南、西北 ) 的总称。

耳朵同时察听各方面来的声音。形

容人灵敏机警。

【出处】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五十

三回 : “为将之道: 身临战场, 务要眼

观四处 , 耳听八方。”

【例句】一个军事指挥员, 必须要眼观

六路 , ～。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注音】ěr tīnɡwéi xū, yàn jiàn wéi s hí

【释义】虚 : 虚假, 不真实。听到的还不

足为信 , 亲眼见到才真实可靠。

【例句】～, 听人说的靠不住啊!

【近义】耳闻不如目见

耳闻不如目见
【注音】ěr wén bùrúmùjiàn

【释义】耳朵听到的不如眼睛看到的。

比喻亲身感受比传闻可靠。

【出处】《旧唐书·辛替否传》: “口说不

如身逢 , 耳闻不如眼见。”

【例句】真是 ～, 今天暑期 , 我们去工厂

和农村做调查 , 才亲身体会到改革开

放政策给我国城乡带来的巨大变化。

耳闻目睹
【注音】ěr wén mùdǔ

【释义】睹 : 见, 看见。亲耳听到, 亲眼

看见。

【出处】鲁迅《呐喊·一件小事》: “我从

乡下跑到京城里, 一转眼已经六年

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 ,

算起来也很不少。”

【例句】这些年 ～的文坛轶事, 算起来

也很不少。

【近义】耳濡目染  所见所闻

【反义】以耳代目  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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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佳人
【注音】èr bājiārén

【释义】二八 : 指十六岁; 佳人: 美女。

指年轻美貌的女子。

【例句】台上的这个组合是五位光彩夺

目的 ～组成的。

【近义】如花似玉

二三其德
【注音】èr sān qídé

【释义】二三: 不专一 , 三心二意。德:

心志 , 操守。变化无常, 没有固定的

操守。

【出处】《诗经·卫风·氓》: “士也罔

极 , 二三其德。”

【例句】做人不能 ～。

【近义】三心二意  见异思迁

【反义】一心一意  全心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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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愤图强
【注音】fāfèn túqiánɡ

【释义】发愤 : 决心努力。图 : 谋求。下

定决心 , 努力谋求富强。

【例句】中华民族羸弱了一个世纪, 但

现已 ～, 大搞精神及物质上的建设。

【近义】励精图治

【反义】苟且偷安

发愤忘食
【注音】fāfèn wànɡshí

【释义】努力学习和工作, 连吃饭都忘

了。形容专心致志 , 勤奋不懈。

【出处】《论语·述而》: “其为人也, 发

愤忘食 , 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云

尔。”

【例句】他这样 ～, 固然令人钦佩 , 但也

要注意弛张有度, 不要累坏了身体。

【近义】废寝忘餐

【反义】好逸恶劳

发号施令
【注音】fāhào shīlìnɡ

【释义】施 : 发布。发命令 , 下指示。

【出处】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七十

回 : “若发号施令, 收拾民心, 不可图

矣。”

【例句】那种光是 ～, 浮在上面而不带

头实干的人 , 不适合做领导工作。

【近义】颐指气使  三令五申

发人深省
【注音】fārén shēn xǐnɡ

【释义】省 : 醒悟。启发人深刻思考而

醒悟。

【出处】唐·杜甫《游龙门奉先寺》诗:

“欲觉闻晨钟 , 令人发深省。”

【例句】小王因赌博 , 由一个优秀青年 ,

而至锒铛入狱 , 他的堕落 ～。

【近义】发人深醒

【反义】执迷不悟

发扬蹈厉
【注音】fāyánɡdǎo lì

【释义】发扬 : 原指舞蹈一开始挥臂有

力的样子 , 后形容振奋昂扬。蹈 : 踩 ,

踏。厉 : 威猛。原指周代的《武》乐节

奏一开始动作就激烈威武 , 以象征太

公望( 吕尚) 辅助武王伐纣时奋勇直

前的意志。后形容奋发有为, 意气昂

扬。

【出处】汉·戴圣《礼记·乐记》: “发扬

蹈厉 , 太公之志也。”

【例句】抗战时期 : “民族主义文学”的

～, 或慷慨悲歌的文章, 都是为了振

奋民族精神 , 达到团结胜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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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意气风发

【反义】萎靡不振

发扬光大
【注音】fāyánɡɡuānɡdà

【释义】光大: 使显赫盛大。使之得到

发展和弘扬。

【出处】《周易·坤》: “坤厚载物 , 德合

无疆 , 含弘光大 , 品物咸亨。”

【例句】勤劳、勇敢、智慧 , 这些民族的

美德 , 我们要永远 ～。

【近义】踵事增华

罚不当罪
【注音】fábùdānɡzuì

【释义】罚 : 惩罚; 当 : 相称 , 适合。惩罚

与所犯的罪行不相称。指惩处过重。

【出处】《荀子·正论》: “夫德不称位,

能不称官 , 赏不当功 , 罚不当罪 , 不祥

莫大焉。”

【例句】被告人认为法庭判得不公正,

～, 有权上诉。

【辨析】“当”不可读作“dànɡ”。

法不徇情
【注音】fǎbùxùqínɡ

【释义】法 : 法律 ; 徇 : 偏私 ; 情 : 人情 , 私

情。法律不徇私情。指执法公正 , 不

讲私人情感。

【例句】～, 父亲是法官 , 儿子犯罪照样

难逃法网。

【近义】铁面无私

【反义】徇情枉法

fɑn

翻来覆去
【注音】fān lái fùqù

【释义】翻过来 , 覆过去。指来回翻覆。

也指多次重复。还指变化无常。

【出处】宋·吴潜《蝶恋花》: “世事翻来

覆去。造物儿戏 , 自古无凭据。”

【例句】他把白天发生的事 ～地想了一

夜。

【近义】辗转反侧  出尔反尔

【反义】始终如一

翻江倒海
【注音】fān jiānɡdǎo hǎi

【释义】倒 : 倾倒 ; 翻 ; 翻覆。把江海倒

翻过来。形容水势浩大。形容声势、

力量巨大。形容不怕任何困难或比

喻成就了艰难的事业。比喻心潮激

荡。形容环境、气氛或心境被搞得混

乱之极 , 或事物被搞得乱七八糟。

【出处】宋·陆游《夜宿阳山矶⋯⋯遂

抵雁翅浦》诗 : “五更颠风吹急雨, 倒

海翻江洗残暑。”

【例句】王方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

知书 , 她心潮起伏 , 如 ～一般。

翻箱倒柜
【注音】fān xiānɡdǎo ɡuì

【释义】把箱子和柜子都翻转过来。形

容彻底搜查。

【出处】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

述》十 : “朱培德派来的一营兵就把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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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协围住 , 将我的卧房翻箱倒柜的检

查。”

【例句】为了找出证据, 他硬是把房里

～的搜了一遍。

【近义】倾筐倒箧

翻然改进
【注音】fān rán ɡǎi jìn

【释义】翻 : 也作“幡”; 翻然: 很快而彻

底地改变。形容转变得很快 , 很彻

底 , 有所进步。

【例句】我们对 ～的人 , 应热情欢迎 , 不

纠缠历史旧账。

【反义】执迷不悟

翻覆无常
【注音】fān fùwúchánɡ

【释义】比喻人性情多变 , 反反复复 , 难

以取信。

【例句】老陈是个 ～的人, 你不能听他

口头所言 , 必须立个书面合同才成。

【近义】见异思迁

【反义】说一不二

翻然悔悟
【注音】fān rán huǐwù

【释义】悔悟: 悔恨而醒悟。很快而彻

底地转变。形容彻底觉悟过来 , 思想

大转变。

【出处】唐·陆贽《贞元改元大赦制》:

“李怀光若能翻然悔过, 束身赴朝

⋯⋯。”

【例句】从那时起 , 他 ～, 重新做人。

【反义】执迷不悟  死不改悔

翻山越岭
【注音】fān shān yuèlǐnɡ

【释义】越 : 过 ; 岭 : 顶上有路可通行的

山。翻过很多山头。形容野外工作

或行进途中的辛苦。也比喻历尽千

辛万苦。

【例句】红军长征途中 , ～, 历尽千辛万

苦 , 终于到达了陕北。

翻天覆地
【注音】fān tiān fùdì

【释义】覆 : 翻过来。使天、地换了位

置。形容变化巨大、彻底。

【出处】元·无名氏《合同文字》第一

折 : “哎哟 , 叫一声覆地翻天。”

【例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国发

生了 ～的变化。

翻云覆雨
【注音】fān yún fùyǔ

【释义】翻手作云, 覆手作雨。比喻反

复无常、变化无常或玩弄手段和权

术。

【出处】唐·杜甫《贫交行》: “翻手为云

覆为雨 , 纷纷轻薄何须数。”

【例句】他是个 ～的人 , 你得当心。

【近义】反复无常

【反义】始终如一

凡夫俗子
【注音】fán fūsúzǐ

【释义】人世间的普通人。

【出处】明·许仲琳《封神演义》四十三

回 : “吾等又不是凡夫俗子, 恃强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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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 , 皆非仙体。”

【例句】我们都是 ～, 悟不出超脱的道

理。

【近义】凡胎俗骨

【反义】仙风道骨

繁花似锦
【注音】fán huāsìjǐn

【释义】繁 : 多而茂盛。锦 : 锦缎。无数

盛开的花朵像美丽多彩的锦缎。

【出处】《澜沧江边的蝴蝶会》: “到处是

浓荫压地 , 繁花似锦。”

【例句】在春光明媚、～的季节 , 我们一

起回到了离别多年的故乡。

【辨析】～与“百花争妍”都比喻美好的

事物。“百花争妍”强调了争, 指各种

美好事物竞相比美 ; ～没有互相竞争

之意。

繁荣昌盛
【注音】fán rónɡchānɡs hènɡ

【释义】繁荣 : 蓬勃发展。昌盛 : 兴旺发

达。形容国家或事业生机蓬勃 , 兴旺

发达。

【出处】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

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 , 战胜了强

大的内外反动派 , 为什么不能在胜利

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

【例句】为建设一个 ～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奋斗。

繁荣富强
【注音】fán rónɡfùqiánɡ

【释义】繁荣 : ( 经济或事业) 蓬勃发展;

昌盛 ; 富强: ( 国家) 出产丰富 , 力量强

大。形容国家兴旺发达, 富足强大。

【例句】祖国的 ～, 是我们的共同愿望。

繁文缛节
【注音】fán wén rùjié

【释义】文、节 : 旧指礼节、仪式。缛:

繁 , 多。繁琐的仪式和礼节。也指繁

琐多余的事项或手续。

【出处】宋·苏轼《上圆丘合祭六议》:

“议者必又曰 : ‘省去繁文末节, 则一

岁可以再郊。’”

【例句】旧式婚礼 ～, 浪费金钱、时间。

反唇相稽
【注音】fǎn chún xiānɡjī

【释义】反唇 : 回嘴 , 顶嘴。稽 : 责问, 计

较。受到指责后不服气反过来责问

对方。

【出处】《汉书·贾谊传》: “妇姑不相

悦 , 则反唇而相稽。”

【例句】对父母的责骂, 做儿女的不应

～。

【近义】冷嘲热讽  冷语冰人

反败为胜
【注音】fǎn bài wéi shènɡ

【释义】反 : 扭转, 转变。变失败为胜

利。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十六

回 : “将军在匆忙之中, 能整兵坚垒,

任谤任劳 , 使反败为胜 , 虽古之名将 ,

何以如兹! ”

【例句】体育比赛中, 常常出现 ～的局

面。也作“转败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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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无常
【注音】fǎn fùwúchánɡ

【释义】反复: 颠过来, 倒过去。无常:

没有常规。指一会儿这样, 一会儿那

样 , 常常变卦。

【出处】宋·陈亮《与范东叔龙图》: “时

事反覆无常 , 天运所至, 亦看人事对

副如何。”

【例句】你要和这种 ～的人相交, 可得

留心点。

【近义】覆雨翻云  朝三暮四

【反义】始终如一  至死不变

反戈一击
【注音】fǎn ɡēyījī

【释义】戈 : 古代的一种兵器。掉转武

器 , 攻击原来所属的营垒。

【出处】《尚书·武成》: “前徒倒戈, 攻

于后以北。”

【例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他手下的

人居然 ～, 把他揭发出来。

【近义】反戈相向

反面无情
【注音】fǎn miàn wúqínɡ

【释义】经过一场不愉快的事件以后,

情义一点也没有了。

【出处】明·邵璨《香囊记》: “状元, 成

就了吧! 他也是一个君主, 恐怕反面

无情 , 那时节悔之晚矣! ”

【例句】他 ～, 对帮助过他的朋友 , 也不

肯予以援助。

【近义】忘恩负义

【反义】情深义重

反躬自问
【注音】fǎn ɡōnɡzìwèn

【释义】躬 : 自身。反过来问问自己怎

么样。指检查自己。

【例句】党和国家为我们创造了优越的

学习条件 , 我们每个中学生, 难道不

应该 ～, 我是否完成了祖国交给我的

学习任务 , 我将怎样为实现四个现代

化贡献力量呢?

反躬自省
【注音】fǎn ɡōnɡzìxǐnɡ

【释义】躬 : 身体。省: 反省、检查。从

主观方面对自己进行反省、检查。

【出处】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六十

二·答王晋辅》四 : “自今以往, 更愿

反躬自省 , 以择乎二者之间。”

【例句】错误未必全在他 , 你也应该 ～,

他到了今日的地步, 你是于心有愧

的。

【近义】反躬自问

【反义】诿过于人

反目成仇
【注音】fǎn mùchénɡchóu

【释义】反目: 翻转眼皮; 以白眼珠瞪

人。反眼相看成为仇人 , 指夫妻不和

闹得很僵 , 以致互相成为仇人。也指

其他原来关系非常亲密 , 相处十分要

好的人 , 矛盾激化 , 互相对立。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 “公子王

孙虽多 , 哪一个不是三房五妾⋯⋯甚

致怜新弃旧 , 反目成仇 , 多着呢?”

【例句】他们两家本是世交, 可由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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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分地 , 竟闹得两家 ～, 以至于打起

来了。

【近义】反眼不识

【反义】琴瑟和谐

反求诸己
【注音】fǎn qiúzhūjǐ

【释义】诸 , 之于的合音 , 反过来从自己

身上寻找原因。

【出处】《孟子·离楼上》: “行有不得皆

反求诸己 , 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例句】当人民内部遇到矛盾时, 我们

提倡 ～, 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

问题。

【近义】严以责己

【反义】苛求于人

反面教员
【注音】fǎn miàn jiào yuán

【释义】反面: 坏的、消极的一面, 指与

人民为敌的人的言行。指能从反面

教育人民的人或事。

【例句】霸权主义者是全世界人民的

～。

反客为主
【注音】fǎn kèwéi zhǔ

【释义】客人反过来成了主人。比喻变

被动为主动或变次要的为主要的。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十七

回 : “诱渊来战而擒之 , 此乃反客为主

之法。”

【例句】这场比赛客队 ～。

【近义】喧宾夺主

反其道而行之
【注音】fǎn qídào ér xínɡzhī

【释义】采取跟对方相反的办法去办

事。

【例句】叫他去解决矛盾 , 可他却 ～, 更

扩大了矛盾。

【近义】背道而驰

【反义】顺水推舟

反眼不识
【注音】fǎn yǎn bùshí

【释义】翻脸不认人。

【例句】街坊邻居间, 为了一点小事就

～, 实在不应该。

【近义】反目成仇

【反义】握手言欢

反咬一口
【注音】fǎn yǎo yīkǒu

【释义】比喻办了坏事的人反过来诬陷

受害者。

【例句】事实摆在面前 , 你休想 ～。

【近义】倒打一耙

【反义】引咎其责

返老还童
【注音】fǎn lǎo huán tónɡ

【释义】从老年回到童年。形容衰老的

人恢复了青春时的健康或精神。

【出处】汉·史游《急就篇》: “长乐无极

老复丁。”

【典故】淮南王刘安是汉朝的宗室。他

的官位很高 , 但这并不能满足他的愿

望 , 他常常想入非非 : “我应该怎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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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长生不死呢?”刘安只顾研究长

生不老的方法 , 对那些侍卫部下一直

没有进行好好教育 , 以至于连替他看

门的人都是一副骄傲和不可一世的

态度。

有一天 , 家门口来了八位老人。那

八位老人都白眉白胡子 , 看起来老态

龙钟。其中一个人说: “我想拜访刘

安。”守门的人说: “不行。”老人说:

“我们是神仙 , 要来指导刘安当神仙

的方法。”守门的人说 : “你们啊, 真像

是骗子。人家说 , 神仙都长生不老,

不会死的。可是 , 你们八个, 又老又

丑又可怜 , 哪像神仙?”其中一个老人

说 : “怎么你不信我们是神仙? 好吧,

我们马上变成小孩。”守门的人惊讶

地说 : “真的?”老人说: “你看吧。”

说完 , 八个老人转过身来, 背着那

位守门人 , 不到一分钟, 说 : “过来看

吧! ”守门人好奇地跑过来一看 , 八个

老人一下子变成八个小孩。守门人

赶快跪下一拜 : “请原谅我的无知 , 我

马上通报我家主人去。”

【例句】他相信生命在于运动, 对吃补

药可以 ～的说法从不相信。

【近义】鹤发童颜

【反义】未老先衰

【辨析】“还”不可读作“hái”。 ～形容

由衰老恢复青春; “龟年鹤寿”比喻人

的寿命长。

返璞归真
【注音】fǎn púɡuīzhēn

【释义】返 : 回归。璞 : 璞玉, 没有加工

的玉石。真 : 本来, 原始状态。去掉

外在的装饰 , 恢复原来的质朴状态,

后形容朴实无华。

【例句】远离城市的喧嚣, 来到遥远的

山村 , 有一种 ～之惑。

犯而不校
【注音】fàn ér bùjiào

【释义】犯 : 触犯。校 : 计较。别人独犯

自己也不计较。

【出处】《论语·泰伯》: “以能问于不

能 , 以多问于寡; 有若无, 实若虚; 犯

而不校 , 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例句】要宽大为怀, 对此事应 ～。

【近义】逆来顺受

【反义】针锋相对  以眼还眼, 以牙还

牙

犯上作乱
【注音】fàn shànɡzuòluàn

【释义】旧指冒犯尊长或官府, 造反作

乱。

【出处】《论语·学而》: “不好犯上, 而

好作乱者 , 未之有也。”

【例句】高老太爷听说有些年轻学生在

外面印报纸 , 散布谣言 , 专跟他作对 ,

在他看来 , 这简直是 ～, 目无君长了。

【反义】安分守己

泛泛而谈
【注音】fàn fàn ér tán

【释义】泛泛: 浮泛肤浅。浮泛肤浅地

讲一讲。指说话或写文章不深刻。

【出处】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

“不能把《青春之歌》重读一遍然后执

笔 , 故而只能泛泛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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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演讲就从具体问题出发, 抓住

一点 , 深入下去 , 不要 ～。

【反义】娓娓而谈

泛泛之交
【注音】fàn fàn zhījiāo

【释义】泛泛: 一般, 平常。一般的交

情。指不是知心的朋友。

【例句】你我不是 ～, 何必这么客气。

【近义】一面之交

【反义】刎颈之交

泛滥成灾
【注音】fàn làn chénɡzāi

【释义】泛滥: 水四处漫溢。指江河湖

泊的水漫溢横流 , 造成灾害。比喻数

量过多 , 成了祸害。也比喻危害的思

想言行到处传播, 成为祸患。

【出处】《孟子·滕文公上》: “洪水横

流 , 泛滥于天下。”

【例句】堤要加固 , 小心洪水下来 , ～。

【反义】绝无仅有

【辨析】“滥”不可写作“烂”。 ～强调

出现的过多, 扩散漫布, 造成灾害。

多用自然界河道决口和社会生活中

成为灾难性的现象; “洪水横流”还可

比喻邪道横行 , ～不能。

饭来张口
【注音】fàn lái zhānɡkǒu

【释义】饭送到嘴边张口就吃。比喻不

劳而获 , 坐享其成。

【出处】唐·元稹《元氏长度集·放

言》: “酒熟�5糟学渔父, 饭来张口似

神鸦。”

【例句】她几十年以来一直过着衣来伸

手、～的生活, 那经得起今天这样的

折腾。

【反义】吃苦耐劳

【辨析】～常同“衣来伸手”连用, 表示

不劳而获 , 无所事事。

贩夫走卒
【注音】fàn fūzǒu zú

【释义】贩夫: 小商小贩; 走卒: 旧时指

替人当差服役的人。小商贩和差役。

泛指地位低下的人。

【出处】清·龚自珍《王仲瞿墓志铭》:

“以故大江之南, 大河之北, 南至闽

粤 , 北至山海关、热河, 贩夫驺卒, 皆

知王举人。”

【例句】他在那部戏里扮演的是 ～一类

小角色。

【反义】王佐之才

fɑnɡ

方寸已乱
【注音】fānɡcùn yǐluàn

【释义】方寸 : 内心 , 心绪。心绪已乱。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蜀·诸葛

亮传》: “( 徐) 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 :

‘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 以此方

寸之 地 也。今 已 失 老 母 , 方 寸 乱

矣! ’”

【例句】事情来得太突然 , 他方寸已乱 ,

大家快替他想点办法。

【近义】六神无主

【反义】行若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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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之门
【注音】fānɡbiàn zhīmén

【释义】方便: 便利。原指佛教引人入

佛的门径。引申为给人便利的门路。

【出处】唐·王勃《广州宝庄严寺舍利

塔碑》: “维摩见柄 , 盖申方便之门 ; 道

安谢归 , 思远朝廷之事。”

【例句】父亲从事人事工作多年, 但他

从不为自己的家人或亲属开 ～。

方枘圆凿
【注音】fānɡruìyuán záo

【释义】四方榫头不能插入圆孔内。

【出处】战国楚·宋玉《九辩》: “圆凿而

方枘兮 , 吾固知其�6眐而难入。”

【例句】我和他性格不同, 观点各异,

～, 很难合作。

【近义】格格不入

【反义】丝丝入扣

方兴未艾
【注音】fānɡxīnɡwèi ài

【释义】兴: 兴起, 兴旺。艾 : 终止 , 完

结。正在兴起 , 并未停止。多用来形

容新生事物正在蓬勃发展。

【出处】宋·陈亮《祭周贤董文》: “连岁

有江上之役 , 欲的公寿而不果奔也。

谓公之寿方兴未艾, 而此心终未泯

也。”

【例句】非洲各国的民族运动正 ～。

【反义】日暮途穷

【辨析】“艾”不可读作“yì”。

防不胜防
【注音】fánɡbùshènɡfánɡ

【释义】胜 ( 旧读 shēnɡ) : 尽。防备不

尽。指需要防备的太多, 防备不过

来。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四十七回 : “这种小人, 真是防

不胜防。”

【例句】他打球变化多端 , 常让对手 ～。

【近义】猝不及防

【辨析】～与“四面楚歌”都有需要防备

之意。 ～更突出的是防备不过来。

防患未然
【注音】fánɡhuàn wèi rán

【释义】患 : 灾祸 ; 未然 : 没有这样 , 指未

成为事实。在事故、灾害尚未发生之

时 , 就加以防备。

【出处】《邓析子·无厚篇》: “诚听能闻

于无声 , 视能见于无形, 计能规于未

兆 , 虑能防于未然。”

【例句】等雨季来了再修堤就晚了, 应

该 ～嘛。

【近义】有备无患  未雨绸缪

【反义】临渴掘井  抱火寝薪

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
【注 音】fánɡ mín zhīkǒu, shèn yú

fánɡchuān

【释义】防 : 阻止, 堵塞。防止人民批评

比堵塞河流引起水患的危害还严重。

意思是不可防民之口, 如这样去做,

将比“防川”带来的后果更严重。

【出处】《国语·周语上》: “防民之口 ,

·722·fānɡ- fánɡ方防



F 

甚于防川 , 川壅而溃 , 伤人必多 , 民亦

如之。是故为川者 , 决之使导, 为民

者 , 宣之使言。”

【例句】领导者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

见 , 要知道 ～。

防微杜渐
【注音】fánɡwēi dùjiàn

【释义】微 : 微小, 指事物的苗头。渐:

事物慢慢发生的微妙变化。在不良

的事物刚露头时就加以防止 , 杜绝其

发展。

【出处】《后汉书·丁鸿传》: “若敕政责

躬 , 杜渐防萌 , 则凶妖销灭, 害除福凑

矣。”

【例句】只要我们善于抓住学生中存在

的思想苗头 , ～, 就会使我们的工作

变被动为主动。

【近义】防患未然

【反义】养痈遗患

放荡不羁
【注音】fànɡdànɡbùjī

【释义】放荡 : 放纵。羁 : 束缚。指放纵

任性 , 不受约束。

【出处】《晋书·王长文传》: “少以才学

知名, 而放荡不羁, 州府辟命皆不

就。”

【例句】他以为 ～才可以显示艺术家的

气质 , 哪知他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

【近义】放浪形骸

【反义】循规蹈矩

放虎归山
【注音】fànɡhǔɡuīshān

【释义】把老虎放回山里去。比喻释放

已落网的坏人 , 后患无穷。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蜀志·刘

巴传》: “既入 , ( 刘) 巴复谏曰 : ‘若使

备讨张鲁 , 是放虎于山林也。’”

【例句】他若逃走了, 等于是 ～。

【近义】养虎遗患  养痈遗患

【反义】斩草除根  除恶务尽

放浪形骸
【注音】fànɡlànɡxínɡhái

【释义】放浪: 放荡, 不受拘束。形骸:

指人的形体。指行为放荡 , 不受世俗

礼法的约束。

【出处】晋代王羲之《兰亭集序》: “或因

寄所托 , 放浪形骸之外。”

【例句】他从不与那些 ～的人打交道。

【近义】放浪不羁  放荡不羁

【反义】循规蹈矩

放任自流
【注音】fànɡrèn zìliú

【释义】听之任之 , 不加过问 , 任其自由

发展。

【出处】《淮南子·修务训》: “听其自

流。”

【例句】对错误的东西不能 ～, 必须正

确引导 , 加以纠正。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注音】fànɡx iàtúdāo, lìdìchénɡfó

【释义】立地: 立刻。只要放下手里的

屠刀 , 马上就可以成佛。意思是, 即

使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 只要改恶从

善 , 也能立刻成佛。原是佛教禅宗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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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改恶从善的话。后来比喻只要停

止作恶 , 决心悔改, 就能很快转变为

好人。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东山

觉禅师》: “广额正是个杀人不眨眼的

汉 , 飏下屠刀 , 立地成佛。”

【例句】他从前是个无恶不作的人, 自

得了那一次教训后便 ～, 洗手不干

了。

【近义】改邪归正

【反义】执迷不悟

【辨析】～和“痛改前非”区别在于: ～

侧重于劝人改恶从善 ; 而“痛改前非”

无劝人之意。

放之四海而皆准
【注音】fànɡzhīsìhǎi ér jiēzhǔn

【释义】放 : 放置。之 : 代词, 指代具有

普遍性的真理。四海 : 古时认为中国

四境有大海环绕, 故以“四海”指代全

国各地 , 后来引申指全世界。准: 标

准。把具有普遍性的真理放在任何

地方都是适用的。

【出处】汉·戴圣《礼记·祭义》: “推而

放诸东海而准, 推而放诸西海而准,

推而放诸南海而准 , 推而放诸北海而

准。”

【例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这是一条 ～的基本原理。

fei

飞短流长
【注音】fēi duǎn liúchánɡ

【释义】飞、流 : 指散布。短、长 : 指是

非。说长道短 , 散布是非。

【出处】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封三

娘》: “妾来当须秘密 , 造言生事者 , 飞

短流长 , 所不堪受。”

【例句】当年 , ～者盛传他已死去 , 三年

后的今天 , 他却又出现在大家面前。

【近义】造谣中伤  流言蜚语

飞黄腾达
【注音】fēi huánɡténɡdá

【释义】飞黄 : 传说中的神马名。腾达 :

腾空飞奔。像神马那样腾空飞驰。

比喻升迁很快。也比喻做大官。

【出处】唐·韩愈《符读书城南》: “飞黄

腾踏去 , 不能顾蟾蜍。”

【例句】到了你 ～的时候, 可别忘了我

们这些老友啊!

【近义】官运亨通  平步青云

【反义】怀才不遇

飞蛾投火
【注音】fēi étóu huǒ

【释义】蛾 : 像蝴蝶似的昆虫。飞蛾扑

到火上。比喻自取灭亡。

【出处】《梁书·到溉传》: “如飞蛾之赴

火 , 岂焚身之可吝。”

【例句】这家伙畏罪潜逃, 今天自己送

上门来 , 岂不是 ～。

飞来横祸
【注音】fēi lái hènɡhuò

【释义】飞 : 突然的 , 意外的。横 : 意外

发生的。突然发生的意外灾祸。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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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传》: “故常敕妻子 , 若卒遇飞祸 , 无

得殡敛 , 冀以区区腐身觉悟朝廷。”

【例句】他被车撞了 , 真是 ～。

【近义】不测之祸  祸从天降

【辨析】～表示意外的灾祸; “祸从天

降”更形象表示了灾害突然到来, 毫

无准备。

飞沙走石
【注音】fēi shāzǒu shí

【释义】沙土飞扬, 石子滚动。形容风

力迅猛。

【出处】晋·干宝《搜神记》卷三 : “王言

此树神何须损我百姓, 乃以兵围, 正

欲诛伐之 , 乃有神飞沙走石, 雷电霹

雳。”

【例句】当年这里是一片漫漫黄沙, 大

风一起 , ～。

【近义】天昏地暗

【反义】风和日丽

飞檐走壁
【注音】fēi yán zǒu bì

【释义】在屋檐、墙壁上行走如飞。形

容身体轻捷 , 武艺高强。

【出处】元·刘唐卿《降桑椹蔡顺奉图》

一折 : “醉了时丢砖掠瓦 , 到晚来飞檐

走壁。”

【例句】莫非这小偷有 ～的特异功能?

怎么一眨眼工夫, 人就不见了?

飞扬跋扈
【注音】fēi yánɡbáhù

【释 义 】飞 扬: 放 纵。跋 扈: 蛮 横

( hènɡ) 。指情态举动越出常规 , 不受

约束。指放纵蛮横。今多用此义。

【出处】唐·李延寿《北史·齐本纪

上》: “侯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 常有

飞扬跋扈志。”

【例句】他 ～, 欺行霸市 , 早晚会受到法

律的制裁。

【近义】专横跋扈

【反义】循规蹈矩

飞针走线
【注音】fēi zhēn zǒu xiàn

【释义】走 : 跑。形容做针线活技艺娴

熟高超。

【出处】《祖堂集·九·洛浦和尚》:

“问: ‘孤灯不自照, 室内事如何?’师

云 : ‘飞针走线时人会 , 两边绣过却还

稀。’”

【例句】这点活儿简直不算什么 , 她 ～,

一会儿就做完了。

【辨析】～和“穿针引线”形体和字画意

思近似。但“穿针引线”比喻从中联

系、拉拢 , 跟 ～的意思截然不同。

非池中物
【注音】fēi chízhōnɡwù

【释义】不是长期蛰居池塘中的动物。

比喻有远大抱负的人。

【例句】著名画家徐悲鸿曾受困于上

海 , 但他 ～, 最终取得了成功。

非分之想
【注音】fēi fèi zhīx iǎnɡ

【释义】非分: 不守本分。指不守本分

的想法、打算。指过度的欲望。

【例句】靠劳动所得 , 过温饱生活 , 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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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义之 财, 不 作 ～。也作 “非分之

念”。

【辨析】“分”不可读作“fēn”。 ～比

“私心杂念”的语义重得多。

非驴非马
【注音】fēi lǘfēi mǎ

【释义】不是驴也不是马, 原指驴与马

杂交生的骡子。后比喻不伦不类的

事物。

【出处】蔡东藩《慈禧太后演义》三十七

回 : “外务部无可倒援 , 只好把西太后

游幸的礼节 , 模糊参酌, 定了一个非

驴非马的礼物 , 呈入候核。”

【例句】实践证明, 认为中西医结合 ～

的想法是错误的。

【近义】不伦不类

非亲非故
【注音】fēi qīn fēi ɡù

【释义】故 : 老朋友, 老熟人。不是亲,

也不是老朋友。表示彼此没有关系。

【出处】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三十

四 : “廷章道 : ‘虽承王翁盛意, 非亲非

故 , 难以打搅。’”

【例句】一个与他互不相识、～的青年,

及时地把他送进了医院。

【近义】素昧平生  萍水相逢

非同小可
【注音】fēi tónɡx iǎo kě

【释义】小可 : 寻常 , 一般。不同于寻常

的和一般的小事。指人的本领和学

问不同寻常。也指事情重要和情况

严重 , 不可轻视。

【出处】元·孟汉卿《魔合罗》三折 : “萧

令史 , 我与你说, 人命事关天关地, 非

同小可。”

【例句】这样的话可别乱说, 生出是非

来 ～。

【近义】性命交关

【反义】鸡毛蒜皮

非同寻常
【注音】fēi tónɡxún chánɡ

【释义】寻常: 平常。不同于平常。形

容事情或人很突出 , 不同于一般。

【例句】在我们班上, 他是个 ～的人物。

非我莫属
【注音】fēi wǒmòshǔ

【释义】莫 : 没有谁; 属 : 归属 , 引申为占

有。除了我 , 再没有谁合适了。指只

有自己来担当 , 才最合适。

【例句】干这样的粗活 , ～。

【近义】舍我其谁

【反义】不矜不伐  深藏若虚

非愚则诬
【注音】fēi yúzéwū

【释义】愚 : 愚昧。不是愚昧便是被诬

陷?

【出处】《庄子·秋水》: “是犹师天而无

地 , 师阴而无阳, 其不可行明矣。然

则语而不舍 , 非愚则诬也! ”

【例句】古时多数贤士 , ～, 最后不得退

居山林或隐于市井。

肥头大耳
【注音】féi tóu dàě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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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肥胖的脑袋, 大大的耳朵。形

容生活优裕, 保养得好。旧时也指长

得福相。今多用于贬义。

【出处】张寿臣《巧嘴媒婆儿》: “吃得媒

婆儿一个个都肥头大耳的! ”

【例句】这家伙 ～, 一副官气十足的模

样 , 却半点本事也没有。

【近义】脑满肠肥

【反义】骨瘦如柴

匪夷所思
【注音】fěi yís uǒsī

【释义】匪 : 通“非”, 不是。夷: 平常。

不是平常人所能想像的。形容所见

事物的奇异或复杂。

【出处】《周易·涣》: “涣有丘 , 匪夷所

思。”

【例句】前晚的景象 , 简直是 ～。

【近义】异想天开

斐然成章
【注音】fěi rán chénɡzhānɡ

【释义】斐然: 有文采的样子。指文章

很有文采而又成章法。也形容声誉

卓著。

【出处】《论语·公冶长》: “吾党之小子

狂简 , 斐然成章 , 不知所以裁之。”

【例句】白君近治敦煌之学, ～, 已见诸

报端。

【近义】妙笔生花

沸沸扬扬
【注音】fèi fèi yānɡyánɡ

【释义】沸沸 : 水翻涌的样子。扬扬 : 四

下传播的样子。形容人声喧嚷 , 议论

纷纷。

【出处】《山海经·西山经》: “其中多白

玉 , 是有玉膏 , 其原沸沸扬扬。”

【例句】电影散场后 , 影院门前 ～, 人声

�杂。

【近义】风言风语

【反义】守口如瓶

肺腑之言
【注音】fèi fǔzhīyán

【释义】腑 : 指胃、胆、大肠、膀胱等 ; 肺

腑 : 比喻内心。指发自内心的真诚

话。

【出处】元·郑德辉《睻梅香》: “小生别

无所告 , 只索将这肺腑之言, 实诉与

小娘子。”

【例句】听了他这一番 ～, 使我们陷入

了沉思之中。

【反义】花言巧语  甜言蜜语

【辨析】～和“由衷之言”都指诚挚的真

心话。但有差别 : ～较“由衷之言”形

象些。 ～可作介词“自”的宾语 ; “由

衷之言”因本身含有“由”字, 显然不

能。

废话连篇
【注音】fèi huàlián piān

【释义】连篇: 一篇接一篇。形容文章

或话语中不必要的话太多。

【例句】这种 ～的稿件是不可能被发表

的。

【近义】长篇累牍

【反义】简明扼要  言简意赅

【辨析】～和“言之无物”都可以形容讲

话或写文章空空洞洞。但 ～偏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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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或写的缺乏充实的内容。

废寝忘食
【注音】fèi qǐn wànɡshí

【释义】废 : 废止, 停止; 寝 : 睡觉。顾不

上睡觉 , 忘记了吃饭。形容对某事专

心致志。

【出处】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

学》: “元帝在江荆间 , ⋯⋯废寝忘食,

以夜继朝。”

【例句】读书乐, 所以有人一卷在手往

往 ～。也作“废寝忘餐”。

【近义】发愤忘食

【反义】饱食终日

费尽心机
【注音】fèi jǐn xīn jī

【释义】用尽心思、计谋。

【出处】宋·朱熹《朱文公文集·二十

九·与扬子直书》: “而近年一种议

论 , 乃欲周旋于二者之间 , 问互委曲,

费尽心机。”

【例句】敌方 ～, 企图刺探我方的经济

情报 , 但终因我方防范严密而一无所

获。

【近义】困心衡虑  呕心沥血

【反义】无所用心

fen

分崩离析
【注音】fēn bēnɡlíxī

【释义】分 : 分开。崩 : 崩溃。离析 : 解

体。形容国家或集团分裂离散 , 不能

保持团结和统一。

【出处】《论语·季氏》: “远人不服, 而

不能来也 , 邦分崩离析 , 而不能 守

也。”

【例句】东欧的几个国家已经到了 ～的

地步。

【近义】土崩瓦解  四分五裂

【反义】精诚团结  万众一心  众志成

城

分道扬镳
【注音】fēn dào yánɡbiāo

【释义】镳 : 马嚼子。扬镳: 提起马嚼,

策马前进。原指分路行进。后比喻

因志趣不同而各奔前程。

【出处】《北史·魏宗室河间公齐传》:

“孝文曰 : ‘洛阳, 我之丰、沛 , 自应分

路扬镳。’”

【典故】元齐是魏烈帝的玄孙, 少年时

勇猛善战 , 曾跟随太武帝征赫连昌。

太武帝马失前蹄, 形势危机, 元齐以

身体遮挡 , 奋力死战, 使太武帝脱险。

后来又屡立战功 , 被封为河间公。

元志是元齐的小儿子 , 少年时读书

刻苦 , 涉猎广泛, 文采出众, 能言善

辩。

孝文帝时 , 采纳御史中尉李彪的意

见 , 将京都由山西平城迁往洛阳, 元

志当时任洛阳县信令。一次元志与

李彪在路上相逢 , 双方的警卫人员互

不让路 , 发生争执。元志与李彪也互

相指责 , 让对方避两人争执不下, 只

好请皇帝裁决。

李彪理直气壮地说: “我身为御史

中尉职掌纠察百官, 即使宰相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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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有权弹劾。元志不过是个小小

县令 , 职务比我低得多, 按等级 , 他应

该给我让路。”

元志也毫不示弱 , 他立即辩驳说:

“我是洛阳城的父母官, 洛阳的所有

住户都在我的管辖范围 , 怎么能与其

他官员一样 , 为你让路呢?”

皇帝见两个亲信大臣为争路闹得

不可开交 , 感到为难。在他听来双方

各执一词都有道理 , 于是采取折中办

法 , 说 : “洛阳是我的都城, 自然应该

各走各的道 ( 自应分路扬镳, 自今以

后 , 可分路而行) 。”

灶人辞别皇帝出来, 元志命人用

尺将道路测量好 , 然后从中间定出界

限 , 与李彪约定, 日后相逢, 各走一

半 , 互不相干。

事后, 皇帝对近臣评价元志, 说:

“这小子不错 , 毕竟出身于高贵家庭,

如同一块美玉, 不必加工 , 自成形

状。”

邢峦奉承说 : “那是当然, 正如秋

天的修竹 , 经过风霜 , 故多劲节 , 原因

都在本枝嘛。”

员外郎冯俊的姐姐是皇帝身边的

女官 , 他依仗姐姐的势力 , 殴打村长,

被元志收审。为此事元志得罪皇帝,

降为主簿。后来他追求生活豪华 , 声

名毁誉参半。

【例句】我们虽然是好朋友, 但自从那

一次争执后 , 便 ～了。

【近义】背道而驰

【反义】追随骥尾  并驾齐驱

分甘共苦
【注音】fēn ɡān ɡònɡkǔ

【释义】有苦同受 , 有乐同享。

【出处】明·范受益《寻亲记·发配》:

“和你分甘共苦 , 受尽饥寒 , 谁想道遭

磨难也。”

【例句】夫妻不能 ～, 就很难共同生活

下去。

【近义】同甘共苦

【反义】不甘食贫

分花拂柳
【注音】fēn huāfúliǔ

【释义】四周花草茂密 , 垂柳如幔 , 行走

起来要拨开柳条 , 避 免践踏花草。

拂 : 拨开。

【例句】花园中春意盎然, 我们 ～走到

岸旁 , 跳上小舟划了出去。

分所应为
【注音】fēn suǒyīnɡwéi

【释义】本身份内应该去做的事。分:

分内。

【例句】我是个医生, 救人的事 ～。

【近义】分内之事

分门别类
【注音】fēn mén biélèi

【释义】门、类 : 事物的种类。分成各种

门类。

【出处】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志录

集》: “《夷坚志》, 原四百二十卷 , 今行

者五十一卷。盖病其烦芜而芟之, 分

门别类 , 非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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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这些展品应该 ～的存放。

分秒必争
【注音】fēn miǎo bìzhēnɡ

【释义】一分一秒也必须争取。形容充

分利用一切时间。

【出处】《洲际导弹自述》: “打起仗来要

分秒必争 , 时间就是胜利。”

【例句】为了学好知识 , 报效祖国 , 他在

国外留学时 , 废寝忘食 , ～。

【近义】争分夺秒

分庭抗礼
【注音】fēn tìnɡkànɡlǐ

【释义】庭 : 堂阶前。抗 : 对等 , 相当。

也作“伉”。宾、主分别站在庭中两

边 , 相对行礼, 表示平等相待。后比

喻平起平坐 , 互相对立。

【出处】《庄子·渔父》“万乘之王 , 千乘

之君 , 见夫子未尝不分庭伉礼。”

【例句】公主乃金枝玉叶, 妾岂敢与公

主 ～。

【近义】平起平坐  平分秋色

【反义】齐心协力  齐心戮力

分化瓦解
【注音】fēn huàwǎjiě

【释义】使对方的力量分裂、离散。

【例句】只要我们利用矛盾, 做好政策

攻心 , 敌人不难 ～。

【近义】土崩瓦解

【反义】精诚团结

分文不取
【注音】fēn wén bùqǔ

【释义】分 : 一分( 钱) ; 文 : 一文钱( 旧时

指铜钱) 。形容对应得的报酬一点儿

也不要。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二十一

回 : “果然有意耕种刨锄 , 有的是山荒

地 , 山价地租 , 我分文不取。”

【例句】这家旅店先后安置了二十多位

无家可归的灾民, 不仅 ～, 还向他们

捐助了一些过冬的衣物。也作“分文

未取”、“分毫不取”。

【近义】一文不取

【反义】雁过拔毛

分文不值
【注音】fēi wén bùzhí

【释义】一分一文钱也不值。形容毫无

价值。

【出处】宋·普济《五灯会元》卷五十

六 : “三家村里臭猢狲, 价增十倍; 骊

龙颔下明月珠 , 分文不值。”

【例句】祖辈留下的这些东西, 他一直

当成宝贝 , 其实 ～。也作“分文 不

直”。

【近义】一钱不值

【反义】价值连城

纷纷攘攘
【注音】fēn fēn rǎnɡrǎnɡ

【释义】纷纷: 多而杂乱; 攘攘: 乱糟糟

的样子。形容人群纷乱。

【出处】明·冯梦龙《喻世明言》卷十

八 : “杨八老看见乡村百姓, 纷纷攘

攘 , 都来城中逃难。”

【例句】被击溃的敌军 ～地朝山那边逃

去。也作“纷纷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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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熙熙攘攘

【辨析】“攘”不可写作“扬”, 不可读作

“yánɡ”。

纷纷扬扬
【注音】fēn fēn yánɡyánɡ

【释义】纷乱飞扬的样子。

【出处】元·无名氏《渔樵记》一折 : “今

日遇着暮冬天道 , 纷纷扬扬, 下着如

此般大雪。”

【例句】春风吹来 , 白色的柳絮 ～, 漫天

飞舞。

【辨析】～和“天女散花”都可形容大雪

纷纷飞或其化碎物散乱飘洒的样子。

但 ～还有议论纷纷的意思; “天女散

花”则不含此意。

纷红骇绿
【注音】fēn hónɡhài lǜ

【释义】纷 : 纷披。红: 指花。骇 : 散乱。

绿 : 指叶。纷披的红花 , 散乱的绿叶。

形容花叶随风摆动。

【出处】《聊斋志异·绛妃》: “纷红骇

绿 , 掩苒何穷 , 擘柳鸣条 , 萧骚无际。”

【例句】那花园 ～, 掩苒何穷。

纷至沓来
【注音】fēn zhìtàlái

【释义】纷 : 众多。沓 : 重复。接连不断

地到来。

【出处】宋·朱熹《答何叔京·之六》:

“夫其心俨然肃然, 常若有所事 , 则虽

事物纷至而沓来, 岂足以乱吾之知

思。”

【例句】博览会开幕后 , 人们便 ～。

【近义】接踵而来

【反义】后继无人

焚膏继晷
【注音】fén ɡāo jìɡuǐ

【释义】焚 : 烧。膏: 油脂, 指灯油、蜡

烛。晷 : 日影: 点燃灯烛接续日光。

形容夜以继日地用功。

【出处】唐代韩愈《进学解》: “焚膏油以

继晷 , 恒兀兀以穷年。”

【例句】他在青少年时期 ～, 如饥似渴

地学习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近义】夜以继日  通宵达旦

【反义】饱食终日  无所事事

焚林而猎
【注音】fén lín ér liè

【释义】烧毁山林猎取野盖。比喻只顾

眼前利益 , 不留余地 , 不计长远。

【出处】《韩非子·难一》: “焚林而田 ,

偷且多兽 , 后必无兽。”

【例句】不涸泽而渔, 不 ～。

【近义】涸泽而渔。

焚书坑儒
【注音】fén shūkēnɡrú

【释义】坑 : 掘坑活埋。儒 : 读书人。指

秦始皇焚烧典籍、坑杀儒生之事。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

纪》: “秦始皇焚书坑儒, 六学自此缺

矣。”

【例句】卖国政府 ～, 大肆杀害爱国学

子。

【辨析】“坑”不可写作“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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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墨登场
【注音】fěn mòdēnɡchǎnɡ

【释义】粉墨: 施粉画墨, 指化妆。场:

戏场 , 戏台。化好妆上台表演。多用

以比喻坏人经过一番乔装打扮 , 登上

政治舞台。

【出处】朋·藏懋循《元曲选序二》: “而

关汉卿辈争挟长技自见, 至躬践排

场 , 面傅粉墨。”

【例句】今天晚上老王客串霸王别姬,

～了。

【近义】乔装打扮

【反义】原形毕露

粉身碎骨
【注音】fěn shēn suìɡǔ

【释义】身体粉碎。多指为了达到某种

目的不惜牺牲生命。

【出处】唐·蒋防《霍小玉传》: “平生志

愿 , 今日获从 , 粉身碎骨 , 誓不相舍。”

【例句】不少革命烈士为了人民的解放

事业 ～, 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粉饰太平
【注音】fěn shìtài pínɡ

【释义】粉饰 : 用脂粉打扮 , 美化。歪曲

现实 , 掩盖真相 , 伪装太平盛世。

【出处】宋·王永《燕翼贻谋录》卷二:

“咸平景德以后, 粉饰太平, 服用寝

侈。”

【例句】我们主张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寻

求解决的办法 , 不要搞假象来 ～。

【近义】文过饰非

【反义】太平盛世

粉妆玉琢
【注音】fěn zhuānɡyùzhuó

【释义】像用脂粉装饰, 用玉石雕成的

一样。多形容女子肌肤白润, 体态姣

好。

【出处】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十三

回 : “( 潘金莲) 每日打扮的粉妆玉琢 ,

皓齿朱唇, 无日不在大门首倚门而

望。”

【例句】这姑娘生得 ～, 全不像农家儿

女。

【近义】红装素裹

奋不顾身
【注音】fèn bùɡùs hēn

【释义】奋 : 奋勇。奋勇向前。不考虑

自身的安危。

【出处】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常

思奋不顾身 , 以徇国家之急。”

【例句】他 ～地跳进湍急的河流, 救起

了落水的小孩。

【近义】赴汤蹈火

【反义】贪生怕死

奋发图强
【注音】fèn fātúqiánɡ

【释义】奋发 : 精神振作 , 情绪高涨 ; 图 :

谋求。鼓起劲来 , 力争上游, 谋求强

大。

【例句】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 我们仍

要发扬中华民族 ～的爱国主义精神。

【反义】自暴自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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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起直追
【注音】fèn qǐzhízhuī

【释义】奋 : 鸟类振翅起飞 , 形容振作起

来 , 奋发起来 , 一股劲地紧赶上去。

【例句】前一段时间, 小弘学习上有些

放松 , 最近她正 ～。

【反义】踌躇不前  望尘莫及

奋勇当先
【注音】fèn yǒnɡdānɡxiān

【释义】精神奋发 , 勇敢地冲在最前面,

战斗在最前列。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八十

二回 : “张苞奋勇当先 , 杀入吴军。”

【例句】抗洪救灾,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

士 ～。

【反义】畏缩不前

【辨析】～和“奋勇争先”的区别在于:

“奋勇争先”突出了“争”; ～突出了

“当”。

奋发有为
【注音】fèn fāyǒu wéi

【释义】振作精神 , 有所作为。

【出处】清·郑板桥《与舍弟书十六

通》: “一旦奋发有为 , 精勤不倦 , 有及

身而富贵者矣。”

【例句】他们虽发誓要 ～, 但终未显达。

【近义】大有作为

【反义】无所作为

愤愤不平
【注音】fèn fèn bùpínɡ

【释义】心中不服 , 感到愤怒。

【出处】《喻世明言》卷三十二 : “枢密使

韩世忠愤愤不平, 亲诣桧府争论, 俱

各罢斥。”

【例句】老板如此蛮不讲理, 工人们都

～。

【反义】心平气和

愤世嫉俗
【注音】fèn shìjísú

【释义】愤、嫉: 憎恨, 憎恶。憎恨腐朽

的社会和庸俗的世态。

【出处】唐·韩愈《杂说》: “然吾观于

人 , 其能尽其性而不类于禽兽异物

者 , 希矣。将愤世嫉邪长往而不来者

之所以乎?”

【例句】杜甫的不少诗篇是属于 ～之

作。

【近义】愤世嫉邪

【反义】随俗浮沉

【辨析】“愤”不可写作“忿”。

fenɡ

丰富多彩
【注音】fēnɡfùduōcǎi

【释义】彩 : 颜色 , 精神。内容丰富, 种

类多样。

【出处】夏衍《在欢乐的日子里》: “时代

是这样的飞速前进 , 生活是这样的丰

富多彩 , 英雄人民是这样的层出不

穷。”

【例句】那台节目 ～, 我看过之后 , 久久

难以忘怀。

【近义】五光十色  森罗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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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功伟绩
【注音】fēnɡɡōnɡwěi jì

【释义】丰 : 大。伟大的功勋和业绩。

【出处】清·张春帆《宦海》六回 : “这位

章制军在两广做了几年 , 也没有什么

丰功伟绩。”

【例句】他们在卫国战争中建立的 ～将

永垂史册。

【近义】汗马功劳

【反义】一得之功  滔天之罪

丰衣足食
【注音】fēnɡyīzúshí

【释义】吃的穿的丰富充足。形容生活

富裕。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秦策五》:

“今力田疾作 , 不得暖衣余食。”

【例句】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 这个穷

山村丢掉了贫穷的帽子 , 过上了 ～的

日子。

【近义】锦衣玉食

【反义】缺衣少食  饥寒交迫

丰姿绰约
【注音】fēnɡzīchuòyuē

【释义】丰姿 : 风姿 , 风度姿态 ; 绰约 : 柔

美的样子。形容女子体态柔美 , 神采

飘逸。

【出处】清·李斗《扬州画舫录·新城

北录下》: “李文益丰姿绰约, 冰雪聪

明。”

【例句】姐妹俩并肩站在那里 , ～, 像两

朵盛开的荷花。也作“丰神绰约”。

【近义】楚楚动人

风餐露宿
【注音】fēnɡcān lùs ù

【释义】餐 : 进餐。在风中吃饭 , 在露天

住宿。形容旅途或野外生活的艰苦。

【出处】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三十

回 : “贫道云游四方, 风餐露宿, 要这

财何用?”

【例句】战士们在战斗中 ～, 流血牺牲。

【近义】鞍马劳顿

【反义】养尊处优

风尘仆仆
【注音】fēnɡchén púpú

【释义】风尘: 指辛苦的旅途生活。仆

仆 : 旅途疲劳的样子。形容旅途中的

奔波忙碌 , 辛苦劳累。

【出处】元·尚仲贤《柳毅传书》: “你索

是远路风尘的故人。”

【例句】得到母亲病危消息, 她 ～的赶

来了。

【近义】孔席墨突

【辨析】“仆”不可读作“pǔ”。 ～与“鞍

马劳顿”都形容旅途艰辛劳顿。但

“鞍马劳顿”多用于战争方面 , 且多出

现于书 面 语中。 ～常 修 饰 ‘来’、

‘走’、‘赶’、‘到’一类动词, 口语和

书面语通用。

风驰电掣
【注音】fēnɡchídiàn chè

【释义】驰 : 飞驰。电掣 : 闪电。像风吹

电闪一样。形容非常迅速。

【出处】《六韬·龙韬》: “奋威四人, 主

择材力 , 论兵革, 风驰电掣, 不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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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例句】他把车开得 ～一般, 我坐在车

后不免有点害怕。

【近义】星驰电掣  电光石火

【反义】老牛破车

风吹草动
【注音】fēnɡchuīcǎo dònɡ

【释义】风一吹草就动。比喻轻微的动

静或变故。

【出处】宋·谢良佐《上蔡语录》: “我自

有命 , 若信不及 , 风吹草动, 便生恐惧

忧喜, 枉做却闲工夫, 枉用却闲心

力。”

【例句】一有 ～, 他们就会行动。

风吹浪打
【注音】fēnɡchuīlànɡdǎ

【释义】遇到大风浪。比喻遭受严峻的

考验或险恶的遭遇。

【出处】清·洪升《长生殿·埋玉》: “可

怜一对鸳鸯 , 风吹浪打, 直恁的遭强

霸。”

【例句】十年 ～, 练就了他无所畏惧的

性格。

【近义】风吹雨打

【反义】风平浪静

风吹日晒
【注音】fēnɡchuīrìshài

【释义】被风吹, 被太阳晒。形容露天

劳作的辛苦。也指自然界的风化作

用。

【例句】他终年在外 ～, 拼命挣钱 , 就为

了能让儿子好好读书, 成为有用之

才。

【近义】栉风沐雨

风吹雨打
【注音】fēnɡchuīyǔdǎ

【释义】风吹雨淋。比喻遭受磨难或摧

残。

【出处】唐·杜甫《三绝句》: “不知醉里

风吹尽 , 何忍醒时雨打稀?”

【例句】由于年深日久 , ～, 房屋的东墙

已倒塌了。

【近义】千锤百炼

【反义】风平浪静

风靡一时
【注音】fēnɡmǐyīs hí

【释义】风靡: 风一吹动, 草木随之而

倒。形容某事物在一个时期里非常

盛行。

【出处】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十

五卷 : “⋯⋯于是一时风靡 , 论议如出

一口。”

【例句】琼瑶的小说曾 ～, 深受某些年

轻读者的喜爱。

风和日丽
【注音】fēnɡhérìlì

【释义】微风柔和, 阳光明丽。形容天

气晴朗暖和。

【出处】清·吴趼人《痛史》十九回 : “是

日风和日丽 , 众多官员 , 都来祭奠。”

【例句】在一个 ～的星期日, 我们来到

了颐和园。

【近义】春光明媚

【反义】风雨如晦  飞沙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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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花雪月
【注音】fēnɡhuāxuěyuè

【释义】指四时景色。指以四时景色为

题材的浮泛诗文题材。指男女情爱

或花天酒地、不务正业的放荡生活。

【出处】宋·邵雍《伊川击壤集序》: “虽

死生荣辱 , 转战于前 , 曾未入于胸中,

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一过乎眼也?”

【例句】我们对过去那些描写 ～的作

品 , 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

析。

风华正茂
【注音】fēnɡhuázhènɡmào

【释义】风华: 风采才华。茂: 丰富、旺

盛的时期。形容青春焕发 , 才华横

溢。

【出处】毛泽东《沁园春·长沙》: “恰同

学少年 , 风华正茂 ; 书生意气 , 挥斥方

遒。”

【例句】夫妻二人都是三十出头, 正是

～的时候。

【近义】朝气蓬勃  血气方刚

【反义】老态龙钟  风烛残年

风云突变
【注音】fēnɡyún tūbiàn

【释义】比喻局势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

【例句】在世界局势 ～的年代里, 中国

应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风卷残云
【注音】fēnɡjuǎn cán yún

【释义】大风卷走了残存的阴云。常比

喻一下子把残余事物清除干净。

【出处】唐·戎昱《霁雪》: “风卷残云暮

雪晴 , 红烟洗尽柳条轻。”

【例句】只见剪子上下飞动 , 三上两下 ,

如 ～一般 , 那只绵羊身上的毛被剪得

干干净净。

【近义】摧枯拉朽  狼吞虎咽

风流人物
【注音】fēnɡliúrén wù

【释义】指杰出的、对时代有影响的人

物。指轻浮放荡的人。

【出处】唐·陈叔达《答王绩书》: “风流

人物 , 名实可知, 衣冠道义, 讴谣尚

在。”

【例句】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位 ～。

【近义】风云人物

风流倜傥
【注音】fēnɡliútìtǎnɡ

【释义】风流: 指有才华而不拘礼法。

倜傥 : 豪爽 , 大方, 不拘束。豪爽洒

脱 , 卓越不凡。

【出处】明·许三阶《节侠记·私仰》:

“羡英年壮节堪多 , 似冰心在玉壶 , 散

财结客 , 侠比三河 , 风流倜傥, 名倾六

辅。

【例句】想他当年也是 ～的人物, 如今

却落得这般下场。

【近义】风度翩翩

风流云散
【注音】fēnɡliúyún sàn

【释义】像风吹走, 像云消散。比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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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离散。

【出处】汉·王粲《赠蔡子笃》: “悠悠世

路 , 乱离多阻; 济岱江行, 邈焉异处。

风流云散 , 一别如雨。”

【例句】一转眼十几年过去, 当年的同

窗好友早已 ～, 各奔东西。

【近义】横扫千军  如鸟兽散

【反义】久别重逢  鸾翔凤集

风马牛不相及
【注音】fēnɡmǎniúbùx iānɡjí

【释义】风 : 放 , 走失。一说牲畜雌雄相

诱。及 : 到达。指两地相距很远, 即

使马牛走失也不会到对方地界; 或

马、牛不同类, 不致相诱。比喻两件

事情毫不相干。

【出处】《左传·僖公四年》: “君处北

海 , 寡人处南海, 唯是风马牛不相及

也。”

【例句】围绕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关键是

“围绕”, 即紧紧抓住中心论点, 而不

是与中心论点相游离 , 甚至 ～。

【近义】驴唇不对马嘴  井水不犯河水

【反义】唇亡齿寒  惜惜相关  休戚相

关

风平浪静
【注音】fēnɡpínɡlànɡjìnɡ

【释义】没有风浪, 十分平静。比喻平

安无事等。

【出处】宋·杨万里《泊光口》: “风平浪

静不生纹 , 水面浑如镜面新。”

【例句】水洼村竟 ～, 好像什么事也没

发生。

【近义】一帆风顺  平安无事

【反义】山摇地动  平地风波

风起云涌
【注音】fēnɡqǐyún yǒnɡ

【释义】大风刮起, 乌云涌动。比喻许

多事物相继兴起 , 声势浩大。

【出处】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各本

序跋题词·唐序》: “下笔风起云涌,

能为载记之言。”

【例句】民族解放运动 ～, 势不可挡。

【近义】轰轰烈烈  汹涌澎湃

风声鹤�
【注音】fēnɡs hēnɡhèlì

【释义】形容惊慌失措或自相惊扰。

【出处】《晋书·谢玄传》: “闻风声鹤

� , 皆以为王师已至。”

【典故】公元 383 年 , 前秦与东晋的军

队在淝水决战。晋军请秦军向后退

一退 , 以便晋军渡过淝水来决战。秦

将符坚便指挥前车向后退 , 而后军不

知情 , 还以为前军已败, 顿时军心大

乱 , 拔腿就跑 , 晋军乘势渡水猛攻, 大

败秦军 , 秦士兵心惊胆战 , 听见风声、

鹤鸣都以为是晋军追上来了。

【例句】狼狈逃窜的匪徒感到 ～, 草木

皆兵 , 吓得魂不附体。

【近义】杯弓蛇影

【反义】处之泰然

【辨析】～和“草木皆兵”都形容内心恐

惧 , 疑神疑鬼。但喻体不一样。当强

调一听到什么声音就惊恐万状时, 宜

用 ～; 当强调一看到草木等景物就恐

惧万分时 , 宜用“草木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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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调雨顺
【注音】fēnɡtiáo yǔshùn

【释义】调 : 调和均匀。顺: 指顺利 , 合

适。风雨适时 , 年景好。

【出处】《六韬》: “武王伐纣⋯⋯既而克

殷 , 风调雨顺。”

【例句】今年 ～, 必定收成很好。

【近义】五谷丰登  十风五雨

【反义】荒时暴月  饥馑荐臻

风中残烛
【注音】fēnɡzhōnɡcán zhú

【释义】比喻人年事已高, 随时可如残

烛一样的熄灭。

【出处】《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三 : “我

两口儿年纪老了, 真是风中残烛。”

【例句】父亲已如 ～, 你又何必再难为

他。

【近义】风烛残年

【反义】年少力强

风度翩翩
【注音】fēnɡdùpiān piān

【释义】风采仪态 , 十分潇洒的意思。

【出处】《史记·平原君列传》: “平原

君 , 翩翩浊世佳公子也。”

【例句】想不到这个“～”的少年, 竟是

个扒手。

【近义】风姿潇洒

【反义】尖嘴猴腮

风云际会
【注音】fēnɡyún jìhuì

【释义】人生际遇美满顺利, 有如风送

云腾一般。

【出处】唐·杜甫《夔府书怀四十韵》:

“社稷经纶地 , 风云际会期。”

【例句】老王这几年 ～, 你去找找他 , 求

一个职位倒是不难的。

风韵犹存
【注音】fēnɡyùn yóu cún

【释义】女人风采姿色 , 不减当年。

【出处】清·王韬《淞隐漫录》: “其母虽

属徐娘 , 丰韵犹饶 , 老蚌固出此 明

珠。”

【例句】二十年前我见过她, 想不到她

四十多岁了 , 仍 ～。

【近义】徐娘半老

【反义】人老珠黄

风谲云诡
【注音】fēnɡjuéyún ɡuǐ

【释义】风云怪诞, 变幻不定。谲 : 欺

诈 ; 诡 : 欺诈 , 怪诞。诡谲 : 奇异多变,

怪诞。比喻局势复杂多变, 神秘怪

诞。

【例句】在国民党统治下 , 军阀混战 , 局

事 ～, 变幻莫测 , 一定要多加小心。

【近义】风云变幻

风流蕴藉
【注音】fēnɡliúyùn jiè

【释义】蕴藉 : 平和宽厚 , 含蓄内秀。风

度潇洒 , 才华含蕴也可用来形容文章

诗画意趣飘逸含蓄。

【出处】《北齐书·王昕传》: “昕母清河

崔氏 , 学识有风训 , 生九子 , 并风流蕴

藉 , 世号王氏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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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近百年来 , 吴士大夫以 ～称者,

首推吴文定。

【近义】风流儒雅

风流韵事
【注音】fēnɡliúyùn shì

【释义】韵 : 风致 , 情趣。原指风雅而有

趣的事 , 即旧时文人骚客诗歌唱和、

琴棋书画一类活动。现多指男女相

爱婚配之类的趣事 , 也指男女私情。

【出处】清·王韬《瀛鉌杂志》: “人各却

步立 , 不敢询姓氏 , 及移烛烛之 , 则倩

扶也。一座哗然 , 此亦风流之韵事,

扁平之佳话。”

【例句】不到一天, 他的 ～就传遍了全

城。

【近义】风流佳话

【辨析】“韵”不可写作“运”。

风行草偃
【注音】fēnɡxínɡcǎo yǎn

【释义】行 : 过 , 吹过; 偃 : 卧倒, 倒伏。

风吹过来 , 草就倒伏。比喻上面的意

图传下来 , 下级一律绝对服从, 也比

喻人们顺从身边的形势而采取自己

的行动。

【出处】《周书·武帝纪上》: “斯则风行

草偃 , 从化无违。”

【例句】我略一回顾, 自己在解放后写

了许多东西 , ～, 大概可以算是“歌德

派”了。

风姿绰约
【注音】fēnɡzīchuòyuē

【释义】风 : 风度 ; 绰约: 女子姿态柔美

的样子。形容女子风韵姿态柔美动

人。

【例句】某电影明星长得 ～。

【近义】风度娴雅

风土人情
【注音】fēnɡtǔrén qínɡ

【释义】风土: 风俗习惯、土地、山川、气

候、物产等的总称。人情 : 人的性情、

习惯。指某一地区的地理环境和风

俗习惯等。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十四

回 : “又问了问褚一官走过几省 , 说了

些那省的风土人情 , 论了些那省的山

川形胜。”

【例句】他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对那

里的 ～十分了解。

【辨析】～和“风俗人情”都可指当地的

风俗、礼节、习惯等。但 ～还包括自

然环境 ( 指土地、山川、气候、特产

等) ; “风俗人情”不包括。

风行一时
【注音】fēnɡxínɡyīs hí

【释义】风行 : 盛行 , 普遍以行。在一段

时间里很流行。

【出处】清·曾朴《孽海花》三回 : “不是

弟妄下雌黄 , 只怕唐兄印行的《不息

斋稿》, 虽然风行一时, 决不能望《五

丁阁稿》的项背哩! ”

【例句】这位设计家的服装曾经 ～。

【近义】风靡一时  盛极一时

风言风语
【注音】fēnɡyán fēnɡy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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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指没有根据的传言。也指私下

议论或恶意中伤的言语。

【出处】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二

回 : “谁知 , 饮着饮着, 那妇人竟是风

言风语的说起来。”

【例句】她这一身打扮和行为举止, 引

起了不少邻居的 ～。

【近义】流言蜚语  无稽之谈

风雨交加
【注音】fēnɡyǔjiāo jiā

【释义】交加 : 交替叠加, 指一齐袭来。

风和雨一起袭来。也比喻几种灾难

同时袭来。

【出处】清·梁章钜《浪迹镥谈·续五

·除夕元旦两诗》: “冬至前后, 则连

日阴噎 , 风雨交加 , 逾月不止。”

【例句】这是 ～、电闪雷鸣的夜晚。

【近义】风雨如晦

【反义】风和日丽

风雨飘摇
【注音】fēnɡyǔpiāo yáo

【释义】在风雨中飘飞摇动。形容社会

动荡不安。

【出处】《诗经·豳风·鸱鸮》: “予室翘

翘 , 风雨所漂( 飘) 摇。”

【例句】这家公司负债过多, 已陷入 ～

之境。

【近义】摇摇欲坠

【反义】稳如泰山

【辨析】～和“摇摇欲坠”相比 : ～侧重

于局势动荡不安; 而“摇摇欲坠”侧重

于局势特别危险。

风雨如晦
【注音】fēnɡyǔrúhuì

【释义】晦 : 黑夜。风雨交加 , 天色昏暗

如同黑夜。常比喻局势动荡, 社会黑

暗。

【出处】南朝·梁·简文帝《幽絷壁自

序》: “立身行道, 终始如一, 风雨如

晦 , 鸡鸣不已。”

【例句】王大爷生长在灾难深重、～的

旧中国 , 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

【近义】风雨交加

【反义】风和日丽

风雨同舟
【注音】fēnɡyǔtónɡzhōu

【释义】在大风大雨中同乘一条船。比

喻共同经历患难。

【出处】《孙子·九地》: “夫吴人与越人

相恶也 , 当其同舟而济 , 遇风, 其相救

也如左右手。”

【例句】自古两雄不并立 , 但能 ～。

【近义】同舟共济  患难与共

【反义】同床异梦  貌合神离

风雨无阻
【注音】fēnɡyǔwúzǔ

【释义】刮风下雨也不能阻拦, 照样进

行。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三十

二 : “黄秀才从陆路短船, ～, 所以赶

着了。”

【例句】他每天坚持跑步一小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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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变幻
【注音】fēnɡyún biàn huàn

【释义】不规则的变化。像风和云那样

变化不定。比喻事物变化的情况复

杂或局势动荡不定。

【出处】明·冯梦龙《喻世明言》卷十

八 : “荣枯贵贱如转丸 , 风云变幻诚多

端。”

【例句】人生在世 , ～难测。

【近义】风云突变

风云人物
【注音】fēnɡyún rén wù

【释义】指在社会活动中影响大的人

物。

【出处】毛泽东《别了, 司徒雷登》: “司

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

⋯⋯被马歇尔看中, 做了驻华大使,

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

一。”

【例句】邓小平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

1992 年 ～。

【近义】风流人物

【反义】无名小卒

风烛残年
【注音】fēnɡzhúcán nián

【释义】像风中摇动的烛火随时可能熄

灭一样的岁月。比喻临近死亡的垂

暮之年。

【出处】《荡寇志》七十六回 : “见著你日

后出头 , 为国家出身大汗, 老夫风烛

残年 , 倘不能见 , 九泉之下, 也兀自欢

喜。”

【例句】老爷子已到了 ～, 眼见儿孙不

成器 , 已无能为力了。

【近义】垂暮之年  残年暮景

【反义】豆蔻年华  风华正茂

封官许愿
【注音】fēnɡɡuān xǔyuàn

【释义】封 : 古代帝王把官位赏给臣仆

或亲属。许愿: 迷信的人求神、佛保

佑而预先答应将来给予某种酬谢。

指用名利地位拉拢人 , 使其为自己卖

力。

【出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71

章 : “⋯⋯一再限期攻下怀来 , 并用封

官许愿的办法来鼓励将士。”

【例句】除了严刑拷打之外, 敌人有时

也会用 ～的手段引诱革命者投降叛

变。

封妻荫子
【注音】fēnɡqīyìn zǐ

【释义】荫 : 官宦的子孙因先代的官爵

而受封。妻子得到封号 , 孙子得到官

爵。指建立功业 , 显耀门庭。

【出处】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唐

书·明宗纪八》: “封妻荫子, 准格合

得者 , 亦与施行。”

【例句】他一心想做官 , 搏个 ～。

【近义】一人得道 , 鸡犬升天

锋芒毕露
【注音】fēnɡmánɡbìlù

【释义】锋芒 : 刀剑等锐利的部分。毕 :

完全。比喻锐气、才干等全部显露在

外面 , 显得不成熟、骄傲 , 甚至盛气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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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出处】华而实《汉衣冠》二回 : “黄熙奉

承地解释 , 想借着师友渊源, 故旧情

谊来笼络这位锋芒毕露的身居要位

的武将。”

【例句】他是很有才华的 , 但 ～, 别人很

难与他合作。

【近义】崭露头角

【反义】不露锋芒  深藏若虚

峰回路转
【注音】fēnɡhuílùzhuǎn

【释义】峰峦重叠环绕 , 山路曲折盘旋,

指道路曲折。今多比喻事情经过曲

折的变动后出现了新的转机。

【出处】唐·陈子昂《入东阳峡与李明

府舟前后不相及》诗 : “路转青山合,

峰回白日曛( xūn) 。”

【例句】逆境中的他始终没有放弃努

力 , 仍满怀信心 , 期待着 ～的那一天。

【近义】柳暗花明

蜂拥而上
【注音】fēnɡyōnɡér s hànɡ

【释义】形容许多人像蜂群一样, 一拥

而上。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九回:

“扫红锄药手中都是马鞭子, 蜂拥而

上。”

【例句】展销广告播出之后, 各地厂商

～。

【近义】蜂拥而来

【反义】门可罗雀

烽火连天
【注音】fēnɡhuǒlián tiān

【释义】烽火 : 古代边境上报警用的烟

火 , 后借指战争。形容战火烧遍各

地。

【出处】明·汤显祖《牡丹亭·移镇》:

“你星霜满鬓当戎虏, 似这等烽火连

天各路衢。”

【例句】他父亲曾经历过那种 ～的战争

年月。

【近义】炮火连天

【反义】休兵罢战  国泰民安

【辨析】～和“炮火连天”结构相同 , 字

面意义很近似。但有区别: “炮火连

天”形容炮火猛烈或战争激烈, 是战

争的深度 ; 而 ～则形容战火到处燃

烧 , 战争蔓延各地 , 是战争的广度。

逢场作戏
【注音】fénɡchǎnɡzuòxì

【释义】逢 : 遇 , 遇到。场 : 演出的场地。

原指江湖艺人遇到合适的场地就开

场表演。后比喻在一定场合下随意

应酬 , 凑凑热闹。

【出处】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录

六》: “师曰: ‘石头路滑。’( 邓隐峰 )

对曰 : ‘竿木随身 , 逢场作戏。’”

【例句】对于跳舞 , 我并没有多少兴趣 ,

朋友相邀时 , 只好 ～了。

【近义】偶一为之

【反义】一本正经

【辨析】“作”不可写作“做”。 ～与“逢

场作乐”都比喻虚假的应酬。 ～还有

遇到适当场所就开场表演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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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山开路, 逢水搭桥
【注音】fénɡshān kāi lù, fénɡshuǐdā

qiáo

【释义】逢 : 碰到。碰到山就开山铺路,

遇到河就修筑桥梁。形容排除路上

的一切艰难 , 奋勇前进。

【例句】筑路工人们 ～, 为我国的交通

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逢凶化吉
【注音】fénɡxiōnɡhuàjí

【释义】逢 : 遇到。遇到凶险不幸能转

化为吉祥顺利。

【出处】明·施耐施《水浒传》四十二

回 : “豪杰交游满天下 , 逢凶化吉天生

成。”

【例句】亏他还是搞自然科学的, 竟以

为烧两炷香便可逢凶化吉 , 真是可笑

之至。

【近义】化险为夷  转危为安

凤冠霞�
【注音】fènɡɡuān xiápèi

【释义】凤冠 : 帽子 , 上有用黄金宝石等

做成的凤凰形的装饰。霞� : 绣有云

霞图纹的披肩。古代后妃或成年贵

族妇女的礼服。

【出处】《难老泉》: “在圣母殿里围绕着

邑姜凤冠霞�的坐像 , 有四十四尊侍

女坐像。”

【例句】古代的女子出嫁时着 ～。

凤毛麟角
【注音】fènɡmáo lín jiǎo

【释义】凤凰的毛, 麒麟的角。比喻珍

贵而不可多得的东西。也比喻稀少。

【出处】明·汪廷讷《种玉记》: “驸马是

凤毛麟角 , 公主是玉叶金枝。”

【例句】世界上火箭力学专家 , 有如 ～。

【近义】寥寥无几

【反义】车载斗量

凤鸣朝阳
【注音】fènɡmínɡzhāo yánɡ

【释义】凤 : 凤凰, 传说中的神鸟, 比喻

有才德的人。朝阳 : 比喻圣明之时。

凤在朝阳中鸣叫。比喻贤才逢时。

【出处】《诗经·大雅·卷阿》: “凤凰鸣

矣 , 于彼高岗 ; 梧桐生矣, 于彼朝阳。”

【例句】像他这么有才华的人, 终于等

到了 ～之时。

奉公守法
【注音】fènɡɡōnɡshǒu fǎ

【释义】奉 : 奉行。奉行公事, 遵守法

令。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

如列传》: “以君之贵 , 奉公如法 , 则上

下平。”

【例句】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

是 ～的模范。

【近义】安分守己

【反义】违法乱纪  作奸犯科  以身试

法

【辨析】～侧重指奉公行事 , 遵守法令 ;

“安分守己”侧重指安守本分 , 规矩老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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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若神明
【注音】fènɡruòshén mínɡ

【释义】奉 : 信奉, 敬奉。神明: 神的总

称。像敬奉神灵那样来敬奉。形容

对某些人或事物极其尊崇。

【出处】《左传·襄公十四年》: “敬之如

神明。”

【例句】对上司的指示 , 他一向 ～, 句句

照办。

【近义】五体投地

【辨析】～与“顶礼膜拜”皆为非常崇

拜。 ～是信奉得象敬神一样; “顶礼

膜拜”是佛教的最高礼节。

奉为圭臬
【注音】fènɡwéi ɡuīniè

【释义】圭 : 测日影的器具。臬 : 射箭的

靶子。圭臬 : 比喻事物的准则。把某

些事物、言论尊奉为必须照着实行的

准则。

【出处】清·钱大昕《六书音韵表序》:

“此书出 , 将使海内说经之家奉为圭

臬 , 而因文字音声以求训诂古义之兴

有日矣 , 讵独以存古音而已哉! ”

【例句】有的干部把上级的每一句话都

～, 结果工作还是没有做好。

【近义】五体投地

【反义】不足为训

奉为楷模
【注音】fènɡwéi kǎi mó

【释义】奉 : 尊奉; 楷模: 模范。把某种

事物或某些人当作榜样。

【例句】我们应把抗洪英雄舍己救人的

行为 ～。

【近义】奉为圭臬

【反义】不足为训

奉行故事
【注音】fènɡxínɡɡùs hì

【释义】故事: 先例, 旧日的行事制度。

按老规矩办事。

【出处】《汉书·魏相传》: “相明《易

经》, 有师法, 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

奏 , 以为古今异制, 方今务在奉行故

事而已。”

【例句】如果完全 ～, 就不可能开创新

的局面。

【近义】墨守成规

【反义】标新立异

fo

佛口蛇心
【注音】fókǒu s héxīn

【释义】佛的嘴巴, 蛇的心肠。形容口

头上慈悲 , 心里狠毒。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净慈

昙密禅师》: “诸佛出世 , 打劫杀人 , 祖

佛西来 , 吹风放火, 古今善知识佛口

蛇心 , 天下衲僧自投笼槛。”

【例句】这家伙 ～, 不要相信他。

【近义】笑里藏刀

【反义】苦口婆心

佛头着粪
【注音】fótóu zhuófèn

【释义】在佛像头上拉粪便。比喻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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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物被玷污 , 被亵渎。

【出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四十

回 : “香奁体我作不来。并且有他的

珠玉在前 , 我何敢去佛头着粪?”

【例句】这幅画是名家的手笔, 要我题

字 , 只怕是 ～。

【近义】佛头加秽

fu

夫唱妇随
【注音】fūchànɡfùs uí

【释义】唱 : 倡导。随 : 随从, 附和。丈

夫倡导什么, 妻子就附和什么。后常

指夫妻和睦。

【出处】《关尹子·三极》: “天下之理,

夫者倡( 唱) , 妇者随。”

【例句】这对夫妇, 丈夫天天到市场去

买货 , 妻子则在摊上卖货 , 真是 ～, 另

有一番快乐。

【近义】琴瑟调和  鸾凤和鸣

【反义】同床异梦

【辨析】～和“比翼齐飞”都有夫妻感情

好的意思。区别 : “比翼齐飞”比喻夫

妻形影不离 , 相亲相爱; ～表示夫妻

和睦 , 感情融洽。

敷衍了事
【注音】fūyǎn liǎo shì

【释义】敷衍 : 将就对付, 不认真。将就

应付了事。指办事马虎 , 不负责任。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一

回 : “也有先作揖后磕头的 , 也有磕起

头来 , 再作一个揖的, 礼生见他们参

差不齐 , 也只好由着他们敷衍了事。”

【例句】同样办一件事情, 有的人认真

负责 , 有的人 ～, 其效果当然会不相

同。

【近义】视同儿戏  得过且过

【反义】一丝不苟  尽力而为  郑重其

事

敷衍塞责
【注音】fūyǎn s èzé

【释义】敷衍: 做事不认真; 塞责: 搪塞

责任。做事不认真负责 , 表面应付了

事。

【例句】我们必须防止那种官僚主义的

～的工作态度。

【反义】尽心竭力

凫趋雀跃
【注音】fúqūquèyuè

【释义】凫 : 野鸭。趋 : 快跑。像野鸭快

跑 , 像鸟雀跳跃。比喻人欢欣鼓舞。

【出处】唐代卢照邻《穷鱼赋》: “渔者观

焉 , 乃具竿索、集朋党, 凫趋雀跃, 风

驰电往 , 竞下任公之钓, 争陈豫且之

网。”

【例句】大功告成 , 人们 ～。

【近义】手舞足蹈

扶老携幼
【注音】fúlǎo xiéyòu

【释义】携 : 牵着。扶着老人, 带着小

孩。形容男女老少成群结队而行。

帮助老人 , 照顾小孩。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齐策四》:

“孟尝君就国于薛 , 未至百里 , 民扶老

·052· fū- fú 夫敷凫扶



 F

携幼 , 迎君道中。”

【例句】火车到站后 , 乘务员迎上前去,

～, 帮助旅客出站。

【近义】安老怀少

扶危济困
【注音】fúwēi jìkùn

【释义】扶 : 扶助, 支持。济 : 救济。帮

助处境危急的人, 救济生活困苦的

人。

【出处】《水浒全传》第三十八回 : “多听

的江湖上来往的人说兄长清德 , 扶危

济困 , 仗义疏财。”

【例句】～, 是良好的社会风气。

【近义】济困扶危  扶危救困

扶摇直上
【注音】fúyáo zhíshànɡ

【释义】扶摇, 急速盘旋而上的旋风。

被旋风卷着快速直线上升。形容上

升的速度极快。后多用来比喻仕途

得意 , 地位迅速升高。

【出处】《庄子·逍遥游》: “鹏之徙于南

冥也 , 水击三千里, 搏扶摇而上者九

万里。”

【例句】小李最初进出版社时只是抄写

员 , 不到两年便 ～, 升为主任了。

【近义】青云直上

【反义】一落千丈

扶正祛邪
【注音】fúzhènɡqūxié

【释义】祛 : 除去。医学上指扶持人体

内的正气 , 除去邪风。扶持好人好

事 , 清除坏人坏事。

【例句】写新闻短评 , 可以表彰新人、新

事、新思想、新风尚 , 或批评错误言

行 , ～。

拂袖而去
【注音】fúxiùér qù

【释义】拂 : 甩动。一甩衣袖就走了。

指不告辞就离去。形容生气的样子。

【出处】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

“( 庾传昌) 怒而归 , 草一启事, 仅数千

字 , 授于谒者 , 拂袖而去。”

【例句】他听了以后 , ～, 一转眼就没了

踪影。

【近义】扬长而去

【反义】惠然肯来

浮光掠影
【注音】fúɡuānɡlüèyǐnɡ

【释义】浮光 : 指水面上的反光。掠影 :

一闪而过的影子。比喻观察不细致 ,

印象不深刻。

【出处】唐·褚亮《临高台》诗 ( 见《全

唐诗》卷三十二) : “浮光随日度 , 漾影

逐波深。”

【例句】我游历巴黎 , 只是 ～, 所写的游

记想来不能满足贵报读者的要求。

【近义】走马看花

【反义】洞察秋毫

浮生若梦
【注音】fúshēnɡruòmènɡ

【释义】人生如同短暂虚幻的梦境一

般。

【出处】唐·李白《李太白集·卷二十

八·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 “浮生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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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 为欢几何?”

【例句】那位受尽打击的中年人, 在人

面前常常感慨 ～。

【近义】人生如梦

【反义】寿比南山

浮想联翩
【注音】fúxiǎnɡlián piān

【释义】浮想: 不断涌现不断变幻的想

像。联翩 : 鸟飞的样子, 比喻连续不

断。各种想像不断涌现。

【出处】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

序》: “读了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 , 夜

不能寐。”

【例句】李先生每次收到国内的来信,

都 ～, 夜不能寐。

【近义】心血来潮

浮云蔽日
【注音】fúyún bìrì

【释义】蔽 : 遮。飘浮的乌云遮住了太

阳。原比喻奸臣蒙蔽君主。后泛指

小人当道 , 社会一片黑暗。

【出处】汉·孔融《临终诗》: “谗邪害公

正 , 浮云翳白日。”

【例句】旧中国 ～, 哪有老百姓的活

路。”

桴鼓相应
【注音】fúɡǔxiānɡyìnɡ

【释义】桴 : 鼓槌。鼓槌一敲, 鼓声响

起。比喻相互应和 , 配合紧密。

【出处】《汉书·李寻传》“顺之以善政,

则和气可立致 , 犹粃鼓之相应也。”

【例句】台湾与内地革命运动的关系,

打从明末以后就十分密切 , 其间相激

相荡 , ～。

福如东海
【注音】fúrúdōnɡhǎi

【释义】福气像东海那样大。旧时用作

祝颂人的话。

【出处】明·柯丹丘《荆钗记·庆诞》:

“齐祝赞 , 愿福如东海 , 寿比南山。”

【例句】他的旧居得到了个修缮, 连内

室那副“寿比南山, ～”的对联也油漆

一新 , 像刚刚做成的一样。

【近义】洪福齐天  寿山福海

【反义】灭顶之灾

福星高照
【注音】fúxīnɡɡāo zhào

【释义】福星 : 能给人带来幸福的星 , 象

征能带给大家幸福、希望的人或事

物。有福星在头上高高地照耀着。

比喻有好的运气来临。

【例句】在这春夏间美秀的山中或乡

间 , 你要有机会独身闲逛时, 那才是

你 ～的时候, 那才是你实际领受, 亲

口尝味 , 自由与自在的时候, 那才是

你肉体与灵魂一致的时候。

【近义】吉星高照

福善祸淫
【注音】fúshàn huòyín

【释义】善 : 做善事。淫 : 邪恶。指行善

带来福运 , 为恶招致灾祸。

【例句】你明白 ～这个道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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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寿双全
【注音】fúshòu shuānɡquán

【释义】有福气, 又高寿。祝颂人有福

长寿。

【例句】今天是你老人家的生日, 大家

祝您 ～。

【近义】福寿绵长

福至心灵
【注音】fúzhìxīn línɡ

【释义】福 : 福运 , 即所谓“好运气”。

灵 : 聪敏。福运至身, 心思也变得灵

巧起来。

【出处】宋·毕仲询《幕府燕闲录》: “君

福至心灵。”

【例句】面对成绩和荣誉, 他创造的热

情越发蓬勃 , 新近又取得一项成果,

可谓 ～, 令人称羡。

【近义】顿开茅塞

【反义】鬼迷心窍

抚今追昔
【注音】fǔjīn zhuīxī

【释义】抚 : 指接触 , 联系。追想、回顾。

联系现实 , 回想往事。

【出处】清·魏秀仁《花月痕》三回 : “西

安本系痴珠旧游之地 , 是日同华农走

访各处歌楼舞榭 , 往往抚今追昔, 物

是人非 , 不免怅然而返。”

【例句】当他回到阔别数十年的故地,

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时, ～, 不禁百

感交集。

【近义】重温旧梦

俯拾即是
【注音】fǔshíjíshì

【释义】只要低头拾取, 就能得到。形

容数量极多 , 极易得到。

【出处】唐·司空图《诗品·自然》: “俯

拾即是 , 不取诸邻。”

【例句】树林里蘑菇多极了 , ～。

【近义】比比皆是

【反义】屈指可数  寥寥无几

俯首帖耳
【注音】fǔshǒu tiēěr

【释义】低着头, 耷拉着耳朵。形容恭

敬驯服的样子。

【出处】唐代韩愈《应科目时与人书》:

“若俯首帖耳 , 摇尾而乞怜者 , 非我之

志也。”

【近义】俯首听命

【反义】旷达不羁

俯首听命
【注音】fǔshǒu tīnɡmìnɡ

【释义】俯首 : 低头 ; 听 : 顺从 ; 命 : 命令。

低着头听从别人命令。形容恭顺地

听从别人的指示命令。

【出处】宋·范浚《香溪集·巡幸》: “高

祖( 刘邦) 必先取二人( 指韩信、张耳)

兵以自振 , 故能使之俯首听命, 唯所

指使。”

【例句】他这个人一向 ～, 从不敢违背

领导意图。

【近义】俯首帖耳

【反义】桀骜不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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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仰由人
【注音】fǔyǎnɡyóu rén

【释义】俯仰 : 低头 , 抬头。泛指一举一

动。比喻一切受人支配。

【出处】《庄子·天运》“且子独不见夫

桔槔( 井上汲水的工具 ) 者乎? 引之

则俯 , 舍之则仰。彼人之所引, 非引

人也 , 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

【例句】他一点没有主见 , ～。”

【近义】仰人鼻息  身不由己

【反义】唯我独尊

【辨析】～形容行动受人支配 ; “仰人鼻

息”比喻依赖别人 , 不能自立。

俯仰无愧
【注音】fǔyǎnɡwúkuì

【释义】俯仰: 低头与抬头。低头无愧

于地 , 抬头无愧于天。形容襟怀坦

白 , 为人正直。

【例句】我做事 ～, 没有什么好怕的。

【近义】问心无愧

【反义】问心有愧

俯仰之间
【注音】fǔyǎnɡzhījiān

【释义】在低下头抬起头的时间里。指

极短的时间。

【出处】晋代王羲之《兰亭集序》: “向之

所欣 , 俯仰之间 , 已为陈迹。”

【例句】～, 客机已腾空而上。

【近义】弹指之间

【反义】久而久之  穷年累月

釜底抽薪
【注音】fǔdǐchōu xīn

【释义】釜 : 锅。薪 : 柴火。从锅底下抽

掉柴火。比喻从根本上解决。

【出处】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奏羽

·戚元佐〈议处宗藩疏〉》: “谚云 : 扬

汤止沸 , 不如釜底抽薪。”

【例句】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用

～的办法。

【近义】斩草除根

【反义】扬汤止沸

【辨析】“釜”不可写作“斧”。

辅车相依
【注音】fǔchēx iānɡyī

【释义】辅 : 古代车两旁的横木 , 一说面

颊。车 : 车子, 一说牙床骨。比喻事

物之间相互依存。

【出处】《左传·僖公五年》: 宫之奇谏

曰 : “虢, 虞之表也, 虢亡, 虞必从之

⋯⋯谚所谓‘辅车相依, 唇亡齿寒’

者 , 其虞、虢之谓也。”

【例句】这两个国家是 ～的友好邻邦。

【近义】唇齿相依  唇亡齿寒

【反义】井水不犯河水 风马牛不相及

付之东流
【注音】fǔzhīdōnɡliú

【释义】东流: 指向东流入绵绵江河。

投入江河流水中。比喻希望落空, 前

功尽弃。

【出处】唐·高适《封丘县作》: “生事应

须南亩田 , 世情付与东流水。”

【例句】几年的心血 ～, 怎不叫他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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惋惜?

【近义】毁于一旦

【反义】如愿以偿

付之一炬
【注音】fùzhīyījù

【释义】一炬 : 一把火。一把火烧毁。

【出处】唐·杜牧《阿房宫赋》: “楚人一

炬 , 可怜焦土。”

【例句】战乱中, 他的全部藏书不幸被

～。

付之一笑
【注音】fùzhīyīx iào

【释义】用一笑来对待。形容对方不值

得理会。

【出处】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

“乃知朝士妄望, 自古已然, 可付一

笑。”

【例句】他听了那些人的话 , 只是 ～, 一

点也没生气。

【近义】一笑置之

【反义】耿耿于怀

负荆请罪
【注音】fùjīnɡqǐnɡzuì

【释义】负 : 背着。荆 : 荆条, 古时用作

打人的刑具。背上荆条请对方责罚。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

如列传》: “廉颇闻之 , 肉袒负荆 , 因宾

客至蔺相如门谢罪。”

【典故】战国时, 赵惠文王有两个忠勇

爱国、才能出众的大臣: 一个是相国

蔺相如 , 另一个是大将廉颇。这一文

一武 , 一将一相 , 威震诸侯。

蔺相如原是内侍长缪贤的家臣。

有一次秦国想仗势骗取赵国的“和氏

璧”。赵王和大臣们苦于无法应付。

经缪贤的推荐 , 蔺相如去秦国圆满地

完成了这件外交工作, 深得赵王赞

许 , 后来秦、赵二王在渑池相会时, 秦

王企图当众羞辱赵王 , 不料反被蔺相

如奚落了一场。由于蔺相如连立大

功 , 赵王拜他为相国, 比廉颇的官职

要高。

廉颇心里不服, 对人说: “我这个

大将 , 是出生入死, 在战场上拼了多

少次性命得来的 , 不像人家光凭一张

嘴! 有什么了不起, 一个家臣, 居然

爬到我头上去了, 他要遇见我, 非给

他个难堪不可! ”

蔺相如听了这些话 , 就主动避开廉

颇 , 不跟他见面。别人以为蔺相如害

怕廉颇 , 廉颇也很得意。可是蔺相如

却说 : “秦王那样的威势都吓不倒我 ,

我哪里会怕廉将军? 不过 , 今天的秦

国倒是有点怕我们赵国。他们所怕

的就是我跟廉将军的团结一致 , 我之

所以避开廉将军, 是以国事为重, 把

私人的恩怨和面子的问题一概丢

开! ”

这话传到廉颇的耳朵里, 他很感

动 , 也很惭愧。就袒露着身子, 背着

荆条 , 亲自到蔺相如家去谢罪, 请蔺

相如处罚他 , 并说道 :

“我真是糊涂 , 差点儿误了国家大

事啊! ”

从此两人成为好友 , 团结一致 , 别

的国家也不敢轻易侵犯了。

【例句】廉颇深明大义 , 向蔺相如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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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将相和 , 国家兴。

【近义】肉袒手缚

【反义】兴师问罪

【辨析】“负”不可写作“赴”。 ～多用

以赔礼认错 ; 而“肉袒面缚”专用于亡

国之君。

负屈含冤
【注音】fùqūxián yuān

【释义】负 : 遭受。屈 : 冤屈。含 : 存在

心里。蒙受冤曲 , 未能申雪。

【出处】《窦娥冤》: “这都是我做窦娥的

没时没运 , 不明不暗 , 负屈衔冤。”

【例句】这么多年, 她 ～, 饱受煎熬, 怀

着真理必胜的信念 , 总算挺过来了。

【近义】不白之冤

负隅顽抗
【注音】fùyúwán kànɡ

【释义】负 : 指凭借。隅 : 同“嵎”, 山弯,

山势险要的地方。指凭借某种条件

顽固抵抗。

【出处】《孟子·尽心下》: “有众逐虎,

虎负隅 , 莫之敢撄。”

【例句】匪徒 ～, 结果被一一击毙。

【近义】弃械投降

【反义】弃暗投明  束手就擒

负重致远
【注音】fùzhònɡzhìyuǎn

【释义】致 : 使到 , 送到。背着沉重的东

西送到远方。比喻能够担负重任。

【出处】《易经·系辞下》: “服牛乘马,

引重致远 , 以利天下 , 盖取诸随。”

【例句】新的领导班子充满朝气, 相信

一定能 ～, 把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完

成好。

【近义】任重道远

负债累累
【注音】fùzhài lěi lěi

【释义】累累: 繁多、沉重。欠的债很

多。

【例句】他才当厂长两年, 就使一个 ～

的企业扭亏为盈。

【反义】财运亨通

妇人之仁
【注音】fùrén zhīrén

【释义】仁 : 仁慈。妇女的软心肠。指

施小恩小惠而不识大体。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

传》: “项王见人, 恭敬慈爱, 言语呕

呕。人有疾病 , 泣涕分食饮。至使人

有功当封爵者 , 印元刂( wán) 敝 , 忍不

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例句】吴王有 ～, 而无丈夫之决。

妇孺皆知
【注音】fùrújiēzhī

【释义】孺 : 小孩 ; 皆 : 都。妇女和小孩

子都知道。表示众所周知。

【例句】雷锋的故事, 现在几乎 ～。

【辨析】～和“家喻户晓”都可表示某事

物广为人知。 ～的语义程度较重。

“家喻户晓”不含“一看就明白”的意

思。

附庸风雅
【注音】fùyōnɡfēnɡy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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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附庸: 依傍 , 追随。风雅 : 文雅。

追随文人 , 冒充文雅。

【出处】清·吴趼人《情变》八回 : “那班

盐商 , 明明是咸腌货色, 却偏要附庸

风雅 , 在扬州盖造了不少的花园。”

【例句】墙上挂满了名人字画, 其实他

什么也不懂 , 不过是 ～罢了。

【近义】装模作样

赴汤蹈火
【注音】fùtānɡdǎo huǒ

【释义】赴 : 奔向。汤 : 滚烫的水。蹈:

踩。形容不避艰险 , 奋不顾身。

【出处】《荀子·汉兵》: “以桀诈尧, 譬

之若以卵投石 , 以指尧沸 , 若赴水火,

入焉焦没耳。”

【例句】国家有难 , 我们就是 ～, 也在所

不惜。

【近义】出生入死  肝脑涂地

【反义】贪生怕死

富贵荣华
【注音】fùɡuìrónɡhuá

【释义】荣华 : 草木开花 , 比喻显赫的名

位。指有钱有势。

【出处】《管子·重令》: “而群臣必通外

请谒 , 取权道 , 行事便辟 , 以贵富为荣

华以相稚也 , 谓之逆。”

【例句】参加革命绝不是为了追求个人

的 ～。

富贵浮云
【注音】fùɡuìfúyún

【释义】把财富和高官看得像飘浮的云

彩一样。比喻把金钱、地位看得很

轻 , 不为金钱、地位而动心。

【出处】《论语·述而》: “不义而富且

贵 , 于我如浮云。”

【例句】他博学多才 , 不求闻达 , 清心寡

欲 , 以 ～自勉。

【近义】不求闻达

【反义】沽名钓誉

富贵不能淫
【注音】fùɡuìbùnénɡyín

【释义】富 : 有钱; 贵 : 旧指官位高; 淫 :

迷惑、诱使腐化堕落。指不为金钱和

权位所迷惑。

【出处】《孟子·滕文公下》: “富贵不能

淫 ,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

大丈夫。”

【例句】在改革开放的今天, 各级领导

应该做到 ～, 这是至关重要的。

富国强兵
【注音】fùɡuóqiánɡbīnɡ

【释义】使国家富足, 兵力强大。

【出处】《商君书·壹言》: “故治国者 ,

其抟( 专) 力也 , 以富国强兵也。”

【例句】为了 ～, 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变

法。

富可敌国
【注音】fùkědíɡuó

【释义】敌 : 匹敌。私人拥有的财富可

与国家的资财相匹敌。形容极其富

有。

【出处】明·凌氵蒙初《初刻拍案惊奇》

卷十八 : “客人道 : ‘母银越多 , 丹头越

精。若炼得半合许丹头, 富可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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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

【例句】他是个 ～的大富翁。

【近义】腰缠万贯  堆金积玉

【反义】一贫如洗  家徒四壁

富丽堂皇
【注音】fùlìtánɡhuánɡ

【释义】堂皇 : 指广阔雄伟。豪华壮丽,

气势雄伟。形容建筑物的宏伟壮丽,

场面的盛大豪华。也形容文章涵盖

广大 , 辞藻华丽。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三十四

回 : “连忙灯下一看 , 只见当朝圣人出

的是第三个富丽堂皇的题目。”

【例句】中国古代宫殿建筑 , 无不 ～, 气

势磅礴。

【近义】金碧辉煌

【反义】蓬户瓮牖

腹诽心谤
【注音】fùfěi xīn bànɡ

【释义】诽、谤 : 无中生有 , 说人坏话 , 毁

人名誉。嘴上不说 , 内心深怀不满。

【出处】《魏略》: “太祖以为琰腹诽心

谤 , 乃收付狱 , 髡刑输徒。”

【例句】有意见就说出来, 别把气闷在

肚子里 , ～, 于别人丝毫无损 , 却有损

于自己的名声。

腹背受敌
【注音】fùbèi s hòu dí

【释义】腹 : 肚子, 指前面; 背 : 背脊, 指

后面 ; 受 : 遭到 , 受到。前后都受到敌

人的攻击。

【出处】《魏书·崔浩传》: “( 刘) 裕西

入函谷 , 则进退路穷 , 腹背受敌。”

【例句】他只有奋力冲上这座山峰, 才

有可能摆脱 ～的困境。

覆水难收
【注音】fùshuǐnán s hōu

【释义】倒在地上的水难以收回。比喻

事情已成定局或夫妻已经离异 , 无法

挽回。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光

武帝纪上》: “诸将议上尊号, 马武进

曰 : ‘反水不收 , 后无及, 大王虽执谦

退 , 奈宗庙社稷何。’”

【典故】商朝末年 , 渭水河边 , 出了一个

古今闻名的大贤人, 名叫姜子牙。他

在 80 岁以前, 没有被周文王礼聘出

山的时候 , 有一段非常坎坷的生活经

历。开始时他卖生猪 , 人们不喜欢吃

猪肉 , 专吃羊肉 , 他的生意十分冷清。

后来他开始从事卖羊肉的生意 , 人们

的口味仿佛专门和他过不去, 突然又

不吃羊肉了 , 改为吃猪肉。

市场的变化使姜子牙的生意再度

亏本 , 于是他想了一个万全的办法,

同时经营猪羊两个品种。他买进大

批猪羊 , 还没来得及脱手, 不曾想朝

廷颁布了新法令: 禁止屠宰任何牲

畜。

姜子牙购进的猪羊卖不出去 , 又不

敢屠宰 , 只好养起来, 每天消耗大量

饲料 , 硬着头皮做赔本生意。

姜子牙在生意场上连连失败 , 引起

他妻子的强烈不满 , 讥讽说 : “你就是

天生的穷命 , 这辈子别想发财, 别人

做生意赚钱 , 你倒赔本。像你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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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 , 早晚连家底都得赔进去。”

姜子牙说 : “并不是我不会经营,

而是朝廷的法令限制了我的生意 , 如

果允许屠宰 , 我的猪卖出去, 不照样

能赚一大笔钱吗?”

他妻子不听姜子牙的辩解, 威胁

说 : “我不管你做什么生意 , 也不想知

道是谁妨碍了你 , 总之一句话, 你再

赔钱 , 我就与你离婚。我可不想和你

这个倒霉蛋过一辈子穷日子。”

姜子牙了解妻子的脾气, 知道她

不能理喻 , 不屑继续争辩, 开始想他

的生意经, 他分析了几次失败的原

因 , 决心汲取教训, 从事一种没有风

险 , 朝廷任何时候都不能明令禁止的

买卖。

于是他开始卖面。他想 : “人们总

是要吃面的 , 那么就不愁无钱可赚。”

姜子牙提着面粉 , 走街串巷, 吆喝

着叫卖 , 可也真邪了 , 一连十几天 , 居

然一笔生意都没作成。一天 , 有位老

太太要买二两面打糨糊。姜子牙很

犹豫 , 有心不卖, 但大小是笔生意 , 不

做可惜 ; 卖吧, 数量又太小。最后决

定做这笔小生意。不料打开箩筐 , 没

来得及舀面 , 正巧一阵狂风吹来, 箩

筐倒地 , 面粉被刮得漫天飞舞一点不

剩。姜子牙只好回家 , 被迫同意他妻

子的离婚要求。

到后来姜子牙做了大官。他妻子

要求复婚 , 姜子牙命人把一盆水泼到

地上 , 说 : “你把泼在地上的水收起

来 , 我就与你复婚。”

他妻子灰心地说 : “覆水难收哇! ”

说完羞愤得自杀了。

【近义】木已成舟  生米做成熟饭

【反义】亡羊补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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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朝换代
【注音】ɡǎi cháo huàn dài

【释义】朝、代 : 封建时代建立国号的君

主( 一代或承袭的若干代) 统治的整

个时期。指旧王朝被新王朝代替。

【出处】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

党》: “这样 , 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

是陷于失败 , 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

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 , 当作他们改

朝换代的工具。”

【例句】现在正是良机 , 他要 ～, 自立为

王。

【辨析】～和“改换门闾”的区别在于:

～侧重统治集团的更替; 而“改换门

闾”侧重改变门第、出身 , 提高社会地

位。

改过迁善
【注音】ɡǎi ɡuòqiān shàn

【释义】迁 : 转变。改正过错, 诚心变

好。

【出处】《周易·益》: “君子以见善则

迁 , 有过则改。”

【例句】你不要灰心 , 只要 ～, 前途仍然

是光明的。

【近义】改恶从善

改过自新
【注音】ɡǎi ɡuòzìxīn

【释义】自新: 自己重新做人。指改正

错误 , 重新做人。

【出处】《史记·吴王濞列传》: “( 吴

王) 诈称病不朝 , 于古法当诛 , 文帝弗

忍 , 因赐几杖 , 德至厚 , 当改过自新。”

【例句】一个人能 ～, 是难能可贵的。

【近义】痛改前非

【反义】执迷不悟

改换门庭
【注音】ɡǎi huàn mén tínɡ

【释义】指改变门第出身, 提高社会地

位。也比喻另寻依靠。也作“改换门

闾”、“改换门楣”。

【出处】宋·无名氏《张协状元》四十六

出 : “一意要读书, 一身望改换门闾

( lǘ) 。”

【例句】他如今长期失业在家, 回英国

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得早日 ～, 另

找洋主子才好。

改名换姓
【注音】ɡǎi mínɡhuàn xìnɡ

【释义】改换原来的姓名。多指为了隐

瞒原来的身份。

【出处】宋·朱熹《答孙敬甫》之四 : “不

必如此隐讳遮藏, 改名换姓, 欲以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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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而人不可欺, 徒以自欺而陷于不

诚之域也。”

【例句】为了躲避仇人的追杀, 他不得

不 ～, 隐居在一个小镇上。也作“改

名易姓”、“改姓更名”。

【近义】隐姓埋名

改天换地
【注音】ɡǎi tiān huàn dì

【释义】使天地都改变了样子。比喻进

行彻底的变革。多指变革社会环境

或改造大自然。

【出处】丁玲《杜晚香》: “外边的惊天动

地 , 改天换地, 并没有震动过这偏僻

的山沟。”

【例句】只有依靠亿万群众的共同努

力 , 才能完成这 ～的千秋伟业。

【近义】旋乾转坤

【反义】依然如故  依然故我

改头换面
【注音】ɡǎi tóu huàn miàn

【释义】改换一副面孔。比喻只有形式

上的改变 , 而实质内容还是原来的。

【出处】唐·寒山《寒山子诗集·寒山

诗》: “改头换面孔 , 不离旧时人。”

【例句】你上当了, 用三十块钱买了一

枝 ～的冒牌墨水笔。

【近义】乔装打扮

【反义】本来面目

改弦更张
【注音】ɡǎi xián ɡēnɡzhānɡ

【释义】更 : 改换。张 : 给乐器上弦。指

改换、调整乐器上的弦, 使其声音和

谐。比喻改革制度或变更方针、办

法。

【出处】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窃譬之琴瑟不调, 甚者必解而更张

之 , 乃可鼓也。”

【例句】王安石为挽救北宋危亡, 毅然

～, 实行新政。

【近义】改弦易辙

【反义】一成不变  一如既往

改恶从善
【注音】ɡǎi ècónɡshàn

【释义】改去坏的、错误的, 向好的、正

确的方向转化。

【出处】张南庄《何典》: “既肯改恶从

善 , 也不与你一般样见识。”

【例句】劳动改造的目的 , 是使罪犯 ～。

【近义】改过迁善

【反义】负隅顽抗

改弦易辙
【注音】ɡǎi xián yìzhé

【释义】弦 ; 乐器上发声的线 ; 易 : 改变 ;

辙 : 车轮碾过的痕迹, 指道路。改换

琴弦 , 变更行车道路。比喻变更路

线、方向、计划、办法或态度等。

【出处】宋·王篫( mào) 《野客丛书·

张( 张汤) 杜 ( 杜周) 皆有后》: “使其

子孙改弦易辙, 务以宽厚, 亦足以盖

其父之愆( 过失) 。”

【例句】为了缓和阶级矛盾, 宋朝的王

安石 ～, 施行了青苗法。

【近义】改弦更张

【反义】旧调重弹

【辨析】～和“改弦更张”都可比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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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办法等的改变。但 ～语义重, 多

指方向、道路、路线或其他根本性的

改变。

改邪归正
【注音】ɡǎi xiéɡuīzhènɡ

【释义】归 : 返回。不再走邪路 , 重新回

到正道上来 , 指不再做坏事。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二十一

回 : “这几个人既在水面上安身不牢,

又不肯改邪归正跟随施巡按 , 便改旱

路营生。”

【例句】他决心老老实实交代自己所犯

的罪行 , ～, 争取得到政府的宽大处

理。

【近义】弃暗投明  迷途知返

【反义】执迷不悟  屡教不改

盖棺论定
【注音】ɡài ɡuān lùn dìnɡ

【释义】盖棺 : 盖上棺材, 指人死之后。

定 : 确定。指一个人死去之后, 他一

生是非功过的结论才能确定。

【出处】巴金《谈〈憩园〉》: “盖棺论定,

这个人一生不曾做过一件对人有益

的事情。”

【例句】古人说“～”, 其实有些人物“盖

棺”也未必能“论定”, 他们的功过在

历史上始终是个争议的问题。

【辨析】“棺”不可写作“官”。

盖世英雄
【注音】ɡài shìyīnɡx iónɡ

【释义】盖世: 超出当代。形容非常杰

出的英雄人物。

【例句】楚霸王项羽战败 , 自刎于乌江 ,

但世人还是称他为 ～。

【反义】无名小卒

盖世无双
【注音】ɡài shìwús huānɡ

【释义】盖 : 超过, 压倒。超出世人之

上 , 没有第二个。

【出处】《说岳全传》九回 : “说得那岳飞

人间少有 , 盖世无双。”

【例句】诸葛亮的才智 , ～。

【近义】举世无双  天下无双

概莫能外
【注音】ɡài mònénɡwài

【释义】概 : 一概, 全部。一概不能除

外。指全部都是如此。

【出处】《短文两篇·说“勤”》: “任何

成就的取得都是与勤分不开的 , 古今

中外概莫能外。”

【例句】这是共通的道理, 古今中外,

～。

ɡɑn

干净利落
【注音】ɡān jìnɡlìluò

【释义】整洁而有条理。

【出处】老舍《骆驼祥子》七: “他自己是

那么干净利落 , 魁武雄壮。”

【例句】不是老手, 谁能把这事做得如

此 ～?

【近义】斩钉截铁  快刀斩乱麻

【反义】拖泥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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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和“干脆利落”都形容说话做

事痛快干脆。但 ～能表示清洁整齐,

简洁 ; “干脆利浇”不能。

干云蔽日
【注音】ɡān yún bìrì

【释义】干 : 干犯, 冲。冲上云霄, 遮住

太阳。形容树木或建筑物等高大。

【出处】《后汉书·丁鸿传》: “干云蔽日

之木 , 起于葱青。”

【例句】北京城里高楼林立 , ～。

【近义】蔽日干云

甘处下流
【注音】ɡān chǔxiàliú

【释义】甘愿处于河流的下流。比喻甘

居落后。

【例句】他没有什么上进心, 不管什么

事都 ～。

【近义】甘居人后

【反义】争先恐后

甘瓜苦蒂
【注音】ɡān ɡuākǔdì

【释义】蒂 : 花或瓜果与枝茎相连的部

分。瓜是甜的 , 瓜的蒂是苦的。比喻

美好的事物也有缺点 , 没有十全十美

的事和人。

【例句】～, 世无完人。

甘心情愿
【注音】ɡān xīn qínɡyuàn

【释义】心里完全愿意 , 无丝毫勉强。

【例句】母亲是伟大的, 一生 ～地为儿

女们操劳。

【近义】甘之如饴  自觉自愿

【反义】迫不得已

甘拜下风
【注音】ɡān bài x iàfēnɡ

【释义】甘 : 甘愿 , 乐意。下风 : 风向的

下方 , 指下位。甘心情愿地拜倒在下

位。指真心佩服别人 , 自认为不如。

【出处】《左传·僖公十五年》: “皇天后

土 , 实闻君之音 , 群臣敢在下风。”

【例句】对于这位工程师的才能, 我真

是 ～。

【近义】心悦诚服

【反义】不甘雌伏

甘之如饴
【注音】ɡān zhīrúyí

【释义】甘之 : 把它看得很甜美。如饴 :

如同吃麦芽糖那样甜美。多比喻乐

于承担艰巨的任务 , 或勇于承受最大

的牺牲。

【出处】《诗经·大雅·绵》: “堇荼如

饴。”

【例句】参加革命后, 虽然一度生活困

苦 , 处境危难 , 但大家都 ～, 心胸开

阔。

【近义】甘心情愿

【反义】迫不得已

肝胆相照
【注音】ɡān dǎn xiānɡzhào

【释义】肝胆: 肝脏和胆囊, 指内心深

处。肝与胆能互相照见。比喻两心

相通 , 赤诚相待。

【出处】宋·文天祥《与陈察院文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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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恃知己肝胆相照, 临书不惮倾

倒。”

【例句】我和他是 ～的朋友。

【近义】披肝沥胆

【反义】钩心斗角

肝脑涂地
【注音】ɡān nǎo túdì

【释义】涂 : 涂抹。肝血和脑髓涂满一

地。形容人惨死的情景。也表示尽

忠竭力 , 不惜牺牲生命。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刘敬叔孙

通列传》: “大战七十 , 小战四十 , 使天

下之民肝脑涂地, 父子暴骨中野。”

【例句】他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 即使

～也在所不惜。

【近义】出生入死

【反义】贪生怕死

赶尽杀绝
【注音】ɡǎn jìn shājué

【释义】驱逐干净, 彻底消灭。现形容

对人过分刻薄或狠毒 , 不留余地。

【出处】清·褚人获《隋唐演义》二十一

回 : “这个主意不为赶尽杀绝。”

【例句】慈禧太后要把义和团 ～。

【近义】斩草除根

敢怒而不敢言
【注音】ɡǎn nùér bùɡǎn yán

【释义】心中愤怒 , 但不敢说出。

【出处】唐·杜牧《阿房宫赋》: “( 奉)

使天下之人 , 不敢言而敢怒。”

【例句】面对这些伪警察的恶行, 群众

～。

【近义】万马齐�  道路以目

敢作敢当
【注音】ɡǎn zuòɡǎn dānɡ

【释义】有胆量做 , 也有勇气承担责任。

形容做事有魄力 , 有责任感。

【出处】清·石玉昆《三侠五义》七十五

回 : “敢作敢当 , 才是英雄好汉。”

【例句】一个人做事应该 ～, 不应该推

三阻四。

【反义】畏首畏尾  推三阻四

敢作敢为
【注音】ɡǎn zuòɡǎn wéi

【释义】形容做事无所畏惧。

【出处】元·关汉卿《包待制智斩鲁斋

郎》三折 : “逞刁顽全不想他妻我妇。

这的是败坏风俗 , 那一个敢为敢作?”

【例句】作为男子汉大丈夫 , 要 ～。

【反义】前怕狼 , 后怕虎

感恩戴德
【注音】ɡǎn ēn dài dé

【释义】戴 : 崇敬。对于别人给自己施

予恩德表示感激崇敬。

【出处】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

十一·枢密赵文正公》: “今闻其父已

死 , 诚立之为王, 遣送还国 , 世界必感

恩戴德 , 愿修臣职。”

【例句】对于老板的栽培 , 不石是 ～的。

【近义】感激涕零

【反义】忘恩负义

【辨析】“戴”不可写作“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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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涕零
【注音】ɡǎn jītìlínɡ

【释义】感激: 指有感受而情绪激动。

涕零 : 流泪。很有感触而激动得流下

眼泪。

【出处】唐·刘禹锡《平蔡行》: “路旁老

人忆旧事 , 相与感激皆涕零。”

【例句】为了挽救我父亲的生命, 你不

惜倾家荡产 , 这义薄云天之情, 使我

～, 真不知怎样报答你。

【近义】感激涕泗  感激不尽

【反义】忘恩负义  深仇大恨

感情用事
【注音】ɡǎn qínɡyònɡshì

【释义】不冷静考虑, 凭个人的爱憎或

一时的感情冲动处理事情。

【例句】～的人 , 往往会失败。

感人肺腑
【注音】ɡǎn rén tèi fǔ

【释义】肺腑: 指内心深处。使人的内

心深受感动。

【出处】清·顾彩《焚琴子传》: “( 焚琴

子) 为诗文, 下笔累千言, 皆感人心

脾。”

【例句】文天祥的爱国诗篇 ～, 千古传

诵。

【近义】不忍卒读  惊心动魄

【反义】平淡无奇

感同身受
【注音】ɡǎn tónɡs hēn shòu

【释义】感 : 指感激。就像是自己亲身

受到关怀一样, 心里感激。指别人的

关怀使自己感受很深。多用于代人

向对方致谢。

【出处】叶圣陶《感同身受》: “你如果能

给我解决三分之一, 我真是‘感同身

受’呢! ”

【例句】黄君事业有成 , 我亦 ～, 铭记老

伯提携之恩。

【近义】感激涕零

【反义】漠不关心

感天动地
【注音】ɡǎn tiān dònɡdì

【释义】天地也为之感动。形容感人至

深。

【出处】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十

六 : “僧问 : ‘诸佛出世, 说法度人, 感

天动地。’”

【例句】这个故事写得太好了 , 真是 ～,

催人泪下。

【近义】感人肺腑

ɡɑnɡ

刚愎自用
【注音】ɡǎn bìzìyònɡ

【释义】刚愎: 傲慢固执。指人傲慢固

执 , 自以为是。

【出处】《左传·宣公十二年》: “其佐先

覧 , 刚愎不仁 , 未肯用命。”

【例句】这种 ～的人, 你劝他是费力不

讨好的。

【近义】固执己见

【反义】从谏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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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柔相济
【注音】ɡānɡróu xiānɡjì

【释义】济 : 指制约、弥补。刚强和柔

顺、硬与软互相制约 , 互为补充。

【出处】《周易·蒙》: “刚柔节也。”

【例句】丈夫性情刚强 , 妻子温厚 , 他俩

可说是 ～。

刚正不阿
【注音】ɡānɡzhènɡbùē

【释义】阿 : 迎合、偏袒。指为人刚直方

正 , 不逢迎附和。

【出处】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四 : “有正大不阿, 不行私谒者, 便以

为不贤。”

【例句】他 ～的高贵品质至今令人崇

敬。

【近义】堂堂正正

【反义】阿其所好  阿谀取容

纲举目张
【注音】ɡānɡjǔmùzhānɡ

【释义】纲 : 渔网上的大绳。目: 网眼。

提起大绳撒网, 所有的网眼就张开

了。比喻抓住事物的主要环节。就

能带动一切。也比喻文章头头是道,

条理分明。

【例句】抓住主要环节 , 就能 ～。

钢筋铁骨
【注音】ɡānɡjīn tiěɡǔ

【释义】筋骨像钢打铁铸一样。形容身

体健壮或意志坚强不屈。

【出处】《烈火金刚》二十九回 : “飞腿夜

眼神八路 , 钢筋铁骨子弟兵! ”

【例句】他久经磨炼, 练就 ～。

【近义】铜筋铁骨

ɡɑo

高不成, 低不就
【注音】ɡāo bùchénɡ, dībùjiù

【释义】就 : 走向, 接近。高而合意的,

却做不到或得不到 ; 做得了或能得到

的 , 又认为低而不肯做或不肯要。形

容上下两难 , 都不合适。

【出处】宋·陈师道《宿柴城》诗 : “起倒

不供聊应俗 , 高低莫可只随缘。”

【例句】他找了好多单位, 都是 ～的, 如

今还待在家。

高不可攀
【注音】ɡāo bùkěpān

【释义】高得无法攀登。形容难于达

到。

【出处】汉·贾谊《陈政事疏·治安

策》: “高者难攀, 卑者易陵, 理势然

也。”

【例句】要达到这一目标, 必须下一番

苦功 , 但也别把它看得 ～。

【近义】高高在上  不可逾越

【辨析】～和“高高在上”相比: ～泛指

高得无法攀登, 无法达到; “高高在

上”指地位很高。

高风亮节
【注音】ɡāo fēnɡliànɡjié

【释义】高风: 高尚的品格、操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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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 坚贞的节操。形容品格、行为都

很高尚。

【例句】共产党人的 ～值得人们赞扬。

高高在上
【注音】ɡāo ɡāo zài shànɡ

【释义】指所处位置高或地位高。今用

来形容脱离实际, 脱离群众。

【出处】鲁迅《春末闲谈》: “今也不然,

所以即使单想高高在上 , 暂时维持阔

气 , 也还得日施手段 , 夜费心机。”

【例句】提干以后 , 他时常告诫自己 : 决

不能忘本 , 决不能成为 ～的官老爷。

高人一等
【注音】ɡāo rén yīděnɡ

【释义】比一般人高出一等或超出一般

人的意思。

【例句】小明学习十分刻苦, 因此他的

成绩总是 ～。

【近义】出人头地

【反义】低三下四

高深莫测
【注音】ɡāo shēn mòcè

【释义】莫 : 不 , 不能; 测 : 推测, 揣测。

究竟高深到什么程度没法揣测。

【出处】宋·高似孙《纬略·沃焦山》第

七卷引《物类相感志》: “东海之外荒,

海中有山 , 焦炎而峙 , 高深莫测。”

【例句】他说话常故弄玄虚, 使人感到

～。

【近义】深不可测

【反义】一目了然

高官厚禄
【注音】ɡāo ɡuān hòu lù

【释义】地位高权力大 , 俸禄优厚。

【出处】《荀子·议兵》: “是高爵丰禄之

所加也 , 荣孰大焉。”

【例句】 �清白”二字在他看来是最为重

要的 , ～怎能收买得了呢?

高朋满座
【注音】ɡāo pénɡmǎn zuò

【释义】高贵的宾朋坐满席位。形容宾

客很多。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十

回“时 ( 蔡 ) 邕高朋满座, 闻 ( 王 ) 粲

至 , 倒履迎之。”

【例句】因他是本地的名流, 所以家中

常是 ～。

【近义】宾客盈门

【反义】门可罗雀

【辨析】～和“座无虚席”都形容聚会的

人很多。 ～强调来的都是高贵的朋

友 ; 而“座无虚席”不特指来的人的身

份、地位。

高山景行
【注音】ɡāo s hān jǐnɡxínɡ

【释义】高山 : 比喻道德崇高。景行 : 大

路 , 比喻行为正大光明。后比喻崇高

的德行。

【出处】三国·魏·曹丕《与钟繇书》:

“高山景行 , 私所仰慕。”

【例句】只要一想起他, 一种对 ～的敬

佩之情便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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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流水
【注音】ɡāo shān liús huǐ

【释义】原指含蕴在古琴曲里的两种喻

意。指知音或知己。比喻乐曲高妙。

【出处】《列子·汤问》: “伯牙善鼓琴,

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 志在高山,

钟子期曰 : ‘善哉 , 峨峨兮若泰山! ’志

在流水 , 曰 : ‘善哉 , 洋洋兮若江河! ’”

【例句】他的演奏有如 ～, 美妙动听。

【近义】阳春白雪

【反义】下里巴人

高声大气
【注音】ɡāo shēnɡdàqì

【释义】说话时嗓门高, 声音大。形容

旁若无人的态度。

【出处】《项链》: “( 他 ) 露着一双通红

的手 , 高声大气地说着话。”

【例句】他总是 ～地说话, 让人畏惧三

分。

【反义】低声下气

高枕无忧
【注音】ɡāo zhěn wúyōu

【释义】已经没有忧虑的事情, 大可以

安然睡觉。

【出处】《战国策·魏策一》: “事秦, 则

楚、韩必不敢动 ; 无楚韩之患 , 则大王

高枕而卧 , 国必无忧矣。”

【典故】战国时, 齐国有个大贵族孟尝

君 , 家里有个门客叫冯谖。有一次,

孟尝君叫他到自己的封地薛地去讨

债 , 临走时 , 冯谖问孟尝君: “收完了

债你买些什么回来吗?”孟尝君说:

“你瞧着办吧 , 咱们家缺些什么 , 你就

买了回来吧。”冯谖到了薛地 , 召集债

户向他们宣布: “孟尝君知道大家生

活困难 , 因此不要大家还债啦! ”并当

场烧掉债据 , 债户们感激不尽。冯谖

回去向孟尝汇报 : “我看咱们家什么

都不少 , 单单少一个‘义’字 , 所以我

把‘义’字给您买来。”并把当众烧掉

债据的事说了一遍。孟尝君气得要

命 , 可也没办法补救了, 从此对冯谖

很冷淡。不久 , 孟尝君被齐王所怀

疑 , 免去了他相国的职位, 只好到薛

地去 , 当地的老百姓都出来欢迎他。

孟尝君很受感动 , 对冯谖说 : “你给我

买的‘义’字 , 我今天才看见, 那么多

门客离开了我 , 可我总算有薛地可安

身! ”冯谖说: “只有一个薛地还不安

稳 , 您看我的! ”他替孟君办成了两件

大事 , 使孟尝君在齐国的地位又稳固

不可动摇了 , 然后他对孟尝君说 : “这

样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例句】大敌已除 , 我们今后可以 ～了。

【近义】无忧无虑

【反义】枕戈待旦

高才捷足
【注音】ɡāo cái jiézú

【释义】有高深的才能, 办事能干而快

捷。

【出处】《史记·淮阴侯列传》: “秦失其

鹿 , 天下共逐之 , 于是高材疾足者先

得焉。”

【例句】本厂所聘请的业务主任, 有 ～

的才干 , 他给本厂的帮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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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歌猛进
【注音】ɡāo ɡēměnɡjìn

【释义】高声歌唱, 奋勇前进。形容斗

志高昂 , 勇往直前。

【例句】少奇同志的革命精神鼓舞着我

们在新长征路上 ～。

【近义】勇往直前

【反义】裹足不前

高视阔步
【注音】ɡāo shìkuòbù

【释义】眼睛看得高, 步子迈得大。形

容态度傲慢或气概不凡。

【出处】《隋书·卢思道传》: “俄而抵掌

扬眉 , 高视阔步。”

【例句】这些财主 , 自以为了不起 , 摆出

一副 ～的样子 , 背地里却被人唾骂。

【近义】趾高气扬

高抬贵手
【注音】ɡāo tái ɡuìs hǒu

【释义】请高高抬起尊贵的手。是请人

宽恕或通融的话。

【出处】宋·邵雍《伊川击壤集·九·

谢宁寺丞惠希夷》: “能斟时事高抬贵

手 , 善酌人情略拔头。”

【例句】念他初犯 , 你就 ～放他一马吧。

高谈阔论
【注音】ɡāo tán kuòlùn

【释义】高妙广博的谈论。指不着边际

地大发议论。

【出处】唐·吕岩《徽宗斋会》: “高谈阔

论若无人 , 可惜明君不遇真。”

【例句】几个人在那里 ～。

【近义】夸夸其谈  口若悬河

【反义】一言不发  闭口不言

高屋建瓴
【注音】ɡāo wūjiàn línɡ

【释义】建 : 通“硙”, 倒水。瓴 : 盛水的

瓶子 , 一说瓦沟。从高屋顶上倾倒瓶

里的水 , 或从高屋顶上顺着瓦沟倒

水。比喻居高临下 , 不可阻挡。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

纪》: “( 秦中) 地势便利, 其以下兵于

诸侯 , 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例句】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非要有

～、势如破竹的气势不可!

【近义】居高临下

高瞻远瞩
【注音】ɡāo zhān yuǎn zhǔ

【释义】瞻 : 往前或往上看。瞩: 注视。

站得高 , 看得远。形容目光远大。

【出处】汉·王充《论衡·别通篇》: “夫

闭户塞意 , 不高瞻览者, 死人之徒也

哉! ”

【例句】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豪爽、直

率、风趣 , 胸怀广阔 , ～。

【近义】远见卓识

【反义】鼠目寸光  目光如豆  不识大

体

【辨析】～和“深谋远虑”相比 : “深谋远

虑”侧重表现的是思虑策划; 而 ～侧

重表示的是见识。

高枕而卧
【注音】ɡāo zhěn ér w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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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把枕头垫得高高的睡大觉。比

喻无所忧虑。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齐策四》:

“狡兔有三窟, 仅得免其死耳。今君

有一窟 , 未得高枕而卧也。”

【例句】他自从中了大奖后 , 便 ～, 无忧

无虑。

【近义】麻痹大意  高枕无忧

【反义】枕戈诗旦  居安思危

高自标置
【注音】ɡāo zìbiāo zhì

【释义】标 : 标榜, 吹嘘。置 : 摆放。自

我标榜 , 把自己抬得很高。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四十

回 : “据说这人 , 天文地理 , 无所不通,

⋯⋯只是为人却高自标置的很 , 等闲

的人 , 也入不得他的眼, 其学问便可

知了! ”

【例句】他喜欢 ～, 动不动就吹嘘自己,

这种人靠得住吗?

【近义】自命不凡

【反义】自暴自弃

膏肓之疾
【注音】ɡāo huānɡzhījí

【释义】膏肓 : 古人把心尖脂肪叫膏 , 心

脏与横膈膜之间叫肓 , 认为“膏肓”是

药力达不到的地方; 疾 : 病。指难以

治愈的危重疾病。比喻致命的缺点

和问题。

【例句】这个问题犹如 ～, 如不及时解

决 , 后果将不堪设想。

【近义】病入膏肓

【反义】无足轻重

膏粱子弟
【注音】ɡāo liánɡzǐdì

【释义】膏粱: 肥肉细粮, 泛指精美食

品。指生活奢侈 , 惯于享乐的富家子

弟。

【出处】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齐明

帝建武三年》: “未审上古以来, 张官

列位 , 为膏粱子弟乎?”

【例句】这些 ～, 成天饱食终日 , 无所用

心。

【近义】纨绔子弟

【反义】平民百姓

膏腴之地
【注音】ɡāo yúzhīdì

【释义】膏腴: 肥美。肥美的土地。也

指肥沃富饶的地区。

【出处】汉·贾谊《过秦论上》: “南兼汉

中 , 西举巴蜀 , 东割膏腴之地, 北收要

害之郡。”

【例句】因为开渠引水, 使得这大片荒

原竟变成了 ～。也作“膏腴之壤”。

【近义】鱼米之乡

【反义】穷山恶水

槁木死灰
【注音】ɡǎo mùsǐhuī

【释义】槁 : 干枯。干枯的树木 , 冷却的

灰烬。比喻毫无生气或极端消沉、冷

漠。

【出处】《红楼梦》第四回 : “这李纨虽青

春丧偶 , 且居处于膏粱锦绣之中, 竟

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不问不闻。”

【例句】阿毛被狼叼走之后, 祥林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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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近义】朽木灰心

告老还乡
【注音】ɡào lǎo huán xiānɡ

【释义】告老: 年老告退。原指封建时

代的官员因年老而请求辞官退休 , 回

家乡养老。现在也泛指职工年老退

休。

【例句】从事教育工作四十年的舅父已

～, 安度晚年。也作“告老还家”。

ɡe

歌功颂德
【注音】ɡēɡōnɡs ònɡdé

【释义】歌、颂 : 颂扬。功 : 功绩。德 : 德

行 , 恩德。歌颂功绩和德行。多用于

贬义。

【出处】宋·王灼《颐堂集》: “歌功颂德

今时事 , 倾听诸公出正音。”

【例句】这位大政治家执政后, 国家富

强 , 因此人民为他 ～, 是十分自然的

事。

【近义】树碑立传

【反义】怨声载道

歌声绕梁
【注音】ɡēshēnɡrào liánɡ

【释义】梁 : 房屋的大梁。歌声回旋在

房梁之间。形容歌声高亢动听 , 令人

难以忘怀。

【出处】宋·李日方《太平御览》卷五百

七十二引《洞冥记》: “王母至与宴 , 歌

奏《春归》之乐⋯⋯歌声绕梁三匝 , 乃

上房梁 , 草树枝叶皆动 , 歌之感也。”

【例句】歌手们以各种风格演唱了优美

的歌曲 , 听后确实有 ～、三日不绝之

感。

【近义】绕梁三日

歌舞升平
【注音】ɡēwǔs hēnɡpínɡ

【释义】升平: 太平。又唱歌, 又跳舞,

庆祝太平。多指粉饰太平。

【出处】元·陆文圭《〈词源〉跋》: “淳

佑、景定间 , 王邸侯馆, 歌舞升平, 居

生处乐 , 不知老之将至。”

【例句】人民丰衣足食 , 国家空前强大 ,

正是 ～的时代。

【近义】天下太平

【反义】兵荒马乱

【辨析】～侧重指欢庆太平; “太平盛

世”指社会安定 , 政治清明 , 经济繁荣

的时代。

割地求和
【注音】ɡēdìqiúhé

【释义】战败的一方 , 根据对方的要求 ,

割让土地 , 求得和平。

【例句】在中国近代史上, 清政府腐败

无能 , 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一个又一

个 ～、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反义】寸土必争

割席分坐
【注音】ɡēxífēn zuò

【释义】比喻朋友之间感情破裂, 断绝

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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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南朝 ( 宋) 刘义庆《世说新语·

德行》: “( 管宁、化歆) 又尝同席读书,

有乘轩冕过门者, 宁读书如故, 歆废

书出看。宁割席分坐 , 曰: ‘子非吾友

也。’”

【例句】他们曾经是形影不离的好朋

友 , 现已 ～了。

革故鼎新
【注音】ɡéɡùdǐnɡxīn

【释义】革 : 去除。鼎: 更新。去掉旧

的 , 建立新的。

【出处】《水浒传》第八十回: “勿犯雷

霆 , 当效革故鼎新之意。”

【例句】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 主张

～。

【近义】破旧立新

【反义】因循守旧

格格不入
【注音】ɡéɡébùrù

【释义】格格: 抵触, 阻碍。彼此抵触,

互不相容。

【出处】清·袁枚《寄房师邓逊斋书》:

“以前辈之典型 , 合后来之花样 , 自然

格格不入。”

【例句】他和她接触了几次, 兴趣爱好

总觉得 ～, 看来彼此很难产生感情

了。

【近义】水火不容

【反义】水乳交融

格杀勿论
【注音】ɡéshāwùlùn

【释义】格杀 : 打死。勿论 : 不论罪。指

把行凶、拒捕或违反禁令的人当场打

死 , 不以杀人论罪。也指当场处死,

不管是否有罪。

【出处】《后汉书·刘盆子传》: “皆可格

杀。”

【例句】在旧社会, 反动派任意屠杀广

大爱国志士 , 如有拒捕等事 , 便会 ～。

隔岸观火
【注音】ɡéàn ɡuān huǒ

【释义】隔着河看对岸失火。比喻对别

人的危难置身事外 , 袖手旁观。

【出处】唐·乾康《投谒齐己》: “隔岸红

尘忙似火 , 当轩青嶂冷如冰。”

【例句】他为了筹款挽救儿子的生命,

四处奔走求援, 但他富有的弟弟却

～, 真是一点人性都没有。

【近义】袖手旁观

【反义】见义勇为

隔墙有耳
【注音】ɡéqiánɡyǒu ěr

【释义】隔着墙还会有耳朵偷听到的。

比喻密谋也可能泄露。

【出处】《管子·君臣下》: “墙有耳, 伏

寇在侧。墙有耳者 , 微谋外泄之谓

也。”

【例句】小声点 , 小心 ～!

【近义】耳目众多  窗外有耳

隔靴搔痒
【注音】ɡéxuēsāo yǎnɡ

【释义】搔 : 用指甲挠。隔着靴子挠痒。

比喻说话、作文、做事没抓住要点或

不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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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宋·严羽《沧浪诗话·诗法》:

“意贵透彻 , 不可隔靴搔痒。”

【例句】对贪污腐败的现象, 只是口头

批评 , 无异于 ～, 只有施以严刑峻法,

才能解决问题。

【近义】望梅止渴

【反义】鞭辟入里  一针见血

各奔前程
【注音】ɡèbèn qián chénɡ

【释义】奔 : 奔赴。各走各的路。比喻

各自向自己确定的目标前进。

【出处】元·无名氏《张协状元·贫女

乞食回乡》: “⋯⋯ , 今日相逢不下马,

也须各自奔前程。”

【例句】这两位影坛上的老搭档散伙

后 , 便 ～了。

【近义】分道扬镳

【反义】殊途同归

各不相谋
【注音】ɡèbùx iānɡmóu

【释义】各 : 各个, 各自; 谋 : 商议。各顾

各的 , 彼此不相互商量。

【出处】《论语·卫灵公》: “子曰 : 道不

同 , 不相为谋。”

【例句】同在一个集体 , 彼此之间 ～, 甚

至你算计我 , 我算计你, 这样怎么能

把事情办好呢?

【近义】各行其是  各自为政

【反义】群策群力  齐心协力

各得其所
【注音】ɡèdéqísuǒ

【释义】所 : 处所、位置。原指各如其所

愿。现多指每一个人或事物都得到

恰当的安置。

【出处】《易经·系辞下》: “日中为市 ,

致天下之民 , 聚天下之货 , 交易而退 ,

各自其所。”

【例句】要做好战士的复员转业工作,

使他们 ～, 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积极

作用。

各个击破
【注音】ɡèɡèjīpò

【释义】集中主要力量, 把对方一部分

一部分地攻破。也指把问题一个一

个地解决。

【出处】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

虎》: “这叫做各个解决, 军事书上叫

做各个击破。”

【例句】我们的兵力分散在各处, 很容

易被敌人 ～。

【反义】全线出击

各尽所能
【注音】ɡèjìn suǒnénɡ

【释义】所能: 指能力。每个人都全部

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出处】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中

·赵忠义》: “广政初 , 忠义与黄筌、蒲

师训合手画《天王变相》一堵以来 , 各

尽所能 , 愈于前辈。”

【例句】～, 按劳分配 , 是社会主义社会

的分配原则。

各抒己见
【注音】ɡès hūjǐjiàn

【释义】抒 : 发表, 表达。各个充分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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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意见。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七十四

回 : “据我主意, 何不各抒己见, 出个

式子 , 岂不新鲜些?”

【例句】在学术讨论会上 , 专家们 ～, 取

长补短。

【反义】守口如瓶

各司其职
【注音】ɡèsīqízhí

【释义】司 : 主持 , 主管。指各人负责自

己职务之内的事。

【出处】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八十

四回 : “今日便须派定路数, 各司其

事。”

【例句】为接待基辛格秘密访华, 中国

有关部门按部就班, ～。也作“各司

其事”。

【近义】各谋其政

【反义】尸位素餐

各显其能
【注音】ɡèxiǎn qínénɡ

【释义】各自显示出自己的能力、水平。

【例句】奥运会上 , 各国选手 ～, 竞争非

常激烈。

【近义】各显神通

【辨析】～和“各显身手”都是直陈性

的 , 都可表示“各自显露自己的才能

本领”。区别在于: ① ～偏重于“才

能”; “各显身手”偏重于“本领”。②

～是中性成语 ; “各显身手”是褒性义

成语。

各显身手
【注音】ɡèx iǎn shēn s hǒu

【释义】显 : 显露 , 表现 ; 身手 : 本领。指

每个人都显露出自己的本领。

【例句】在学校运动会上我们班的参赛

选手 ～, 取得了多项第一。

【近义】各尽所能

各显神通
【注音】ɡèx iǎn shén tōnɡ

【释义】神通 : 原为佛教用语 , 指无所不

能的力量 , 后指极其高明的本领。各

自显示其极高明的本领。

【例句】在运动场上, 运动员们可谓是

八仙过海 , ～。

【近义】各显其能

各行其是
【注音】ɡèxínɡqíshì

【释义】是 : 正确, 这里指自己以为对

的。各人都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一

套去做。形容思想行动不一致。

【出处】《庄子·徐无鬼》: “天下非有公

是也 , 而各是其所是。”

【例句】我们的国家这么大, 如果人们

都 ～, 那就乱套了。

【近义】各自为政

【反义】群策群力  万众一心  齐心协

力

各有千秋
【注音】ɡèyǒu qiān qiū

【释义】千秋 : 千年 , 指流传久远。各自

都有长久流传的价值。形容各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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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 各有所长。

【出处】茅盾《〈诗论〉管窥》: “抒情诗

与叙事诗一向同样地发展, 各有千

秋。”

【例句】这幅画是由两个画家联合创作

的 , 虽 ～, 却又组织得浑然一体。

【近义】各有所长  势均力敌

各执一词
【注音】ɡèzhíyīcí

【释义】执 : 坚持。各自坚持一种说法。

指意见不能统一。

【出处】《醒世恒言》第二十九卷 : “两下

各执一词 , 难以定招。”

【例句】在讨论会上 , 代表们 ～, 意见很

不一致。

【近义】各持己见

【反义】众口一词

【辨析】～和“各执所见”结构相同, 都

形容意见不统一 , 争执不下。区别在

于 : ～所紧持的是自己的一种说法;

“各执所见”所坚持的是自己的意见。

各自为政
【注音】ɡèzìwéi zhènɡ

【释义】为政 : 处理政事。泛指办事。

各人按照自己的主张办事。指彼此

不配合 , 不顾全局。

【出处】《三国志·吴书·胡综传》: “诸

将专威于外 , 各自为政 , 莫或同心。”

【典故】战国时, 有一次宋国和郑国发

生了战争。在作战的前一天晚上 , 宋

国统帅为了鼓舞士气 , 特地杀猪宰羊

慰劳士兵。所有的士兵都分到了酒

肉 , 却偏偏漏了一个人, 就是给自己

驾兵车的羊斟。羊斟平时老实巴巴

的 , 这回可来了牛脾气, 他想: “我给

你驾车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还有苦

劳 , 今天你给每个人都奖赏酒肉, 就

不给我 , 分明没把我放在眼里, 这也

太瞧不起人啦! ”羊斟气得马不喂 , 车

也不擦 , 就呼呼地睡起大觉。

第二天两国军队开始交锋 , 战斗打

得十分激烈 , 正在紧要的关头, 羊斟

突然对统帅说 : “昨天你赏酒肉给兵 ,

是以酒肉为统帅 , 现在该我发号施令

了。”说完 , 就把兵车飞快地赶进郑国

军队人最多的地方。等统帅反应过

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 已做了郑军的

俘虏 , 宋军大败。

【例句】军阀统治时代 , 各省 ～, 弄得老

百姓苦不堪言。

【近义】各行其志

【反义】同心协力

ɡen

根深蒂固
【注音】ɡēn s hēn dìɡù

【释义】蒂 : 花叶瓜果与枝茎相连的部

位。固 : 坚实。根扎得深 , 蒂结得牢。

比喻基础牢固 , 不易动摇。

【出处】《韩非子·解老》: “柢固则生

长 , 根深则视久。”

【例句】这个黑社会组织 , 几年来已 ～,

要消灭它不是容易的事。

【近义】盘根错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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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叶茂
【注音】ɡēn shēn yèmào

【释义】根扎得深, 叶就长得茂盛。比

喻基础牢固雄厚, 就会蓬勃发展。

【出处】汉·刘安《屏风赋》: “根深枝

茂 , 是为乔木。”

【例句】～, 这是常识, 你现在不把语、

数、外三门学科学好 , 将来怎么深造?

【近义】根深蒂固

亘古奇闻
【注音】ɡèn ɡǔqíwén

【释义】亘古: 自古以来。从古到今没

有听说过。

【例句】中、日、尼三国运动员分别从南

北两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这真是

～。

【近义】亘古未有

【反义】不足为奇  司空见惯

ɡenɡ

亘古未有
【注音】ɡèn ɡǔwèi yǒu

【释义】亘古: 从古以来。从古到今从

未有过。

【出处】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二

十四·戏物》: “若解蛇语则更怪矣,

此亘古未闻。”

【例句】这件怪事 , 是 ～的。

【近义】亘古奇闻  前所未有

【反义】不足为奇  司空见惯

更深人静
【注音】ɡēnɡs hēn rén jìnɡ

【释义】更 : 旧时夜间计时的单位 , 一夜

分为五更 , 每更约两个小时。更深:

三更以后, 即半夜以后。夜深了, 没

有人声 , 一片寂静。

【例句】～的时候 , 正好专心学习。

更新换代
【注音】ɡēnɡxīn huàn dài

【释义】更、换 : 改换。新的代替过时

的。

【例句】不少工厂采用先进技术, 促进

了产品的 ～。

耿耿于怀
【注音】ɡěnɡɡěnɡyúhuái

【释义】耿耿 : 心中不安的样子。怀 : 胸

怀 , 心。心里老记着某件事, 不能忘

怀。

【出处】宋·文天祥《贺前人正》: “某迹

縻俗驾, 心绕贺星。遥指于轸中, 拳

拳公寿 , 雪立于门外 , 耿耿于怀。”

【例句】上次我没有满足他的无理要

求 , 他一直 ～。

【近义】牵肠挂肚

【反义】置之脑后  付之一笑

耿耿忠心
【注音】ɡěnɡɡěnɡzhōnɡxīn

【释义】耿耿: 形容很忠诚。指非常忠

诚的心。

【例句】这首歌曲表达了石油工人对祖

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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绠短汲深
【注音】ɡěnɡduǎn jíshēn

【释义】绠 : 打水用的绳子。汲: 打水。

用短绳从深井里打水。比喻力量小

不能胜任。

【出处】《荀子·荣辱》: “故曰: ‘短绠

不可以汲深井之泉, 知不几( 接近) 者

不可与及圣人之言。’”

【例句】总编责任重大 , 我 ～, 难以胜任

这项工作。

【近义】力不胜任

更进一竿
【注音】ɡènɡjìn yīɡān

【释义】更 : 再 , 又 ; 竿 : 竹竿。又前进了

一步。比喻学问、成绩等达到一定的

高度后继续努力提高。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一百二十

回 : “后人见了这本传奇 , 亦曾题过四

句偈语 , 为作者缘起之言更进一竿。”

【例句】他这一次的设计方案比以前

～, 博得了大家的称赞。

【近义】更上一层楼

【反义】每况愈下

更上一层楼
【注音】ɡènɡshànɡyīcénɡlóu

【释义】更 : 另外 , 再。原指欲开阔眼界

就要立足于更高的地方。后用于比

喻再提高或再前进一步。

【出处】唐·王之涣《登鹳雀楼》诗 : “欲

穷千里目 , 更上一层楼。”

【例句】希望你继续努力 , ～, 争取更好

的成绩。

【近义】竿头日进

【反义】每况愈下

ɡonɡ

工力悉敌
【注音】ɡōnɡlìxīdí

【释义】悉 : 完全。敌: 匹敌, 相当。双

方的工夫和才力完全相当, 不分上

下。多指艺术方面的造诣不分高低。

【出处】梁启超《中国史上人口之统

计》: “盖当时秦、齐、楚工力悉敌。”

【例句】这两篇文章 ～, 确实难分高下。

【近义】旗鼓相当

【反义】天壤之别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注音】ɡōnɡyùshàn qís hì, bìxiān lì

qíqì

【释义】利 : 使锐利。器 : 工具。工匠要

干好活 , 一定要先使工具锐利。后用

以形容做事要做好充分准备。

【出处】《论语·卫灵公》: “子贡问为

仁。子曰: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

器。’”

【例句】 �～”, 要想发展现代化的高科

技生产 , 必须首先培养大量的高科技

人才。

公而忘私
【注音】ɡōnɡér wànɡsī

【释义】一心为公 , 忘记了个人的事。

【出处】汉·班固《汉书·贾谊传》:

“⋯⋯则为人臣者主耳忘身, 国耳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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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公耳忘私, 利不苟就, 害不苟去,

唯义所在。”

【例句】他 ～, 从不考虑个人得失。

【近义】急公好义  自私自利

【反义】利欲熏心  明哲保身

公事公办
【注音】ɡōnɡshìɡōnɡbàn

【释义】公事按公家的制度办理。指不

讲私人情面。

【出处】《子夜》十三: “谁希罕你记功劳

呢! 公事公办就好了。”

【例句】他一向 ～, 铁面无私。

【近义】一视同仁  童叟无欺

【反义】假公济私

公正无私
【注音】ɡōnɡzhènɡwúsī

【释义】做事公正 , 没有私心。

【出处】汉·刘安《淮南子·脩 ( xiū) 务

训》: “若夫尧眉八彩 , 九窍通洞 , 而公

正无私 , 一言而万民齐。”

【例句】他为人 ～, 大家都很信任他。

也作“公平无私”。

【近义】铁面无私

公之于世
【注音】ɡōnɡzhīyús hì

【释义】公 : 使公开; 世 : 社会。把它公

开 , 使世人都看到。

【例句】他的文章总是要经过反复修改

后才 ～。

【反义】掩人耳目

公诸同好
【注音】ɡōnɡzhūtónɡhào

【释义】公 : 指公开。诸 : “之于”二字的

合音。好 : 喜好。把自己喜欢的东西

向有相同爱好的人公开。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四

回 : “自从听了这番妙解 , 说书的才得

明白 , 如今公诸同好。”

【例句】这幅画他已珍藏多年, 现在终

于拿出来 ～。

公子王孙
【注音】ɡōnɡzǐwánɡsūn

【释义】公子 : 古称诸侯的王子。王孙 :

王者的子孙。泛指官僚、贵族的子

弟。

【出处】《西游记》第八十回: “师父这

话 , 也不像走长路的, 却似个公子王

孙 , 坐井观天之类。”

【例句】看他那副骄横的样子, 就像是

～。

【近义】王孙公子

功败垂成
【注音】ɡōnɡbài chuíchénɡ

【释义】功 : 事业。垂: 接近、快要。事

情在快要成功时忽遭失败。有惋惜

之意。

【出处】唐·房玄龄《晋书·谢安传

论》: “庙算有遗, 良图不果, 降龄何

促 , 功败垂成 , 拊其遗文, 经纶远矣。”

【典故】桓温死后, 谢安石揽了朝廷的

军政大权 , 官拜中书监 , 骠骑大将军 ,

录尚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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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后秦迅速在北方崛起, 步步

进逼 , 几次打败东晋军队, 构成严重

威胁。谢安石立即调派他哥哥的儿

子谢玄率领大军进行征伐 , 连续打了

几次胜仗。

后秦皇帝符坚不顾许多大臣的反

对 , 亲统大军六十余万, 号称百万 , 逼

近淝水 , 京城上下惊慌不安, 朝廷加

封谢安石为征讨大都督。谢安石接

任后 , 立即命谢玄为前部先锋, 统兵

八万在淝水对岸安营下寨, 准备迎

敌。

谢玄抵达前线, 见后秦军队旌旗

招展 , 营寨相连 , 蜿蜒百里, 夜间营中

灯火璨若繁星 , 心中顿生一计。

谢玄回到营中, 立即给后秦的统

兵大将符融写信挑战 , 信中说 : “将军

既犯我疆土 , 而在河边列阵, 显然不

想速战速决 ; 直打算决战, 请把兵营

后移 , 让我军过河 , 一决雌雄 , 岂不爽

快。”

符坚的部将反对说: “不能后退,

我军众多 , 晋兵少 , 应求万全之计。”

符坚却自负地说: “我军后退, 让

晋军过河 , 我派十万骑兵面对河水,

足以全歼敌兵。”

符融觉得符坚的说法有理, 支持

符坚的意见, 于是下令后退。军令一

下 , 后秦兵马众多, 调动无序秩序大

乱 , 失去控制。谢玄亲率八千精锐骑

兵强行渡河 , 符坚在混战之中被冷箭

射伤 , 后秦兵溃不成军, 人马互相践

踏 , 死伤不计其数, 竟阻了淝水的流

动。后秦军的残败军马, 丢盔弃甲,

连夜逃兵 , 听到风声 , 鹤叫声 , 以为是

晋军追杀, 草行露宿, 十伤八九。晋

军取得决定性胜利 , 后秦一蹶不振。

先锋谢玄率得胜之兵 , 一边追击,

一边部署人马, 调集部队, 准备一举

收复失地。

谢玄自领大军进驻鼓城 , 派参军刘

袭攻兖州 , 遣刘牢之镇守鄄城, 又派

晋陵太守渡河收复黎阳 , 晋军连战皆

捷 , 迅速收复大片土地。

当时, 谢玄驻鼓城, 居中指挥, 北固

河上 , 西援洛阳, 内护京城。不巧秦

山太守叛乱 , 朝廷的宗室不愿谢玄立

功 , 说动皇帝 , 下令就地驻守, 谢玄奉

旨 , 就地停留 , 眼看千秋大业即将成

功 , 转瞬之间失去把握 , 忧愤交集, 不

久病逝。

《晋书·谢玄传》的史官评语中叹

息写道 : “庙算有遗, 良图不果; 降龄

何促 , 功败垂成。”

【例句】中国足球队在高丰文的率领下

向世界杯发起冲击, 不料在最后关

头 , ～, 可惜极了!

【近义】功亏一篑

【反义】大功告成

功成不居
【注音】ɡōnɡchénɡbùjū

【释义】居 : 占有。原指顺应自然 , 不据

为己有。后指有功而不自傲。

【出处】《老子》二章 : “生而不有 , 为而

不恃 , 功成而弗居。”

【例句】王铁人 ～, 始终保持着普通劳

动者的本色。

【近义】戒骄戒躁

【反义】身高自大  居功自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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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成名就
【注音】ɡōnɡchénɡmínɡjiù

【释义】功 : 功业。就 : 成就, 实现。功

业和名声都已取得。

【例句】李叔叔现在 ～。

功成身退
【注音】ɡōnɡchénɡs hēn tuì

【释义】退 : 引退。功业建立后就主动

引退 , 不贪恋名利地位。旧时这样做

往往是为了避免杀身之祸。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邓

禹传》: “功成身退 , 让国逊位, 历世外

戚 , 无与为比。”

【例句】他是位出色的运动员, 夺得世

界冠军后 , 便 ～。

【近义】急流勇退

功到自然成
【注音】ɡōnɡdào zìrán chénɡ

【释义】只要坚持不懈 , 功夫到家 , 自会

取得成功 , 指不能急于求成。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四十三

回 : “这师父原来只是思乡难息! 若

要那三三行满, 有何难哉! 常言道

‘功到自然成’哩。”

【例句】做学问要靠长期积累 , ～。

【近义】水到渠成  百炼成钢

功德无量
【注音】ɡōnɡdéwúliànɡ

【释义】功德: 功业, 功德指念佛、诵经

等善事。无量 : 没有限量。本为佛教

用语 , 后用以称颂功劳恩德极大, 含

有诙谐意味。

【出处】汉·班固《汉书·丙吉传》: “所

以拥全神灵 , 成育圣躬, 功德已无量

矣。”

【例句】集资办学 , 功德无量。

【近义】劳苦功高

功德圆满
【注音】ɡōnɡdéyuán mǎn

【释义】功德 : 佛教用语 , 指诵经、念佛、

布施等。原为佛教语。指法会、善事

等完满结束。比喻事情圆满结束。

【出处】唐·陈集原《龙龛道场铭》: “更

于道场之南造释迦尊像一座, 遂得不

日而成 , 功德圆满。”

【例句】他为那些残疾儿童入学的事东

奔西走 , 费尽了心思 , 现在终于 ～, 让

孩子们一个个都进了学校。

【近义】大功告成

【反义】功亏一篑  前功尽弃

功力悉敌
【注音】ɡōnɡlìxīdí

【释义】功夫与力量, 双方都不相上下。

【出处】宋·计有功《唐诗纪事》: “中宋

正月晦日 , 幸昆明池赋诗, 群臣应制

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 , 命昭容选一

首为新翻御制曲⋯⋯既进 , 唯沈宋二

诗不下。又移时 , 一纸飞坠。竟取而

观 , 乃沈诗也。及闻其评, 曰 : ‘二诗

功力悉知。’”

【例句】这两位名家的作品 ～, 各有所

长。

【近义】势均力敌

【反义】难以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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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亏一篑
【注音】ɡōnɡkuīyīkuì

【释义】亏 : 欠 , 缺少。篑 : 装土的竹筐。

堆土成山的功夫只差最后一筐土。

比喻一件大事只差最后一点而没能

成功。

【出处】郭沫若《屈原研究》: “他们费了

将近一千年的南方的经营⋯⋯而在

当时的楚 民族却 要算是 ‘功 亏一

篑’。”

【例句】眼看就要达到终点了, 他却因

为劳累 , ～了。

【近义】功败垂成

攻其无备
【注音】ɡōnɡqíwúbèi

【释义】趁对方没有防备时进攻, 行动

出乎对方意料之外。

【出处】《孙子·计篇》: “攻其无备, 此

兵家之胜 , 不可先传也。”

【例句】当前敌强我弱, 不宜硬拼。只

有 ～, 才能克敌制胜。

【近义】攻其不备

攻守同盟
【注音】ɡōnɡshǒu tónɡménɡ

【释义】攻守 : 进攻和防守。同盟 : 为采

取共同行动而缔结盟约。在进攻和

防守中, 按照缔结的盟约而一致行

动。原指国与国之间订立盟约 , 发生

战争时彼此联合起来进攻或防守。

现多指坏人暗中勾结 , 为掩盖罪行而

互相约定 , 用统一的口径或行动进行

抗拒。

【出处】清·曾朴《孽海花》十八回 : “何

太真受了北洋之命 , 与彼立了攻守同

盟的条约。”

【例句】为了欺骗舆论, 这两个团伙私

下订立了 ～。

攻无不克
【注音】ɡōnɡwúbúkè

【释义】攻 : 攻打, 出击 ; 克 : 攻下, 战胜。

攻打一个地方没有攻不下来的。形

容战斗力无比强大。

【出处】宋·辛弃疾《美芹十论·致勇

第七》: “有不攻矣 , 攻之而无不克。”

【例句】中国人民解放军 ～, 战无不胜 ,

所向披靡。

【反义】不堪一击  望风而逃

供不应求
【注音】ɡōnɡbùyìnɡqiú

【释义】供 : 供给, 供应。应 : 满足。供

应不能满足需要。

【出处】巴金《忆觉醒与活动》: “当时在

成都新的书报很受欢迎 , 常常供不应

求。”

【例句】今年以来, 他们厂的产品远销

国外 , ～。

【近义】僧多粥少

【反义】供过于求

躬逢其盛
【注音】ɡōnɡfénɡqíshènɡ

【释义】躬 : 亲自。亲自参加了那个盛

典 , 或亲自经历了那一盛世。

【出处】《儒林外史》四十一回 : “这样的

盛典 , 可惜来迟了 , 不得躬逢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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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我出差回来 , 恰好 ～, 心里十分

高兴。

【近义】恭逢其盛

觥筹交错
【注音】ɡōnɡchóu jiāo cuò

【释义】觥 : 古代酒器。筹 : 行酒令用的

竹签。酒杯和酒筹交互错杂。形容

欢聚宴饮的热闹情景。

【出处】《醉翁亭记》: “射者中 , 弈者胜,

觥筹交错, 起坐而喧哗者 , 众宾欢

也。”

【例句】我们的宴会上没有什么佳肴珍

馐 , 也没有 ～, 只有一杯茶。

拱手相让
【注音】ɡǒnɡshǒu xiānɡrànɡ

【释义】拱手 : 双手合抱于胸前 , 表示敬

意。恭顺地让给别人。形容懦弱可

欺或甘愿依附别人。

【例句】腐败的清朝政府, 把大片河山

～, 危害万民 , 贻害子孙。

共为唇齿
【注音】ɡònɡwéi chún chǐ

【释义】相互形成唇齿关系。比喻关系

密切 , 相互依存。

【例句】邻国之间 ～, 应本着互相尊重

的原则 , 长期和平共处。

【近义】唇亡齿寒

【反义】势不两立

ɡou

勾魂摄魄
【注音】ɡōu hún shèpò

【释义】勾、摄 : 迷信说法中鬼怪、神灵

等用法术捉拿或摄取; 魂、魄: 迷信的

人认为附在人躯体上作为主宰的一

种非物质的东西 , 灵魂离开躯体后人

即死亡。本指鬼怪神灵等用法术捉

拿或摄取人的魂魄。现用来形容事

物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 能使人心神

摇荡 , 难以控制。

【例句】名曲《梁祝》～, 感人肺腑。

【近义】魂不守舍  魂飞魄散

【反义】无动于衷

钩心斗角
【注音】ɡōu xīn dòu jiǎo

【释义】原指宫室建筑的结构错综交

叉、精巧细致。后用以比喻明争暗

斗。

【出处】唐·杜牧《阿房宫赋》: “各抱地

势 , 钩心斗角。”

【例句】公司的职员各分派系 , ～, 真让

人为公司前途担忧。

【近义】明争暗斗

【反义】开诚布公

篝火狐鸣
【注音】ɡōu huǒhúmínɡ

【释义】比喻谋划起事。也比喻谣言惑

众。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陈涉世

家》: “( 陈胜) 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

祠中 , 夜篝火 , 狐鸣呼曰 : ‘大楚兴, 陈

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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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这些不法分子在这一带频繁活

动 , ～, 搞得广大群众鸡犬不宁 , 人心

惶惶。

【近义】犯上作乱  官逼民反

苟且偷安
【注音】ɡǒu qiětōu ān

【释义】偷安: 贪图眼前的安逸。指得

过且过 , 只图暂时的安逸。

【出处】汉·班固《汉书·王嘉传》卷八

十六 : “( 嘉上疏曰) 某二千石长吏亦

安官乐职 , 然后上下相望, 莫有苟且

之意。”

【例句】你还年轻, 不能满足于优裕的

物质条件而 ～, 不思进取。

【近义】苟且偷生

【反义】奋发图强  宁死不屈

苟且偷生
【注音】ɡǒu qiětōu shēnɡ

【释义】苟且 : 马虎敷衍, 只顾眼前。

偷 : 苟且。得过且过 , 勉强生存下去。

【出处】明·陆采《明珠记·禁怨》: “幸

得大理寺官员 , 怜我无罪, 时时周给

衣食 , 苟且偷生。”

【例句】那种 ～的生活, 是比死还要可

怕的。

【近义】苟且偷安

苟延残喘
【注音】ɡǒu yán cán chuǎn

【释义】苟延 : 勉强延续。残喘 : 临死前

残存的喘息。勉强拖延最后一口气。

比喻勉强维持生存。

【出处】明·马中锡《中山狼传》: “今日

之事 , 何不使我得早处囊中, 以苟延

残喘乎?”

【例句】公司已面临破产的边缘, 换几

个无关紧要的干部就能 ～吗?

【近义】苟且偷安

【辨析】～和“苟且偷生”都含有“只求

能维持生存”的意思。区别在于: ～

偏重于“维持生存”; “苟且偷生”偏重

于“得过且过 , 混日子”。

狗急跳墙
【注音】ɡǒu jítiào qiánɡ

【释义】比喻人在走投无路时, 会不择

手段地蛮干。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二十七

回 : “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人急造

反 , 狗急跳墙’, 不但生事, 而且我还

没趣。”

【例句】为了防止敌人 ～, 我们把村里

的妇女、儿童都疏散了。

【近义】铤而走险  困兽犹斗

【辨析】～和“垂死挣扎”都有不顾一

切 , 进行抵抗的意思。但 ～强调被逼

迫得走投无路 ; “垂死挣扎”强调在临

近死亡时。

狗皮膏药
【注音】ɡǒu píɡāo yào

【释义】涂在狗皮上的一种膏药, 能消

肿止痛 , 旧时指走江湖的人, 常假造

这种膏药以骗取钱财 , 因而来比喻骗

人的货色。

【例句】我看他这些都是 ～, 咱们别上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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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头军师
【注音】ɡǒu tóu jūn shī

【释义】军师: 旧指小说里在军中为主

帅出谋划策的人。比喻喜欢为人出

主意但主意并不高明的人。也指在

背后出坏主意的人。

【出处】《平鬼传》: “看军师头平耳尖,

就呼军师为狗头军师吧。”

【例句】他是个 ～, 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来。

狗尾续貂
【注音】ɡǒu wěi xùdiāo

【释义】貂 : 貂尾 , 古代皇帝的近侍官员

用的帽饰。朝廷封官太滥 , 貂尾不

够 , 便用狗尾代替。指任官太滥。后

比喻事物的美丑前后不相称 , 多指文

学作品。

【出处】五代·孙光宪《北梦锁言》卷十

八 : “乱离以来 , 官爵过滥 , 封王作辅,

狗尾续貂。”

【例句】他的文章举世闻名, 你叫我续

写一段 , 那岂不是 ～吗?

【近义】画蛇添足

【反义】恰到好处

狗血喷头
【注音】ɡǒu xuèpēn tóu

【释义】比喻被人用粗话痛骂。

【出处】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六十

四回 : “一清早辰 , 把他骂的狗血喷了

头。”

【例句】因为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盘子,

她被老板骂得 ～。

【近义】破口大骂

狗仗人势
【注音】ɡǒu zhànɡrén shì

【释义】仗 : 依仗。比喻依仗别人的权

势作威作福。

【出处】明·李开先《宝剑记》五出:

“( 丑白) 他怕你怎的? ( 净白) 他怕

我狗仗人势。”

【例句】你如果再 ～, 在这里胡闹 , 小心

给你难堪。

【近义】仗势欺人  狐假虎威

狗彘不若
【注音】ɡǒu zhìbùruò

【释义】彘 : 猪。连猪狗都不如。形容

品行极端卑劣。

【出处】《封神演义》第六十二回 : “朝廷

拜你为大将 , 宠任非轻 , 不思报本, 一

旦投降叛逆 , 真狗彘不若。”

【例句】像他那种一贯踩着别人往上爬

的人 , 真是 ～。

ɡu

沽名钓誉
【注音】ɡūmínɡdiào yù

【释义】沽 : 买。钓 : 骗取。用不正当的

手段猎取荣誉。

【出处】金·张建《高陵县张公去思碑》

( 见《金石萃编》卷一五七 ) : “非若沽

名钓誉之徒 , 内有所不足 , 急于人闻 ,

而专苛责督察 , 以祈当世之知。”也作

“沽名吊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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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他这种 ～之徒, 是成不了什么

大事的。

【近义】钓名沽誉

【反义】实至名归

姑妄听之
【注音】ɡūwànɡtīnɡzhī

【释义】姑 : 姑且; 妄 : 随便。姑且随便

听听 , 不一定就相信。

【出处】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外

国》: “并功德国亦伪造美名, 天朝姑

妄听之耳。”

【例句】他说的这件事 , 你就 ～, 不必在

意。

姑息养奸
【注音】ɡūxīyǎnɡjiān

【释义】姑息 : 无原则地迁就宽容。养:

助长。无原则地宽容, 会助长坏人坏

事。

【出处】汉·戴圣《礼记·檀弓上》: “君

子之爱人也以德 , 细人之爱人也以姑

息。”

【例句】对于贪污盗窃分子, 必须坚决

打击 , 决不能心慈手软 , ～。

【近义】养虎遗患  放虎归山

【反义】除恶务尽  严惩不贷

孤儿寡妇
【注音】ɡūér ɡuǎfù

【释义】孤儿: 幼年失去父亲或父母双

亡 ; 寡妇: 死了丈夫的妇女。男子死

后所留下来的妻子、儿女。泛指没有

依靠、无人保护的妇幼。

【例句】那 ～生活非常穷苦, 真是太可

怜了。

【近义】鳏寡孤独

孤芳自赏
【注音】ɡūfānɡzìshǎnɡ

【释义】孤 : 指看作是独一无二的, 芳 :

芳香 , 这里指香花。把自己看成独一

无二的香花而自我欣赏。比喻自命

清高。也指脱离群众 , 自命不凡。

【出处】宋·张孝祥《念奴娇·过洞

庭》: “应念岭表经年 , 孤芳自赏 , 肝胆

皆冰雪。”

【例句】知识分子不要关起门来 ～, 应

该面向社会 , 投入到火热的社会生活

中去。

【近义】顾影自怜  自命清高

【反义】妄自菲薄  自惭形秽

孤家寡人
【注音】ɡūjiāɡuǎrén

【释义】孤家、寡人 , 都是古代帝王的自

称。后用以比喻脱离群众、孤立无助

的人。

【出处】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的策略》: “关门主义的策略是孤家寡

人的策略。”

【例句】做官不能脱离群众 , 成为 ～。

【近义】独夫民贼  单枪匹马

孤军奋战
【注音】ɡūjūn fèn zhàn

【释义】一支军队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

单独英勇作战。也比喻在没有外力

配合的情况下坚持斗争。

【出处】《隋书·虞庆则传》: “由是长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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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军独战 , 死者十八九。”

【例句】西汉将领李陵, 率领五千步兵

出居延千余里攻打匈奴, 遇敌骑十

万 , 陷入重围, 他 ～, 终因寡不敌众,

被迫投降。

孤苦伶仃
【注音】ɡūkǔlínɡdīnɡ

【释义】伶仃 : 孤独的样子。孤单困苦,

无依无靠。

【出处】晋·李密《陈情表》: “臣少多疾

病 , 九岁不行 , 零丁孤苦 , 至于成立。”

【例句】他童年时代父母早亡, 多年来

一直 ～地生活。

【近义】形单影只

孤立无援
【注音】ɡūlìwúyuán

【释义】孤立: 不能得到同情和援助。

指单独行事 , 没有援助。

【出处】《后汉书·班超传》: “十八年,

帝崩。马耆以中国大丧 , 遂功没都护

陈睦。超孤立无援 , 而龟兹、姑墨数

发兵攻疏勒。”

【例句】以被强敌围困、～的情况下 , 这

位将军仍然沉着、镇定。

孤陋寡闻
【注音】ɡūlòu ɡuǎwén

【释义】孤 : 单一。陋: 浅薄。寡 : 稀少。

学识浅薄 , 见闻不广。

【出处】《礼记·学记》: “独学而无友,

则孤陋而寡闻。”

【例句】小弟 ～, 望你们多指教!

【近义】浅见寡识

【反义】见闻广博

孤云野鹤
【注音】ɡūyún yěhè

【释义】单一飘荡的浮云, 四处飞翔的

仙鹤。借指隐士或闲散的人。

【出处】唐·刘长卿《送方外上人》: “孤

云将野鹤 , 岂向人间住?”

【例句】哪能索群独居 , 成了 ～?

孤掌难鸣
【注音】ɡūzhǎnɡnán mínɡ

【释义】鸣 : 发出声响。一个巴掌拍不

响。比喻势单力薄 , 难以成事。

【出处】《韩非子·功名》: “一手独拍 ,

虽疾无声。”

【例句】召开股东会, 大部分都是甲方

股权人 , 我作为乙方股权人代表, 虽

有充足的理由否决议案, 但因 ～, 议

案还是通过了。

【近义】独木难支

【反义】众志成城

【辨析】～和“孤立无援”都含有“力量

单薄 , 处境困难”的意思。区别在于 :

～强调难以成事 ; “孤立无援”强调得

不到帮助。

孤注一掷
【注音】ɡūzhùyīzhì

【释义】孤注 : 把所有的钱财拿来做赌

注。掷 : 掷骰子。赌徒输急了, 把剩

下的钱财都当做赌注 , 以决最后的输

赢。比喻危急时不顾一切 , 投入全部

力量作最后的冒险。

【出处】明·宋濂等《元史·伯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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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宋天下 , 犹赌博孤注 , 输赢在

此一掷耳。”

【典故】宋真宗景德元年间, 寇准担任

宰相不久 , 北方的游牧民族契丹人经

常派小股部队深入内地骚扰 , 稍稍遇

到抗击即退兵。消息传到京城 , 寇准

警觉地说 : “这是在麻痹我们 , 应该马

上挑选精锐部队扼守军事要塞。”

未等宋兵的军事部署完成, 契丹

兵已大举入侵 , 各地边防的告急文书

一天晚间就送到京城五次。寇准看

了文书 , 成竹在胸 , 故意扣住 , 不向皇

帝报告。有人向皇帝汇报军情。皇

帝召见寇准 , 访问军情。寇准说 : “陛

下打算击退敌兵, 五天之内即能办

到 , 请您亲自到前线督战。”

皇帝有些犹豫 , 召集群臣, 商议对

策。参加政事( 副宰相) 是江南人 , 建

议迁都金陵 , 陈尧叟原籍四川, 建议

迁都成都。

第二天 , 皇帝把这两件看法告诉

寇准 , 征求意见。寇准装作不知道是

谁的主意 , 说 : “这是谁的主意, 说这

种话的人可杀。京都搬迁会引起民

心、军心大乱 , 宋朝江山可就危险了。

我们进可攻 , 即便坚守, 待敌兵疲劳,

必然退去 , 万岁不可迁都, 还是亲临

前线 , 稳操胜券。”

宋真宗来到澶渊前线, 宋军见皇

帝亲临军中, 士气倍增。契丹兵见宋

军兵马雄壮 , 戒备森严, 几乎乱了阵

脚。

皇帝住在行宫, 派内侍到军中了

解寇准的动向。内侍报告说: “寇丞

相与杨学士在喝酒做诗。”皇帝听了

很高兴地说 : “寇准有必胜把握 , 我可

以安心了。”

寇准亲自指挥宋军, 几次击败契

丹 , 取得决定性胜利。为此, 真宗皇

帝对寇准更加信任。

寇准提拔官员不问资历 , 只看品质

和才能 , 副宰相王钦若对他十分忌

恨。

一次, 皇帝同时召见他们二人 , 寇

准离去时 , 皇帝用亲切的眼光目送寇

准。王钦若别有用心地说: “寇准拿

陛下当赌注 , 您没想到吗。比如赌

博 , 赌徒快把钱输光了, 往往把剩下

的钱全部押上, 这就是孤注。他让您

亲临前线 , 就是把您当成孤注一掷。

岂不是太危险了吗?”

皇帝听信谗言 , 后来把寇准降为地

方官。

【例句】有些商人从不做投机生意, 更

不去干 ～的冒险事情。

【近义】破釜沉舟

【反义】稳操胜券

辜恩背义
【注音】ɡūēn bèi yì

【释义】辜负了别人对自己的恩德和情

义。

【出处】明·柯丹邱《荆钗记·觅真》:

“畜生反面目 , 太心毒 ; 辜恩负义难容

恕 , 真堪恶。”

【例句】～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近义】背信弃义

【反义】感恩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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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热肠
【注音】ɡǔdào rèchánɡ

【释义】古道 : 古时候朴实淳厚的风尚。

热肠 : 热心肠。形容待人真诚而热

情。

【出处】清·李宝嘉《官现场形记》四十

四回 : “几个人当中 , 毕竟是老头子秦

梅士古道热肠。”

【例句】老何待人又热心又诚恳, 真是

～。

【近义】解衣推食  慷慨仗义

【反义】视同路人  冷若冰霜  居心不

良

古今中外
【注音】ɡǔjīn zhōnɡwài

【释义】总括过去、现在、国内、国外。

形容普遍。

【出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这是古今中外都未解决过的重大科

研课题。”

【例句】～的文学巨著都是人类社会宝

贵的精神财富。

古色古香
【注音】ɡǔsèɡǔxiānɡ

【释义】形容书画器物等具有古雅的色

彩和情调。

【出处】宋·赵希鹄《洞天清录》: “古画

色黑 , 或淡墨 , 则积尘而成, 有一种古

香可爱。”

【例句】我们走进王伯伯的屋子, 只见

室内陈设 ～, 很有情调。

古往今来
【注音】ɡǔwǎnɡjīn lái

【释义】从古代到现在。

【出处】晋·潘岳《西征赋》: “古往今

来 , 邈矣悠哉! ”

【例句】～, 中华民族在黄土地上创造

了无数惊天动地的业绩。

【近义】亘古通今

【辨析】～和“亘古通今”都表示从古代

到现在这个阶段。 ～还表示时间的

长远和流逝。

古为今用
【注音】ɡǔwéi jīn yònɡ

【释义】从古代到现在。批判继承古代

的优秀文化遗产 , 使它为今天服务。

【出处】《卓越的科学家竺可桢》: “这价

值在于充分掌握历史上气候变迁情

况 , 古为今用 , 对气候的长期预报很

有好处。”

【例句】我们今天研究古代的东西, 应

当吸取精华 , 去其糟粕, 以达到 ～的

目的。

古稀之年
【注音】ɡǔxīzhīnián

【释义】人能活到 70 岁 , 自古以来很稀

少。

【出处】唐·杜甫诗: “人生七十古来

稀。”

【例句】李伯伯到了 ～, 身体还这么硬

朗 , 真是难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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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鲠在喉
【注音】ɡǔɡěnɡzài hóu

【释义】鲠 : 鱼骨 , 鱼刺。骨头或鱼刺卡

在喉咙里。比喻心里话 , 不说出来非

常难受。

【出处】清·袁枚《小仓山房尺牍》卷九

十八 : “既往不咎, 而无知闻不慊心

事 , 如骨鲠在喉 , 必吐之而后快。”

【例句】看见别人工作不认真 , 就如 ～,

非要批评劝诫一番 , 才觉得心里好受

一些。

【反义】胸无城府

骨肉分离
【注音】ɡǔròu fēn lí

【释义】比喻家人分离 , 不能团聚。

【出处】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三

十 : “害得我骨肉分离, 死无葬身之

地 , 我好苦也! 我好恨也! ”

【例句】海峡两岸同胞饱受 ～之苦, 盼

望早日团圆。

【反义】骨肉团圆

骨肉团圆
【注音】ɡǔròu tuán yuán

【释义】比喻亲人团聚。

【出处】明·柯丹邱《荆钗记·庆诞》:

“所喜者家庭温厚 , 骨肉团圆。”

【例句】经过千辛万苦, 他从台湾回到

大陆 , 寻到分别五十年的亲人, 圆了

～之梦。

【反义】骨肉分离

骨肉相残
【注音】ɡǔròu xiānɡcán

【释义】残 : 残杀。亲人互相杀害。比

喻自相残杀。

【出处】南朝( 宋 ) 刘义庆《世说新语·

政事》: “盗杀财主 , 何如骨肉相残?”

【例句】齐桓公死后, 五子争位 , ～。

【近义】自相残杀

【反义】骨肉相亲

骨肉相连
【注音】ɡǔròu xiānɡlián

【释义】像骨头和肉一样互相连接着。

比喻双方关系非常密切 , 不可分离。

【出处】《北齐书·杨�$传》: “常山王以

砖叩头 , 进而言曰 : ‘臣与陛下骨肉相

连。’”

【例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广大人民群

众 ～。

骨瘦如柴
【注音】ɡǔs hòu rúchái

【释义】形容极为消瘦。

【出处】清·俞万里《荡寇志》一百零三

回 : “腾蛟看那章匪 , 骨瘦如豺。”

【例句】地上躺着个 ～的小孩。

【近义】面黄肌瘦

【反义】大腹便便  肥头大耳

蛊惑人心
【注音】ɡǔhuòrén xīn

【释义】蛊 : 传说中的一种毒虫, 能毒

害、迷惑人。蛊惑 : 毒害, 迷惑。用欺

骗、引诱等手段迷惑和搞乱人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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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出处】明·宋濂等《元史·刑法志》:

“诸阴阳家者流 , 辄为人燃灯祭星 , 蛊

惑人心者 , 禁之。”

【例句】对于 ～的宣传, 大家要能够及

时地识别、抵制 , 以免上当受骗。

【近义】造谣惑众  妖言惑众

鼓舞人心
【注音】ɡǔwǔrén xīnɡ

【释义】鼓舞: 振作奋发。振奋人们的

信心 , 增强人们的勇气。

【例句】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决策

～, 人人都摩拳擦掌 , 跃跃欲试。

【近义】振奋人心

【反义】蛊惑人心

鼓乐喧天
【注音】ɡǔyuèxuān tiān

【释义】鼓 : 弹奏 ; 喧 : 声音大而�杂。

演奏音乐的声音巨大 , 震天动地。形

容十分欢乐热闹。

【出处】《新编五代史平话·汉史》: “笙

歌聒地 , 鼓乐喧天。”

【例句】联欢晚会上 , ～, 笑语阵阵。

【近义】鼓乐齐鸣

【反义】偃旗息鼓

固若金汤
【注音】ɡùruòjīn tānɡ

【释义】金、汤 : “金城”与“汤池”的省

称。形容城池或阵地无比坚固。

【出处】《雄关赋》: “这才是真正的雄

关 , 比什么固若金汤还要坚固的雄

关! ”

【例句】敌人自夸为“～”的这条防线,

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 已全部崩溃

了。

【近义】金城汤池

【反义】危如累卵

固执己见
【注音】ɡùzhíjǐjiàn

【释义】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

【出处】元·脱脱等《宋史·陈宓传》:

“固执己见 , 动失人心。”

【例句】原则问题要坚持, 非原则问题

不要 ～, 要善于沟通。

【近义】一意孤行

故步自封
【注音】ɡùbùzìfēnɡ

【释义】故 : 旧 , 老。故步 : 老步子 , 引申

为陈规旧习。封 : 封闭。指把自己限

制在原来的地方。比喻因循守旧, 不

求进取。

【出处】汉·班固《汉书·叙传》: “曾有

学步于邯郸者, 曾未得其仿佛, 又复

失其故步。”

【例句】时代是向前发展的, 所以我们

不能 ～, 墨守陈规。

【近义】墨守成规

【反义】标新立异

故弄玄虚
【注音】ɡùnònɡxuán xū

【释义】故 : 故意。弄: 耍弄。玄虚: 原

指道家玄妙虚无的道理 , 后泛指使人

迷惑、无法捉摸的言辞或手段。故意

玩弄花招来掩盖真相, 以迷惑、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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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

【出处】《韩非子·解老》: “圣人观其玄

虚 , 用其周行 , 强字之曰道。”

【例句】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 但主持

人 ～, 使嘉宾们不知如何回答。

【近义】卖弄玄虚

【反义】实事求是

故态复萌
【注音】ɡùtài fùménɡ

【释义】故态: 老样子, 旧习性。萌 : 萌

芽 , 引申为发生。指老毛病又犯了。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十

二回 : “只等抚台一走 , 依然是故态复

萌。”

【例句】那女人的放荡行为只收敛了一

时 , 现在又 ～了。

【近义】本性难移

顾此失彼
【注音】ɡùcǐs hībǐ

【释义】顾了这头, 丢了那头。形容不

能兼顾各个方面。

【出处】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七十

六回 : “一军攻麦城, 一军攻纪南城,

大王率大军直捣郢都 , 彼疾雷不及掩

耳 , 顾此失彼 , 二城若破 , 郢不守矣。”

【例句】你叫我一个人既做会计, 又兼

做业务 , 必定 ～, 费力不讨好的。

【近义】东扶西倒  捉襟见肘  挂一漏

万

【反义】两全其美  一举两得

顾名思义
【注音】ɡùmínɡsīyì

【释义】看到名称而联想到含义。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魏书·王

昶传》: “欲使汝曹顾名思义, 不敢违

越也。”

【例句】～, 香水当然是香的 , 难道有臭

的香水么?

【近义】望文生义

顾盼神飞
【注音】ɡùpàn shén fēi

【释义】顾 : 回头看。盼 : 看。向两旁或

周围看来看去 , 神采飞扬。

【出处】《林黛玉进贾府》: “第二个⋯⋯

俊眼修眉 , 顾盼神飞, 文采精华 , 见之

忘俗。”

【例句】只见他精神抖擞 , ～, 正大步流

星地向这边走来。

顾前不顾后
【注音】ɡùqián bùɡùhòu

【释义】只顾及前面, 而忘记了后面。

形容考虑问题或办事不周全, 只顾眼

前 , 不顾今后。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三十一

回 : “明日你自己当家立业 , 难道也是

这么顾前不顾后的?”

【例句】你这样 ～, 怎么能把事情办好

呢?

【近义】丢三落四

【反义】统筹兼顾

顾全大局
【注音】ɡùquán dàjú

【释义】大局 : 全局 , 整体。照顾全局或

整体利益不受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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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九十一回: “然而要顾全大局

呢 , 也有个无可奈何的时候; 到了无

可奈何的时候 , 就不能不自己开解自

己。”

【例句】为了 ～, 他放弃了自己的方案。

【近义】不识大体

顾影弄姿
【注音】ɡùyínɡnònɡzī

【释义】顾影 : 回看自己的身影; 弄姿:

修饰容貌。回看自己的形影 , 装出各

种姿态。形容卖弄姿色。

【出处】清·蒲松龄《聊斋志异·江

城》: “二姐适葛氏。为人狡黠善辩,

顾影弄姿, 貌不及江城 , 而悍妒与

埒。”

【例句】她走起路来 ～, 真令人作呕。

【近义】搔首弄姿

【反义】一本正经

顾影自怜
【注音】ɡùyǐnɡzìlián

【释义】顾 : 回头看。怜 : 怜 ; 爱。看着

自己的身影, 怜惜自己的身世。形容

孤独失意。看着自己的身影而怜爱

自己。形容自我欣赏。

【出处】晋·陆机《赴洛道中作二首》

诗 : “伫立望故乡 , 顾影凄自怜。”

【例句】她虚度青春二十载 , 常常 ～, 感

到寂寞。

【近义】孤芳自赏

【反义】自惭形秽

【辨析】～和“孤芳自赏”都形容自我欣

赏。区别在于 : “孤芳自赏”含有“自

命清高”或“自命不凡”的意思 ; ～含

有“自我怜惜”的意思。

ɡuɑ

瓜剖豆分
【注音】ɡuāpōu dòu fēn

【释义】剖 : 剖开。瓜果被刀子剖开 , 豆

子从豆荚裂出。比喻国土被人分割。

【出处】南朝·宋·鲍照《芜城赋》: “出

入三代 , 五百余载 , 竟瓜剖而豆分。”

【例句】清朝末年 , 列强加速对华侵略 ,

祖国的大好河山处于 ～的危险之中。

【近义】四分五裂  支离破碎

【反义】金瓯无缺

瓜熟蒂落
【注音】ɡuās húdìluò

【释义】蒂 : 瓜果与枝茎相联结的部分。

瓜熟了 , 瓜蒂自然脱落。比喻条件或

时机成熟 , 事情自然成功。

【出处】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元气

论》: “喻瓜熟蒂落 , 啐啄同时。”

【例句】你与其费尽力去求这事的成

功 , 不如顺其自然 , 等待 ～好了。

【近义】水到渠成

【反义】欲速不达

瓜田李下
【注音】ɡuātián lǐx ià

【释义】经过瓜田时不要弯腰提鞋跟,

走过李子树下不要举手整理帽子, 免

得有偷瓜、偷李子的嫌疑。比喻容易

发生嫌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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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北史·袁聿修传》: “瓜田李

下 , 古人 所慎。愿得 此心 , 不贻 厚

责。”

【例句】只要自己行得正, 就是在 ～也

没什么可担心的。

刮目相待
【注音】ɡuāmùxiānɡdài

【释义】刮目 : 擦亮眼睛 , 指去掉过去的

看法。待 : 看待。用新的眼光来看

待。

【出处】鲁迅《书信集·致钱玄同书》:

“即此一层 , 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 , 而

猗欤羞哉 , 尚在其次也。”

【例句】她改变了自己的行为, 让人重

新 ～。

【近义】另眼相看  等闲视之

【反义】不屑一顾

寡不敌众
【注音】ɡuǎbùdízhònɡ

【释义】寡 : 少。敌: 匹敌, 抵挡。人少

抵挡不住人多。

【出处】《逸周书·芮良夫》: “民至亿

兆 , 后( 君主) 一而己 , 寡不敌众 , 后其

危哉! ”

【例句】他虽然威武有力 , 但对方人多,

终因 ～而败下阵来。

【近义】众寡悬殊

【反义】势均力敌

寡廉鲜耻
【注音】ɡuǎlián xiǎn chǐ

【释义】寡、鲜 : 少。不廉洁 , 不知羞耻。

【出处】清·张廷玉等《明史·余珊

传》: “正德间 , 士大夫寡廉鲜耻 , 趋附

权门 , 幸陛下起而作之。”

【例句】这个人 ～, 为了名利 , 什么事都

干得出来。

【近义】厚颜无耻

【反义】洁身自爱

挂羊头, 卖狗肉
【注音】ɡuàyánɡtóu, mài ɡǒu ròu

【释义】挂的是羊头, 卖的是狗肉。比

喻打着好牌子, 兜售坏东西, 以次充

好 , 表里不一。

【出处】《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君使

服之于内 , 而禁之于外, 犹悬牛首于

门而卖马脯于内也。”

【例句】对市面上那些 ～的假冒伪劣商

品 , 消费者必须提高警惕 , 以免上当。

【近义】货真价实

挂一漏万
【注音】ɡuàyīlòu wàn

【释义】挂 : 挂住。这里指提到。一: 极

言其少。漏 : 遗漏。万 : 极言其多。

形容所提到的很少, 而遗漏的却很

多。常用作自谦之辞。

【出处】唐·韩愈《南山》诗: “东西两际

海 , 巨细难悉究。山经及地志, 茫昧

非受授。团辞试提挈 , 挂一念万漏。”

【例句】喂! 你这种记账方法是 ～, 快

查对一下。

【近义】顾此失彼

【反义】应有尽有

ɡuɑ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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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弯抹角
【注音】ɡuǎi wān mòjiǎo

【释义】抹角: 挨墙角绕过。沿着弯弯

曲曲的路走。比喻说话绕弯 , 不直截

了当。

【出处】元·秦简夫《东堂老》第一折:

“转弯抹角 , 可早来到李家门首。”

【例句】他说话总是直来直去 , 从不 ～。

【反义】直截了当  开门见山

怪诞不经
【注音】ɡuài dàn bùjīnɡ

【释义】怪诞: 荒唐 , 离奇; 不经: 不正

常。形容离奇古怪 , 毫无根据。

【出处】明·瞿佑《剪灯新话·听经猿

记》: “乌公以为诗虽奇妙, 而怪诞不

经 , 不许。”

【例句】有关外星人的传闻已不再是

～。

【近义】荒诞不经

【反义】入情入理

怪模怪样
【注音】ɡuài múɡuài yànɡ

【释义】样子怪异 , 不同一般。

【出处】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十二

回 : “权勿用怪模怪样, 真乃一时胜

会。”

【例句】鱼缸里 , ～的热带鱼游来游去。

【近义】奇形怪状

ɡuɑn

关门大吉
【注音】ɡuān mén dàjí

【释义】吉 : 吉利、吉祥。讽刺工商业倒

闭或其他事业被迫停办, 为“开门大

吉”的反说。

【出处】鲁迅《为半农题记〈何典〉后

作》: “可是北京大学快要关门大吉

了 ; 他兼差又没有。”

【例句】今天这家工厂倒闭, 明天那家

公司破产 , 后天那里的商店又 ～。

关怀备至
【注音】ɡuān huái bèi zhì

【释义】备 : 全 , 尽 , 周到; 至: 到。关心

得非常周到。

【例句】在生活上王老师对我们每个同

学都 ～。

【反义】漠不关心

观者如堵
【注音】ɡuān zhěrúdǔ

【释义】堵 : 墙壁。观看的人像围墙一

样。形容观众很多。

【出处】《聊斋志异·口技》: “在都市偶

过市廛 , 闻弦歌声 , 观者如堵。”

【例句】龙舟赛那天 , 太阳还没有出来 ,

河边已是 ～了。

【近义】水泄不通

官逼民反
【注音】ɡuān bīmín fǎn

【释义】逼 : 迫使。官府的残酷压榨逼

迫人民起来反抗。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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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回 : “广西事情一半亦是官逼民反。

正经说起来 , 三天亦说不完。”

【例句】 �水浒传》揭示了在封建统治下

～的社会现实。

【近义】逼上梁山  揭竿而起

官官相卫
【注音】ɡuān ɡuān xiānɡwèi

【释义】官员与官员之间互相包庇、维

护。

【出处】《老杨同志》: “他以为自古‘官

官相卫’, 老杨同志要是回到村公所

一说 , 马上就不得了。”

【例句】～是旧社会官场的恶习, 在今

天的政府里不应该让它存在。

【近义】官官相护  官官相为

官样文章
【注音】ɡuān yànɡwén zhānɡ

【释义】原指官场进呈的文章必须堂皇

典雅。也指官场上有固定格式和套

语的公文。后用以比喻徒具形式而

无实际内容的例行公事或公文。

【出处】宋·吴处厚《青箱杂记·文章

官样》: “王安国常语余曰 : ‘文章格调

须是官样。’岂安国言官样 , 亦谓有馆

阁气耶?”

【例句】他的总结论评论句是 ～。

【近义】一纸空文

官运亨通
【注音】ɡuān yùn hēnɡtōnɡ

【释义】亨通 : 顺利。指仕途通达 , 官职

提升快。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三十

七回 : “后来湍制台官运亨通⋯⋯不

上两年 , 又升湖广总督。”

【例句】这种人善于钻营 , 故而 ～。

【近义】飞黄腾达

【反义】仕途坎坷

【辨析】“亨”不可写作“享”。

冠盖相属
【注音】ɡuān ɡài x iānɡshǔ

【释义】冠、盖 : 古代官员的礼帽和装在

车上遮日挡雨的车盖。属 : 连续。官

员的礼帽和车盖前后相连。形容官

员来往不断。

【出处】《信陵君劫符救赵》: “平原使者

冠盖相属于魏。”

【例句】门外 ～, 贵客络绎不绝。

【近义】冠盖相望

冠冕堂皇
【注音】ɡuān miǎn tánɡhuánɡ

【释义】冠冕: 古代帝王、官员戴的帽

子。堂皇 : 气派很大。形容表面上庄

严正大的样子。

【出处】清代·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二

十二回 : “便该合我家常琐屑 , 无所不

谈 , 怎么致一派的冠冕堂皇?”

【例句】少说些 ～的话, 多做些实实在

在的事情。

【近义】堂而皇之

【反义】偷偷摸摸

【辨析】“冠”不可完作“寇”。

鳏寡孤独
【注音】ɡuān ɡuǎɡūdú

【释义】鳏 : 老而无妻。寡: 老而无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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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 : 少而无父。独: 老而无子。泛指

没有劳力又无依无靠的人。

【出处】《孟子·梁惠王下》: “老而无妻

曰鳏 , 老而无夫曰寡 , 老而无子曰独,

幼而无父曰孤 : 此四者, 天下之穷民

而无告者。”

【例句】互助组应当帮助 ～。

【近义】孤苦伶仃  举目无亲

管窥蠡测
【注音】ɡuǎn kuīlícè

【释义】管 : 竹管; 窥 : 从孔隙里看; 蠡:

瓠瓢 ; 测 : 测量。从竹管里看天 , 用瓢

来量海水 , 所得很少。比喻对事物的

观察和了解很狭窄、片面。

【出处】明·李昌祺《剪灯余话·慢亭

遇仙录》: “诸儒以管窥蠡测, 拘拘然

指一字为褒贬。”

【例句】我们万不可凭 ～的调查了解,

就下结论和发议论。

【反义】洞若观火

管窥之见
【注音】ɡuǎn kuīzhījiàn

【释义】管 : 竹管 ; 窥 : 从小孔或缝隙中

看。从竹管中看天。比喻见解狭窄、

肤浅。多用于自谦。

【出处】唐·房玄龄等《晋书·陆云

传》: “苟有管见 , 敢不尽规。”

【例句】据 ～, 谈以下几点 , 请指正! 也

作“管见所及”。

【近义】管窥蠡测

管中窥豹
【注音】ɡuǎn zhōnɡkuībào

【释义】管 : 竹管。窥 : 从小孔或缝隙里

偷看。从竹管里看豹子。比喻见识

狭小 , 看不到全貌。也比喻从局部看

整体。

【出处】南朝·宋·刘义正《世说新语

·方正》: “此郎亦管中窥豹, 时见一

斑。”

【例句】外国人分析香港经济前途, 大

都是 ～, 不必过分重视。

【近义】坐井观天

【反义】见多识广

ɡuɑnɡ

光彩夺目
【注音】ɡuānɡcǎi duómù

【释义】夺目: 耀眼。光泽和颜色极其

鲜明 , 令人眼花缭乱。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

三 : “不消几日 , 绣就长幡, 用根竹竿

叉起 , 果然是光彩夺目。”

【例句】太阳升起来了 , ～, 气象万千。

【近义】璀璨夺目  金碧辉煌

【反义】黯淡无光

光风霁月
【注音】ɡuānɡfēnɡjìyuè

【释义】光风 : 雨后初晴时的风。霁 : 雨

雪停止。雨过天晴 , 风清月朗。比喻

人胸襟开阔 , 品德高尚。

【出处】茅盾《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

成〉》: “时而金戈铁马, 雷霆震击;

⋯⋯ , 光风霁月。”

【例句】～, 足以荡澜英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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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霁月光风

【反义】昏天暗地

光复旧物
【注音】ɡuānɡfùjiùwù

【释义】光复 : 收复 , 恢复。指收复国土

或恢复旧时的典章制度。

【出处】宋·辛弃疾《美芹十论·自治

第四》: “臣愿陛下姑以光复旧物而自

期 , 不以六朝之势而自卑。”

【例句】岳飞虽有 ～的决心, 终因受人

诬陷 , 含恨而死。

【近义】光复旧京

光怪陆离
【注音】ɡuānɡɡuài lùlí

【释义】光怪 : 光彩怪异。陆离 : 色彩繁

杂。形容形象神奇怪异 , 色彩斑斓错

杂。

【出处】南朝·梁·沈约《三月三日率

尔成章》诗 : “绿�文照耀, 紫燕光陆

离。”

【例句】资本主义社会 ～, 什么糟糕事

情都有。

【近义】五光十色  奇形怪状

【反义】千篇一律

光辉灿烂
【注音】ɡuānɡhuīcàn làn

【释义】形容色彩鲜明耀眼。比喻事

业、前程的伟大和美好。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十

一·惟严禅师》: “灼然一切处, 光明

灿烂去。”

【例句】伟大的中华民族, 有五千年 ～

的文化。

【近义】金碧辉煌  灿烂辉煌

【反义】黯淡无光  伸手不见五指

光芒万丈
【注音】ɡuānɡmánɡwàn zhànɡ

【释义】形容光辉灿烂 , 照耀很远。

【例句】火红的太阳 ～, 给人类带来了

光明和温暖。

光明磊落
【注音】ɡuānɡmánɡlěi luò

【释义】光明 : 心怀坦白。磊落 : 心地正

大光明。形容襟怀坦白, 正大光明。

【出处】宋·朱熹《朱子语类》: “譬如人

光明磊落底便是好人 , 昏昧迷暗底便

不是好人。”

【例句】我 ～, 他说什么我也不介意。

【近义】光明正大

【反义】阴险狡诈  心怀叵测

光明正大
【注音】ɡuānɡmínɡzhènɡdà

【释义】指襟怀坦白 , 言行正派 , 不搞阴

谋。

【出处】宋·朱熹《朱子语类·易九》:

“圣人所说底话 , 光明正大 , 须是先理

会光明正大底纲领条目。”

【例句】这是件 ～的事 , 对谁都可以说。

【近义】光明磊落  襟怀坦白

【反义】诡计多端  鬼头鬼脑

光前裕后
【注音】ɡuānɡqián yùhòu

【释义】光前 : 为前人增光。裕后 : 给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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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福。

【出处】清·李绿园《歧路灯》第一百

回 : “他们就说我王隆吉是个孝子 , 做

下光前裕后的大事。”

【例句】他一生功业卓著 , ～。

【近义】光前耀后  光前启后

光天化日
【注音】ɡuānɡtiān huàrì

【释义】光天 : 光明的白天。化日 : 太平

的日子。指太平盛世。比喻人人都

看得清楚的地方。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第三回:

“来来往往 , 人都在光天化日之下。”

【例句】～之下 , 他竟当众行窃 , 真是胆

大至极。

【近义】青天白日

【反义】昏天黑地

光阴荏苒
【注音】ɡuānɡyīn rěn rǎn

【释义】荏苒: 渐渐过去。时光不知不

觉地过去。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二十二

回 : “光阴荏苒须当惜 , 风雨阴晴任变

迁。”

【例句】～, 转眼又是春天了。

【近义】光阴似箭

【反义】度日如年

光阴似箭
【注音】ɡuānɡyīn sìjiàn

【释义】光阴像射出去的箭。比喻时光

流逝得极快。

【出处】《儿女英雄传》第二十四回 : “光

阴似箭 , 日月如梭, 只等忙着吃了粽

子 , 又吃月饼。”

【例句】～, 岁月如流 , 转眼已年过半百

了。

【近义】光阴如箭  光阴如电

【反义】光阴荏苒

光宗耀祖
【注音】ɡuānɡzōnɡyào zǔ

【释义】光 : 增光, 宗 : 宗族。耀: 显耀。

给宗族增光 , 使祖先显耀。旧指子孙

功成名就 , 连祖宗家族都有光彩。

【出处】《红楼梦》三十三回: “儿子管

他 , 也为的是光宗耀祖。”

【例句】我爷爷送爸爸读书, 是想让爸

爸将来 ～。

【近义】荣宗耀祖

广开言路
【注音】ɡuǎnɡkāi yán lù

【释义】言路: 进言的道路。广泛开辟

进言的道路。指尽量创造条件 , 使人

们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来

历传》: “朝廷广开言事之路, 故且一

切假贷。”

【例句】为了扭转工厂亏损的局面, 领

导 ～, 大家纷纷献计献策。

【近义】不以人废言

【反义】闭目塞听  独断专行

广庭大众
【注音】ɡuǎnɡtínɡdàzhònɡ

【释义】庭 : 旧时指官署的厅堂 , 后泛指

大院子 ; 大庭 : 宽大的场所; 广 : 多 ;

·892· ɡuānɡ-ɡuǎnɡ 光广



 G

众 : 许多人。指聚集了很多人的公开

场合。

【出处】《孔丛子·分孙龙》: “使此人于

广庭大众之中 , 见侮而不敢斗, 王将

以为臣乎?”

【例句】这个孩子天生胆小, 在 ～的场

合便不敢说话了。

ɡui

归根结蒂
【注音】ɡuīɡēn jiédǐ

【释义】根 : 根本。蒂 : 瓜果与枝茎相连

的部分 , 引申为关键。归结到根本

上。

【出处】茅盾《第一阶段的故事》十 : “但

是谈到具体方针时他意见常常动摇,

而且归根结底是什么都不行 , 所以什

么也不能做。”

【例句】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 , ～, 只能

从实践中来, 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

去 , 经过实际经验的检验。

【近义】归根结底  总而言之

【辨析】～比喻找出事物的本质 ; 而“总

而言之”指概括起来说。

归心似箭
【注音】ɡuīxīn sìjiàn

【释义】归心: 急于回家的心思。形容

回家心切。

【出处】清·褚人获《隋唐演义》十四

回 : “叔宝归心如箭, 马不停蹄, 两三

日间 , 竟奔河东潞州。”

【例句】提起回家, 他 ～, 多留一天, 他

都不答应。

【近义】归心如箭

【反义】流连忘返  乐不思蜀

【辨析】～和“归去来兮”相比: ～突出

要回家的迫切心情; 而“归去来兮 ”

强调的是回家、归隐。

规行矩步
【注音】ɡuīxínɡjǔbù

【释义】规 : 圆规。矩 : 画直角或方形的

工具。引申为法度。比喻举动合乎

法度 , 一点也不苟且。比喻墨守成

规 , 不知变通。

【出处】唐·魏徵等《隋书·卢思道

传》: “在余之生, 劳亦勤止, 纨绮之

年 , 伏膺教义 , 规行矩步, 从善而登。”

【例句】他在工作中给人的印象是一切

都 ～, 没有丝毫越轨之处。

【近义】墨守成规  循规蹈矩

【反义】目无王法  标新立异

诡计多端
【注音】ɡuǐjìduōduān

【释义】狡诈的计谋多种多样。指坏主

意很多。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 “维诡

计多端 , 诈取雍州。”

【例句】小李是个 ～的家伙, 我们对他

真是防不胜防。

【近义】诡变多端  老奸巨猾

【反义】光明正大  光明磊落

【辨析】“诡”不可写作“鬼”。 ～形容

为人狡诈 , 阴险; 而“心怀鬼胎”比喻

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和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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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斧神工
【注音】ɡuǐfǔs hén ɡōnɡ

【释义】形容技艺高超精妙, 好像是鬼

神制作而不是人工能达到的。

【出处】孙中山《建国方略》: “其工程之

大 , 成立之速 , 真所谓鬼斧神工 , 不可

思议者也。”

【例句】传说这座三门峡就是大禹用 ～

开凿的。

【近义】巧夺天工  匠心独运

鬼鬼祟祟
【注音】ɡuǐɡuǐsuìsuì

【释义】祟 : 鬼怪。行动诡秘 , 不光明正

大。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三十一

回 : “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 你们鬼

鬼祟祟干的那些事 , 也瞒不过我去。”

【例句】两个人 ～的 , 不知在说些什么。

【近义】鬼头鬼脑  鸡鸣狗盗

【反义】光明正大  堂堂正正

鬼哭狼嚎
【注音】ɡuǐkūlánɡháo

【释义】嚎 : 大声叫。形容大声哭叫 , 声

音凄厉。

【出处】《水浒传》第八十九回 : “是夜雷

车火起 , 空中霹雳交加, 端的是杀得

星移斗转 , 日月无光 , 鬼哭神号 , 人兵

撩乱。”

【例句】狂风卷着黄沙 , ～地吹来。

【近义】鬼哭神号

鬼迷心窍
【注音】ɡuǐmíxīn qiào

【释义】窍 : 孔穴。古人认为心有好几

窍 , 窍不通 , 人就糊涂。鬼迷住了心

窍。比喻受错误认识支配而糊涂。

【出处】清·李绿园《歧路灯》六十回:

“一时鬼迷心窍 , 后悔不及。”

【例句】唉! 我的脑袋怎么转不过弯来

呢? 真是 ～。

【近义】执迷不悟

【反义】心明眼亮  如梦初醒

鬼使神差
【注音】ɡuǐshǐs hén chāi

【释义】使 : 派遣。差: 差遣, 使唤。像

鬼神在暗中差遣。形容出现了意想

不到的事。

【出处】元·关汉卿《蝴蝶梦》四折 : “也

不是提鱼穿柳欢心大 , 也不是鬼使神

差。”

【例句】小李本不善于说话, 可当时却

像 ～似地口若悬河。

【近义】不由自主

鬼头鬼脑
【注音】ɡuǐtóu ɡuǐnǎo

【释义】形容阴险狡诈或不光明正大。

【出处】清·钱彩《说岳全传》三十一

回 : “杨虎这狗男女, 自己要功劳, 却

鬼头鬼脑的哄我。”

【例句】小明 , 你又在那儿 ～的干什么?

【近义】贼头贼脑

【反义】光明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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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蜮伎俩
【注音】ɡuǐyùjìliǎnɡ

【释义】蜮 : 传说中一种在水里能含沙

射人的动物。鬼蜮 : 比喻阴险害人的

人。伎俩 : 不正当的手段。阴险害人

的手段。

【出处】《诗经·小雅·何人斯》: “为鬼

为蜮 , 则不可得。”

【例句】老刘一眼就识破了敌人的 ～。

【近义】诡计多端

【反义】光明正大  光明磊落

【辨析】“蜮”不可写作“域”; “伎”不可

写作“技”。

贵耳贱目
【注音】ɡuìěr jiàn mù

【释义】贵 : 重视 ; 耳 : 指耳闻; 贱 : 轻视;

目 : 指眼见。重视耳朵听到的, 轻视

眼睛看到的。指相信传言, 却不相信

亲眼看到的事实。

【出处】汉·张衡《东京赋》: “若客所谓

末学肤受、贵耳而贱目者也。”

【例句】他那人 ～, 迟早要受骗上当。

【反义】耳闻不如目见

贵古贱今
【注音】ɡuìɡǔjiàn jīn

【释义】对古代的事物看得很贵重, 对

当代的事物看不起。

【例句】我们要继承祖先的优秀文化但

不能 ～。

【近义】厚古薄今

【反义】厚今薄古

贵人多忘事
【注音】ɡuìrén duōwànɡshì

【释义】原形容地位高的人待人傲慢,

不念旧交。后用以嘲讽人健忘。

【出处】元·施惠《幽闺记·招商谐

偶》: “正是贵人多忘事, 娘子再想。”

【例句】你真是 ～, 哪还记得我们这帮

穷朋友。

贵远贱近
【注音】ɡuìyuǎn jiàn jìn

【释义】贵 : 重视 ; 贱 : 轻视。重视古代

或距离远的人或事物 , 轻视现代或距

离近的人或事物。

【出处】三国( 魏) 曹丕《典论·论文》:

“常人贵远贱近 , 向声背实。”

【例句】他那种 ～的思想 , 真应该改了。

【近义】厚古薄今

【反义】厚今薄古

ɡun

滚瓜烂熟
【注音】ɡǔn ɡuālàn shú

【释义】滚瓜: 滚圆的瓜。烂熟: 熟透

了。滚圆的瓜熟透了。形容读书、背

诵、记认熟练而流利。

【出处】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十一

回 : “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

瓜烂熟。”

【例句】事前 , 他已把这篇演讲稿背得

～了 , 可一上台却一个字也想不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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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吞吞吐吐

ɡuo

国计民生
【注音】ɡuójìmín shēnɡ

【释义】指国家的财政经济和人民的生

活。

【出处】《聊斋志异·续黄粱》: “国计民

生 , 罔存念虑。”

【例句】发展农业生产是直接关系到 ～

的大事。

国色天香
【注音】ɡuósètiān xiānɡ

【释义】原形容牡丹花色香俱佳。后比

喻女子容貌非常美丽。

【出处】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三十

二 : “值十娘梳洗方毕, 粉容微露, 却

被孙富窥见了 , 果是国色天香。”

【例句】现在正是牡丹盛开的时节, 人

们特意到王城公园去观赏 ～的洛阳

牡丹。

【近义】倾城倾国  绝代佳人

国泰民安
【注音】ɡuǒtài mín ān

【释义】泰 : 安宁。国家太平, 人民安

宁。

【出处】宋·吴自牧《梦粱录·山川

神》: “每岁海潮大溢 , 冲激州城 , 春秋

醮祭 , 诏命学士院撰青词, 以祈国泰

民安。”

【典故】齐闵王被齐臣淖齿杀死后, 他

的儿子法章 , 改名换姓地跑到莒, 当

了莒太史家的仆人。太史家的女儿 ,

见法章的风度不同于常人, 心想: 这

个人的来历一定不简单。她非常同

情法章 , 暗中送衣食, 并且产生了感

情。

隔了不久 , 齐国那些忠臣, 经过讨

论后 , 决定立法章为国王, 于是四处

寻找法章的下落。法章听到这个消

息后 , 在莒恢复了真名实姓, 臣子们

立他为襄王。法章即位后 , 立太史的

女儿为王后, 不久, 就生下建。太史

并不以自己女儿被封为王后而高兴 ,

反而生气地说 : “啊, 她真是败坏了我

家的名誉, 我怎么能承认这门亲事

呢?”法章的妻子是一个聪明人。父

亲尽管不肯见她 , 她还是对父亲非常

孝敬。襄王去世之后 , 太子建即位。

这段时间, 王后 ( 建的母亲 ) 对诸

侯以信义相交, 因此, 建即位后四十

余年间 , 齐国从来没受到外国的侵

略 , 真是“国泰民安”。

【例句】搞好建设是实现 ～的重要保

证。

【近义】太平盛世  四海升平

【反义】天下大乱  国破家亡  生灵涂

炭

果不其然
【注音】ɡuǒbùqírán

【释义】然 : 如此。果然如此。强调不

出所料。

【出处】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三回:

“我说 : ‘姑老爷今非昔比, 少不得有

人把银子送上门来给他用 , 只怕姑老

·203· ɡuó- ɡuǒ 国果



 G

爷还不希罕哩。’今日果不其然。”

【例句】我说他会来的 , ～, 他来了。

【近义】不出所料

【反义】不期然而然

裹足不前
【注音】ɡuǒzúbùqián

【释义】裹 : 包上 , 缠住, 把脚包裹住不

向前走 , 多指心有疑虑而停止前进。

【出处】《三国演义》第十六回 : “今玄德

素有英雄之名 , 以困穷而来投, 若杀

之 , 是害贤也。天下智谋之士, 闻而

自疑 , 将裹足不前, 主公谁与定天下

乎?”

【例句】在困难面前 ～的态度是不可取

的。

【反义】突飞猛进

过河拆桥
【注音】ɡuòhéchāi qiáo

【释义】比喻达到目的后就抛弃帮助过

自己的人。

【出处】《元史·彻里贴木儿传》: “参政

可谓过河拆桥者矣! ”

【典故】春秋时期, 郑庄公打算自己百

年之后让次子子突继承王位。郑国

大臣祭足得知这一消息后 , 便劝郑庄

公说 : “长子即位 , 这是先祖传下来的

规矩 , 历代帝王都是这么做的, 还是

让长子子忽即位好。”郑庄公应允 , 并

把子突送到了宋国 , 以免日后发生兄

弟争夺王位的事。

不久 , 郑庄公病逝 , 太子子忽即位。

宋国为得到郑国的财富 , 便设计让郑

国大臣祭足废掉了子忽 , 而立了子突

为国王。在送子突回国前 , 宋国告诉

子突说 : “是我们让你当上国王的 , 你

得好好地报答宋国。回国后, 先划三

座城池给我们 , 以后每年进贡一万两

黄金 , 两万担粮食! ”

子突一听 , 心里暗暗叫苦, 因郑国

国小人少 , 财富有限, 上哪儿去弄那

么多贡品。但为了赶快回到郑国, 子

突满口答应。

不久, 宋国派了许多人赶着车来拉

东西。迫于无奈 , 子突向鲁国求救,

要求共同攻打宋国。宋国得这一消

息 , 在骂郑国子突忘恩负义, 过河拆

桥。

【例句】老曾介绍朋友老黄到了自己的

公司 , 怎知他 ～, 反而攻击老曾 , 叫老

板开除老曾。

【近义】过桥抽板

【反义】没齿不忘

过路财神
【注音】ɡuòlùcái shén

【释义】过路: 指钱财从手中经过。比

喻暂时经手大量钱财的人。

【例句】财务工作者自称为 ～。

过目不忘
【注音】ɡuòmùbùwànɡ

【释义】看过一遍就不会忘记。形容记

忆力很强。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六十

回 : “公过目不忘 , 真天下奇才也! ”

【例句】他从小聪颖过人, 文学作品不

少章节都能 ～。

【近义】记忆犹新  过目成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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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甚其词
【注音】ɡuòshèn qící

【释义】过甚: 过分。词 : 话 , 言词。也

作“辞”。话说得过分 , 跟实际情况不

符。

【出处】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

迁》: “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

的 , 假如过甚其词, 就失了文艺上底

价值。”

【例句】事情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严

重 , 他是 ～了。

【近义】言过其实

过目成诵
【注音】ɡuòmùchénɡsònɡ

【释义】过目 : 看一遍; 成诵: 能够背诵。

看了一遍就能够背诵出来。形容记

忆力特别强。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龙门

远禅师法嗣》: “成都依大慈秀公习经

论 , 凡典籍过目成诵 , 义亦顿晓。”

【例句】李自成虽然聪明过人 , ～, 但他

从不自高自大 , 放松学习。

过屠门而大嚼
【注音】ɡuòtúmén ér dàjué

【释义】屠门: 肉铺。路过肉铺门前时

嘴里使劲空嚼。比喻心中羡慕的东

西得不到 , 只好用空想来安慰自己。

【出处】汉·桓谭《新论·琴道篇》: “知

肉味美 , 则对屠门而大嚼”。

【例句】小张经过那家酒楼时, 嘴唇�

动 , 真如 ～。

【近义】聊以自慰

过眼云烟
【注音】ɡuòyǎn yún yān

【释义】从眼前飘过的云雾烟气。比喻

很快就消失的事物。

【出处】宋·苏轼《宝绘堂记》: “见可喜

者 , 虽时复蓄之 , 然为人取去亦不复

惜也。譬之烟云之过眼, 百鸟之感

耳 , 岂不欣然接之 , 然去而不复 念

也。”

【例句】荣华富贵对于他只是 ～, 他认

为生命的意义在于为全人类创造财

富。

【近义】昙花一现  稍纵即逝

过犹不及
【注音】ɡuòyóu bùjí

【释义】犹 : 如同。及 : 到达。事情做得

过了头就跟做得不够一样 , 都是不合

适的。

【例句】爸爸处理问题 , 十分慎重 , 他懂

得 ～这个道理。

【近义】矫枉过正

【反义】恰到好处

过从甚密
【注音】ɡuòcónɡshèn mì

【释义】双方来往频繁 , 甚为密切。

【出处】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王

师竹宫庶》: “信阳王师竹宫庶, 与先

人最相善 , 且不拘词林前后辈俗体,

博洽虚心 , 过从甚密。”

【例句】他和她 ～, 看来快要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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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北天南
【注音】hǎi běi tiān nán

【释义】形容距离遥远。也形容地区各

不相同或谈话漫无边际。

【出处】《桂林山水歌》: “红旗万梭织锦

绣 , 海北天南一望收! ”

【例句】这些人都是从 ～来油田参加会

战的。

【近义】天涯海角

【反义】近在咫尺

海底捞月
【注音】hǎi dǐlāo yuè

【释义】捞 : 从水中拾取。到海底去捞

月亮。比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 , 白费

力气。

【出处】唐·释元觉《永嘉证道歌》: “镜

里看形见不难 , 水中捉月争拈得?”

【例句】不知姓名住址, 要在上海找到

这样一个人 , 岂不是 ～?

【近义】徒劳无功  海底捞针

海底捞针
【注音】hǎo dǐlāo zhēn

【释义】在大海中, 捞取一枚针。比喻

希望甚微。

【出处】明·王棱《春芜记·定计》:

“咳, 只是命运低微, 人情薄恶, 觅利

如海底捞针 , 揽祸似干柴引火。”

【例句】你的女儿失踪十多年了, 找寻

她的下落 , 有如 ～。

【近义】水中捞月

【反义】瓮中捉鳖

【辨析】～和“水中捞月”都比喻目标很

难达到。但 ～仍有达到的可能; “水

中捞月”比喻目标无法达到 , 不论怎

么努力也是白费力气一场空。

海角天涯
【注音】hǎi jiǎo tiān yá

【释义】角 : 尽处 , 角落 ; 涯 : 边际。大海

的尽头 , 天空的边际。形容非常遥远

或过于偏远的地方。

【出处】唐·白居易《浔阳春·春生》

诗 : “春生何处暗周游 , 海角天涯遍始

休。”

【例句】纵然你跑到 ～, 我也要找到你。

【近义】天悬地隔  十万八千里

【反义】近到咫尺  近在眉睫

海枯石烂
【注音】hǎi kūshílàn

【释义】海水枯干, 石头朽烂。形容经

历的时间极其长久。多用于誓言, 表

示意志坚定 , 永不改变。

【出处】元·王实甫《西厢记》: “这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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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厚情 , 直到海枯石烂时。

【例句】他和她在分别时还说 ～心不

变 , 怎知不到半年 , 他便移情别恋了。

【近义】天长地久

【反义】见异思迁

海阔天空
【注音】hǎi kuòtiān kōnɡ

【释义】像大海般辽阔, 像蓝天般无边

无际。形容大自然广阔无边。也用

以比喻想像或说话漫无边际 , 没有拘

束或限制。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二十四

回 : “那番斩钢截铁 , 海阔天空的行径

⋯⋯”

【例句】这篇散文说古道今, ～, 饶有趣

味。

【近义】天南地北

海阔从鱼跃, 天高任鸟飞
【注音】hǎi kuòcónɡyúyuè, tiān ɡāo

rèn niǎo fēi

【释义】大海辽阔 , 任从鱼儿跳跃 , 长天

空旷 , 任随鸟儿飞翔。比喻在广阔的

天地里 , 可以充分施展抱负。

【例句】让这些英雄的人们, 在这白白

的天幕下 , 干净的河滩上, ～地尽情

地谈笑吧。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注音】hǎi nèi cún zhījǐ, tiān yáruòbǐ

lín

【释义】海内 : 四海之内, 古代指中国,

现在也指世界各地。比邻 : 近邻。四

海之内有知心朋友, 虽远在天涯, 也

如同近邻。

【出处】唐·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无为在

歧路 , 儿女共沾巾。”

【例句】～, 四海之内皆兄弟啊!

【近义】莫逆之交

海市蜃楼
【注音】hǎi shìs hèn lóu

【释义】蜃 : 大蛤蜊。传说蜃能吐气形

成楼台城市的景物, 叫海市, 也叫蜃

楼。实际上这是大气中光线的折射

作用 , 把远处的景物反射在天空的自

然现象 , 多出现在夏天的海边或沙漠

中。比喻虚幻缥缈的事物。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天官书》:

“海旁蜃气像楼台, 广野气成宫阙

然。”

【例句】他的计划有如 ～, 可望而不可

即。

【近义】空中楼阁

海誓山盟
【注音】hǎi shìs hān ménɡ

【释义】誓 : 表示决心的话。盟 : 旧指宣

誓缔约 , 引申指誓约。誓言盟约像

山、海那样永恒。多用于表示男女爱

情的真诚。

【出处】宋代·辛弃疾《南乡子·赠

妓》: “别泪没些些, 海誓山盟总是

赊。”

【近义】山盟海誓

海外奇谈
【注音】hǎi wài qít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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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山海经》中有部分内容记叙海

外各国的异人怪物 , 被认为是荒诞不

经的。后用以指稀奇古怪的说法或

外国的奇异传说。也指没有根据的

言论。

【出处】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

·台省·台疏讥谑》: “瑞为牍, 令兵

马司申之于给事钟宇淳。宇淳批其

牍尾曰 : ‘海外奇谈。’”

【例句】他又在信口开河地讲他的 ～。

【近义】奇谈怪论

海晏河清
【注音】hǎi yàn héqīnɡ

【释义】晏 : 平静; 河 : 黄河。大海平静

了 , 黄河水清了。比喻天下太平。

【出处】唐·薛逢《九日曲池游眺》诗:

“正当海晏河清日, 便是修文偃武

时。”

【例句】由于政治稳定 , 生产发展 , 举国

～, 所以人民安居乐业。

【近义】四海清平  天下太平

【反义】沧海横流  天下大乱

骇人听闻
【注音】hài rén tīnɡwén

【释义】骇 : 惊恐。使人听了感到非常

震惊。

【出处】明·文秉《先拨志始》卷下 : “奇

贪异移 , 骇人听闻。”

【例句】老黄给我们讲的那件碎尸案,

真是 ～。

【近义】危言耸听

【反义】不足为奇

【辨析】～和“耸人听闻”都有“使人听

了吃惊”的意思。“耸人听闻”是故意

夸大或捏造事实来使人震惊 ; 而 ～无

故意夸大或捏造事实之意。

害群之马
【注音】hài qún zhīmǎ

【释义】有害于马群的坏马。比喻有害

于集体的人。

【出处】《歧路灯》: “是邯郸学步, 失其

故步么?”

【典故】传说远古的时候, 轩辕黄帝要

到县茨山去寻找一位叫大隗的“完

人”, 向他请教治理天下的良策。

出发前 , 黄帝请了一些很有经验的

人做向导和随从。但是 , 当他们行至

襄城郊外时 , 还是迷了路, 绕来绕去

总是找不到出路。黄帝一行正在万

分着急的时候 , 忽然看见空旷的野地

里有个牧马的男孩 , 黄帝就赶快过去

问他 : “你知道去县茨山的方向吗?”

男孩说 : “当然知道。”黄帝心中大喜 ,

连忙又问 : “那你知道大隗住在什么

地方吗?”男孩看了看黄帝说 : “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黄帝见他果然聪明

伶俐 , 于是对他说: “你的口气真大,

既然什么都知道, 那我问问你, 如何

治理天下 , 你知道吗?”男孩爽快地回

答说: “那有什么难的。”说完男孩却

跳上马背要走开。黄帝拉住男孩再

问 , 于是男孩回答说: “治理天下, 与

牧马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只不过是

要把危害马群的坏马驱逐出去而

已。”男孩说完 , 骑马离去。

黄帝闻听此言 , 茅塞顿开, 连向牧

童离去的方向叩头拜谢 , 然后驱车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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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返回。

【例句】对这种 ～, 我们绝不可姑息!

【近义】不逞之徒

【反义】干城之将

hɑn

酣畅淋漓
【注音】hān chànɡlín lí

【释义】酣畅 : 酒喝得畅快, 泛指痛快。

淋漓 : 饱满畅快的样子。形容非常畅

快。也形容文艺作品中感情抒发得

充分。

【出处】唐·房玄龄等《晋书·阮修

传》: “常步行, 以百钱挂杖头, 至酒

店 , 便独酣畅。”

【例句】他的诗写得 ～, 感情勃发 , 很容

易引发读者的共鸣。

【近义】淋漓尽致

邯郸学步
【注音】hán dān xuébù

【释义】邯郸 : 战国时赵国都城 , 那里的

习俗是人们善于行走。学步: 习、模

仿行走的技能。比喻生硬地模仿 , 不

但学不到人家的本领 , 反而连自己原

有的长处也丢掉了。

【出处】《歧路灯》: “是邯郸学步, 失其

故步么?”

【典故】战国时期 , 北方燕国的寿陵 , 有

个年轻人听说赵国的首都邯郸人走

路姿态非常优美大方, 富有大将风

度 , 很羡慕。于是别出心裁, 爬山越

岭 , 千里迢迢来到邯郸学习这里的人

走路。

年轻人整天呆在邯郸的大街上 , 仔

细观察 , 细心揣摩, 认真模仿人家走

路的样子。有时跟着这个人后面走 ,

有时跟着那个人后面走。不知道的

人还以为他是疯子或是刺客呢。

就这样 , 年轻人在这里学习人家走

路的样子已经很长时间了 , 可是不但

没有学会 , 反而连自己以前是怎么走

路的情形也忘掉了。最后他不得不

爬着回寿陵。

【例句】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 应立足

于本国的特点 , 结合实际, 有所去取 ,

切忌采用 ～那种生硬模仿的方法。

【近义】鹦鹉学舌  东施效颦

【反义】标新立异  独辟蹊径

含垢纳污
【注音】hán ɡòu nàwū

【释义】含、纳 : 包含, 容纳; 垢、污 : 脏

垢 , 污秽。原指国君当有容忍耻辱的

度量。现指包容坏人坏事。

【出处】宋·苏轼《辩试馆职策问札

子》: “退而上书数万言, 大抵皆劝神

宗忠恕仁厚 , 含垢纳污, 屈己以裕人

也。”

【例句】廉颇要羞辱蔺相如 , 蔺相如 ～,

处处忍让。

含冤莫白
【注音】hán yuān mòbái

【释义】受了冤屈 , 无从昭雪。

【例句】他对律师说 , 我 ～, 被加上了偷

窃的罪名 , 一定要向法院上诉的。

【近义】含冤负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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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平反昭雪

含苞欲放
【注音】hán bāo yùfànɡ

【释义】花蕾已长得很饱满 , 快要开放。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 “又命摧

花使者 , 往来保护 , 以期含苞萼之时,

加之呈妍。”

【例句】你看 , 这几盆牡丹都 ～了!

【反义】落英纷飞

含情脉脉
【注音】hán qínɡmòmò

【释义】比喻女子情意满怀。

【出处】唐·李德裕《二芳丛赋》: “一则

含情脉脉 , 如有思而不得, 类西施之

容冶。”

【例句】那少女 ～地看着他 , 柔情蜜意,

尽含眸中。

【近义】脉脉含情

【反义】冷酷无情

含垢忍辱
【注音】hán ɡòu rěn rǔ

【释义】含 : 包容 ; 垢 : 通“诟”, 耻辱。指

容忍耻辱。

【出处】《后汉书·曹世叔妻传》: “谦让

恭敬 , 先人后己, 有善莫名, 有恶莫

辞 , 忍辱含垢 , 常若畏惧。”

【例句】无数的嘲讽钻进了他的耳朵,

他没有时间来分辩 , 他宁可 ～。

【近义】逆来顺受

【反义】盛气凌人

含冤负屈
【注音】hán yuān fùqū

【释义】负 : 背着 ; 屈 : 委屈。指蒙受冤

枉、委屈。

【出处】元·高文秀《黑旋风》: “俺哥哥

含冤负屈有谁知。”

【例句】粉碎“四人帮”后 , 各级党政部

门为 ～的同志彻底平反了。

【近义】衔冤负屈

含糊其辞
【注音】hán húqící

【释义】含糊: 不清楚, 不明确。辞: 也

作词 , 言辞。话说得不清楚, 含含糊

糊。

【出处】宋·袁燮《薭斋集·侍御史赠

通议大夫汪公墓志铭》: “是非予夺,

多含糊其辞。”

【例句】他对老师的提问 , 回答得 ～。

【反义】直截了当  开门见山  单刀直

入

含沙射影
【注音】hán s hāshèyǐnɡ

【释义】相传水中有 一种怪物叫 蜮

( yù) , 听到人声 , 就含沙射人 , 被射中

身体或被射中影子的人, 都要生病。

后比喻暗中诽谤中伤他人。

【出处】晋·干宝《搜神记》: “有物处于

水中 , 其名曰‘蜮’, 一曰‘短狐’, 能含

沙射人。⋯⋯”。

【例句】他对我不满 , 开会时对我 ～, 是

我意料中的事。

【近义】指桑骂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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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推诚相见

含笑九泉
【注音】hán xiào jiǔquán

【释义】九泉 : 指人死后埋葬的地方 , 迷

信的人指阴间。已死的人也感到高

兴欣慰。

【例句】我们相信, 伟大祖国的强盛和

中华民族的复兴一定会使无数为革

命牺牲的先烈们 ～的。

【近义】含笑入地

【反义】死不瞑目

含辛茹苦
【注音】hán xīn rúkǔ

【释义】辛 : 辣。茹 : 吃。形容忍受种种

辛苦。

【出处】宋代·苏轼《中和胜相院记》:

“含辛茹苦 , 更百千万亿生而后成。”

【例句】她 ～, 好不容易把几个孩子拉

扯大。

【近义】千辛万苦

【反义】养尊处优

【辨析】～和“千辛万苦”都含有“吃很

多苦”的意思。区别在于: ～着重于

对辛苦的“忍受”; “千辛万苦”着重于

辛苦的“多、大”。

含饴弄孙
【注音】hán yínònɡsūn

【释义】饴 : 麦芽糖。弄 : 戏弄 , 逗引。

含着饴糖逗弄孙儿。形容老人晚年

的闲适生活。

【出处】《后汉书·明德马皇后传》: “吾

但当含饴弄孙 , 不能复关政矣。”

【例句】人到了晚年, ～也是乐趣。

含血喷人
【注音】hán xuèpēn rén

【释义】嘴里含着血去喷在别人的身

上。比喻恶毒地污蔑攻击别人。

【出处】清·李玉《清忠谱·叱勘》: “你

不怕刀临头颈 , 还思含血喷人! ”

【例句】不许你 ～地污蔑好人。

含英咀华
【注音】hán yīnɡjǔhuā

【释义】英、华 : 花。咀 : 咀嚼。比喻细

细琢磨和领会诗文的精华。

【出处】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

之大势》: “庄生本南派巨子, 而复北

学于中国 , 含英咀华 , 所得独深。”

【例句】对于古典诗词 , 我们要 ～, 才能

领略其韵味。

【反义】生吞活剥  不求甚解

寒来暑往
【注音】hán lái shǔwǎnɡ

【释义】寒冷的季节来到, 暑热的季节

过去。形容时光流逝 , 岁月变迁。

【出处】《周易·系辞下》: “寒往则暑

来 , 暑往则寒来 , 寒暑相推, 而岁成

焉。”

【例句】～, 我们不觉已分别十几年了。

【近义】光阴似箭  物换星移

【反义】度日如年

汗流浃背
【注音】hàn liújiābèi

【释义】浃 : 湿透。汗水湿透了背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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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原形容极度恐慌或惭愧的样

子。现在用以形容通身大汗。

【出处】《后汉书·伏皇后纪》: “操出,

顾左右, 汗流浃背 , 自后不敢复朝

请。”

【典故】汉献帝时, 朝中大权均为曹操

掌握 , 献帝很苦恼。一次曹操把献帝

的谋臣赵彦杀了。献帝愤慨地对曹

操说 : “你愿意辅佐我就忠厚一点 , 不

愿意就离开我! ”曹操十分尴尬 , 埋头

退下。献帝命卫士以利刃挟之 , 曹操

环顾左右 , 皆“汗流浃背”。

【例句】为了在指定时间内将消息传达

各地 , 他紧张奔走 , 弄得 ～。

【近义】汗出如浆

【反义】逍遥自在

【辨析】“浃”不可写作“夹”。

汗马功劳
【注音】hàn mǎɡōnɡláo

【释义】汗马 : 战马因驰骋劳累而出汗。

原指战功。后也泛指重大的功绩。

【出处】《韩非子·五蠹》: “弃私家之

事 , 而必汗马之劳 , 家困而上弗论 , 则

穷矣。”

【例句】在抗日战争中, 这位将军立下

了 ～, 后人应该永远铭记。

【近义】丰功伟绩

【反义】劳而无功

汗牛充栋
【注音】hàn niúchōnɡdònɡ

【释义】汗 : 使出汗。充 : 胀满。栋 : 指

房屋。驾牛车运书 , 牛累得出汗: 收

书入库 , 堆过屋梁。形容书籍极多。

【出处】唐·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

表》: “其为书 , 处则充栋宇 , 出则汗牛

马。”

【例句】这位老先生藏书之多, 用 ～这

句话来形容 , 最恰当不过了。

【近义】浩如烟海

【反义】寥寥无几

【辨析】～和“浩如烟海”都可形容书很

多。区别在于 : ～仅表示“多”; “浩如

烟海”兼含“广大”和“繁多”之意。

汗如雨下
【注音】hàn rúyǔxià

【释义】汗珠像下雨似的往下滴。形容

汗出得很多。

【例句】看着脚下的万丈深渊, 她吓得

～。

【近义】挥汗成雨

【反义】滴汗不出

汗颜无地
【注音】hàn yán wúdì

【释义】汗颜 : 脸上出汗 , 常用以表示羞

愧 ; 无地 : 没有容身之地。形容羞愧

到了极点 , 以至感到无地自容。

【出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大同日报〉缘起》: “不独他人言

之 , 亦觉汗颜无地也。”

【例句】他犯了错误, 深觉 ～, 无脸见

人。

【近义】无地自容

【反义】恬不知耻

悍然不顾
【注音】hàn rán bùɡù

·113·hàn汗悍



H  

【释义】悍然: 强横的样子。形容肆意

而为 , 不顾一切。

【出处】《孟子·公孙丑上》: “敢问夫子

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宋·朱

熹集注 : “告子之学 , 与此正相反。其

不动心 , 殆亦冥然无觉, 悍然不顾而

已尔。”

【例句】他对股东们的反对 ～, 硬要在

不毛之地投资建厂 , 结果工厂不到半

年就倒闭了。

【近义】肆无忌惮

【反义】谨言慎行

hɑnɡ

行行出状元
【注音】hánɡhánɡchūzhuànɡyuán

【释义】状元: 科举考试中的殿试第一

名。借指杰出的人物。每种职业都

能出现异常杰出的人才。

【出处】《儿女英雄传》第十一回: “姑

爷 , 俗话儿说的‘行行出状元’, 又说

‘好汉不怕出身低’, 那一行没有好人

哪?”

【例句】所谓三十六行, ～。你属于哪

一行呢?

沆瀣一气
【注音】hànɡxièyīqì

【释义】沆 : 早上的露水。瀣: 夜间的水

气、露水。原指夜气和露气混成一

片。后用以比喻臭味相投的人勾结

在一起。

【出处】宋·钱易《南部新书·戊集》:

“又乾符二年 , 崔沆放崔瀣 , 谭( 谈 ) 者

曰 : ‘座主门生 , 沆瀣一气。’”

【例句】他们互相勾结 , ～, 暗地里大搞

阴谋活动。

【近义】串通一气  狼狈为奸

【反义】洁身自好  志同道合

hɑo

毫不介意
【注音】háo bùjièyì

【释义】介意 : 在意 , 耿耿于怀。指不把

愉快或不满意的事丝毫不放在心上。

【例句】他近来心情不好, 老是乱发脾

气 , 大家都理解他 , 对他的态度 ～。

【近义】一笑了之

【反义】耿耿于怀

毫不犹豫
【注音】háo bùyóu yù

【释义】犹豫: 拿不定主意。指一点也

不迟疑地拿定了主意。

【例句】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了,

他 ～地报了名。

【近义】毅然决然

【反义】犹豫不决

毫发不爽
【注音】háo fàbùs huánɡ

【释义】毫发: 细毛和头发; 爽: 差错。

一根头发丝也不差。比喻分毫不差。

【例句】我这块石英电子表的准确性可

以说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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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厘不爽
【注音】háo líbùshuǎnɡ

【释义】毫、厘 : 计量单位 , 十丝为一毫,

十毫为一厘。指极少的数量。爽 : 差

错 , 失误。形容一点也不差。

【出处】《地质之光》: “总理的记忆力惊

人 , 竟还留有李四光当年的印象, 毫

厘不爽。”

【例句】这幅画与原作比较, ～, 几乎可

以乱真。

【近义】不差毫发  不差累黍

【反义】截然不同

毫无二致
【注音】háo wúèr zhì

【释义】二致 : 两样。丝毫没有两样。

形容完全相同。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二十

九回 : “佘道台见了这副神气 , 更觉得

同花小红一式一样 , 毫无二致。”

【例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三人的看

法 ～。

【近义】一模一样  如出一辙

【反义】天壤之别  千差万别  截然不

同

毫无疑义
【注音】háo wúyíyì

【释义】疑义 : 值得怀疑的地方, 疑点。

丝毫没有使人怀疑的地方。

【例句】～, 足球要打翻身仗 , 必须从少

年儿童抓起。也作“毫无疑问”。

【近义】不容置疑

豪情壮志
【注音】háo qínɡzhuànɡzhì

【释义】豪迈的心情, 宏伟的志向。

【出处】茅盾《温故以知新》: “他们大多

数两鬓添霜 , 然而豪情壮志, 更见坚

强。”

【例句】他满怀 ～, 踏上了地质勘探的

征途。

【近义】雄心壮志  鸿鹄之志

【反义】胸无大志

豪言壮语
【注音】háo yán zhuànɡyǔ

【释义】豪放而充满英雄气概的语言。

【出处】茅盾《老兵的希望》: “作家如果

不能全面看问题 , 不能从比较长的历

史阶段看问题, 那么, 即使他的作品

有革命乐观主义的豪言壮语, 那么必

有大气磅礴 , 感人极深 , 指出方 向

⋯⋯的革命浪漫主义。”

【例句】光有 ～而没有实干精神, 是怎

么也做不好工作的。

【辨析】“豪”不可写作“毫”; “壮”不可

写作“状”。

好好先生
【注音】hǎo hǎo xiān shēnɡ

【释义】指没有原则, 不分是非善恶都

说好 , 以求相安无事的人。

【出处】《官场现形记》第三十一回 : “幸

亏这位制台是位好好先生 , 倒也并不

动气。”

【例句】在工作中 , 我们应该坚持原则 ,

而不能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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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多磨
【注音】hǎo shìduōmó

【释义】磨 : 经历磨难。好事情在实现

或成功之前往往要经历很多磨难。

【出处】宋·晁瑞礼《安公子》: “是即

是 , 从来好事多磨难。”

【例句】他俩冲破了重重阻力, 终于结

婚了 , 这真是 ～。

【近义】坎坷不平

【反义】一帆风顺

【辨析】～和“一波三折”都有指事情经

历许多曲折的意思。但“一波三折”

还可形容文章结构 , 歌声等; ～不能。

好景不长
【注音】hǎo jǐnɡbùchánɡ

【释义】景 : 光景 , 时机; 好的光景不能

长久存在。指得意的日子很短暂 , 使

他痛苦不堪。

【例句】他曾有过美满幸福的家庭, 但

是 ～, 随着妻子的病逝 , 生活的拮据,

使他痛苦不堪。

好言好语
【注音】hǎo yán hǎo yǔ

【释义】好 : 美 , 善。指友善和中听的言

语。

【出处】《喻世明言》卷四W: “张千、李

万初时还好言好语, 过了扬子江, 到

徐州起旱 , 料得家乡已远, 就做出嘴

脸来。”

【例句】孩子的成绩有所下降, 作为家

长不要一味指责 , 要 ～与孩子共同寻

找原因。

好吃懒做
【注音】hào chīlǎn zuò

【释义】好 : 喜爱 , 喜欢吃喝 , 懒得做事。

【例句】我们新时代的青年 , 不能 ～, 靠

父母生活。

好大喜功
【注音】hào dàxǐɡōnɡ

【释义】好 : 喜好。喜欢做大事, 立大

功。原指封建帝王喜欢用兵, 炫耀武

功。现多指办事铺张浮夸。

【出处】明·朱国祯《涌幢小品·日

本》: “元世祖征日本 , 因是好大喜功 ,

却有深意。”

【例句】订计划要实事求是 , 不要 ～, 脱

离实际。

【近义】急功近利

【反义】实事求是

好色之徒
【注音】hào s èzhītú

【释义】好 : 喜欢 ; 色: 情欲 ; 徒 : 人( 多指

坏人) 。贪爱女色 , 玩弄女性的人。

【出处】《论语·子罕》: “吾未见好德如

好色者也。”

【例句】这些强奸民女的 ～, 终究会落

入人民的法网 , 受到法律的惩罚。

好善乐施
【注音】hào s hàn lèshī

【释义】好 : 喜欢; 善 : 亲善 ; 乐: 乐意;

施 : 施舍。把财产给别人。指喜欢做

善事 , 乐意施舍。

【出处】《史记·乐书二人》: “闻徵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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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乐善而好施 ; 闻羽音 , 使人整齐

而好礼。”

【例句】叫花子如果遇到 ～者, 就会要

到一大笔钱。

【近义】助人为乐

【反义】打家劫舍

好生之德
【注音】hào shēnɡzhīdé

【释义】好生: 爱惜生灵。指有爱惜生

灵 , 不事杀戮的品德。

【出处】《尚书·大禹谟》: “与其杀不

辜 , 宁失不经 , 好生之德 , 洽于民心。”

【例句】赵家奶奶平常烧香拜佛, 信奉

～, 只要看见邻家杀鸡, 也会双手合

十 , 口称“阿弥陀佛”。

【近义】救苦救难

【反义】草菅人命

好高骛远
【注音】hào ɡāo wùyuǎn

【释义】骛 : 追求。不切实际地追求过

高过远的目标。

【出处】清·吕留良《晚村文集·二·

与钱孝直书》: “其根大约在好高骛

远 , 事事求出人头地。”

【例句】王老师说: “～的人, 做什么事

也不会成功的。”

【近义】好大喜功

【反义】脚踏实地  实事求是

好事之徒
【注音】hào shìzhītú

【释义】徒 : 指某一类人。爱管闲事或

者喜欢多事的人。

【出处】鲁迅《〈奔流〉编校后记二》:

“老聃作五千言 , 释迦有恒河沙数说 ,

也还是东洋人中的好事之徒也。”

【例句】剧中人物和情节纯属虚构, 但

偏有 ～要去考证落实。

好为人师
【注音】hào wéi rén shī

【释义】好 : 爱好, 喜欢 ; 为 : 做, 当。喜

欢当别人的老师。形容不谦逊 , 喜好

以教导别人的身份出现。

【出处】《孟子·离娄上》: “人之患在好

为人师。”

【例句】一个 ～的人, 怎能和大家处好

关系呢?

【辨析】“好”不可读作“hǎo”; “为”不

可读作“wèi”。

好逸恶劳
【注音】hào yìwùláo

【释义】逸 : 安逸。恶: 厌恶, 憎恨。贪

图安逸。厌恶劳动。

【出处】明·陶宗仪《辍耕录·乌宝

传》: “宝好逸恶劳 , 爱俭素 , 疾华侈。”

【近义】好吃懒做  游手好闲

【反义】不辞辛苦  摩顶放踵

好整以暇
【注音】hào zhěnɡyǐxiá

【释义】整 : 严整 , 有秩序。暇 : 闲暇, 从

容。既严整而又从容不迫。

【出处】清·曾朴《孽海花》二十五回:

“在这种人心惶惶的时候, 珏斋却好

整以暇 , 大有轻裘缓带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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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不倦
【注音】hào xuébùjuàn

【释义】倦 : 厌倦。爱好学习 , 什么时候

都不厌倦。

【出处】宋·王谠《唐语林·文学》: “苏

簑少不得父意, 常与仆夫杂处, 而好

学不倦。”

【例句】王丽是一个 ～的人。

浩浩荡荡
【注音】hào hào dànɡdànɡ

【释义】指水势广阔浩大。

【出处】《飞夺泸定桥》: “红军的主力渡

过了天堑大渡河 , 浩浩荡荡地奔赴抗

日的最前线。”

【例句】长江和黄河 ～向东流去。

浩然正气
【注音】hào rán zhènɡqì

【释义】浩然: 盛大的样子。正大刚直

的精神或气节。

【出处】《孟子·公孙丑上》: “我善养吾

浩然之气。”

【例句】学习先辈们的 ～, 对捍卫革命

事业和民族尊严, 有重要的意义。

浩如烟海
【注音】hào rúyān hǎi

【释义】浩 : 众多。烟海 : 烟雾弥漫的大

海。形容文献、资料等非常丰富。

【出处】宋·司马光《进〈资治通鉴〉

表》: “简牍盈积, 浩如烟海, 抉摘幽

隐 , 校计毫厘。”

【例句】老师对同学说 , 世上之学问 ～,

是学之不尽的。

【近义】多如牛毛

【反义】寥若晨星

he

合浦珠还
【注音】hépǔzhūhuán

【释义】比喻人去而复回或东西失而复

得。

【出处】南朝·梁·吴均《赠王桂阳别

诗》: “客子惨无欢, 送别江之干⋯⋯

无因停合浦 , 见此去珠还。”

【例句】他丢失的资料找到了 , ～, 喜不

自胜。

【近义】完璧归赵

【反义】不翼而飞

何乐不为
【注音】hélèbùwéi

【释义】为 : 做。为什么不乐意去做呢?

表示可以做或愿意做。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十七

回 : “这是惠而不费的 , 我又何乐不为

呢?”

【例句】这件事对单位和个人都有好

处 , ～?

何去何从
【注音】héqùhécónɡ

【释义】去 : 离开。从: 跟从。离开哪

里 , 到哪里去。背离什么 , 依从什么。

指在重大问题上作出选择。

【出处】战国·屈原《楚辞·卜居》: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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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吉孰凶? 何去何从?”

【例句】谁是谁非 , ～, 你现在该作出选

择了。

【反义】听天由命  听之任之

何足挂齿
【注音】hézúɡuàchǐ

【释义】足 : 值得 ; 挂齿 : 挂在齿间 , 指谈

到、提起。形容不值得一提。

【出处】《史记·刘敬叔孙通传》: “此特

群盗鼠窃狗偷耳, 何足置之齿牙间! ”

【例句】我们是同学, 帮你补课这点小

事 ～。

和蔼可亲
【注音】héǎi kěqīn

【释义】和蔼: 和气。指说话和待人态

度温和 , 使人感到容易接近。

【出处】明·李开先《贺邑令贺洪滨奖

异序》: “迄今才八阅月, 绝丛生之文

法 , 除苛细之科条 , 虽若凛不可犯 , 而

实蔼然可亲。”

【例句】老师是一个 ～的人。

【近义】平易近人  和颜悦色

【反义】气势汹汹  横眉怒目

和璧隋珠
【注音】hébìsuízhū

【释义】和璧: 相传为春秋战国时楚人

卞和发现的著名美玉“和氏璧”; 隋

珠 : 相传春秋时隋侯救了一条大蛇,

后大蛇从江中衔来大珍珠报答。二

者均比喻世间少有的名贵珍宝。和

氏的璧 , 隋侯的珠。比喻极其珍贵难

得的东西。

【例句】恩师送的那件极其普通的生日

礼物 , 他视为 ～一样。

【反义】尘垢秕糠

和而不同
【注音】héér bùtónɡ

【释义】指双方可以和睦相处, 但彼此

从不无原则地盲从苟同。

【出处】《论语·子路》: “君子和而不

同 , 小人同而不和。”

【例句】虽然大家都是朋友, 但是对于

是非原则问题还是应该坚持, 所谓君

子 ～, 正是这个意思。

和风细雨
【注音】héfēnɡxìyǔ

【释义】温和的风, 细细的雨。比喻做

事态度温和 , 方式和缓 , 不粗暴。

【出处】唐·韦庄《登咸阳县楼望雨》:

“乱云如兽出山前, 细雨和风满渭

川。”

【例句】对于同志之间的一些思想认识

问题 , 不能采取粗暴的批评方式, 而

要 ～, 循循善诱。

【近义】心平气和  斜风细雨

【反义】暴风骤雨  狂风暴雨

和光同尘
【注音】héɡuānɡtónɡchén

【释义】和、同 : 混同、混合。尘: 尘俗,

世俗。指与世俗混同, 不露锋芒、随

波逐流的处世态度。

【出处】《警世通言》第二十一卷 : “休要

欺三瞒四 , 我赵某不是与你和光同尘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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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李老自从遭到挫折之后, 就不

再抛头露面了 , ～, 默默地度过了二

十多年。

【近义】不露圭角

和睦相处
【注音】hémùxiānɡchǔ

【释义】睦 : 和好。彼此间和好地相处。

【例句】同学之间必须 ～。

和盘托出
【注音】hépán tuōchū

【释义】和 : 连带 , 一起。连盘子一起端

出来。比喻毫无保留地把东西全部

拿出来或把真实情况完全说出来。

【出处】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二:

“饭罢, 田氏将庄子所著《南华真经》

及《老子道德》五千言, 和盘托出, 献

与王孙。”

【例句】昨天你走了以后, 他把你们之

间的分歧 ～, 让大家分析谁对谁错。

【近义】倾筐倒箧

【反义】守口如瓶  不可告人

和颜悦色
【注音】héyán yuès è

【释义】脸上露出和善喜悦的神色。形

容态度和蔼可亲。

【出处】汉代荀爽《女诫》: “昏定晨省,

夜卧早起 , 和颜悦色 , 事如依恃 , 正身

洁行 , 称为顺妇。”

【例句】解放军医疗队的队员 ～地接待

前来就诊的病人。

【近义】和蔼可亲  平易近人

【反义】冷若冰霜  疾言厉色

和衷共济
【注音】hézhōnɡɡònɡjì

【释义】和 : 和谐。衷: 内心。和衷: 同

心。济 : 过河。比喻同心协力, 战胜

困难 , 共同做成某件事或某项事业。

【出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

回 : “若要办理得善 , 头一着先要请大

股东和衷共济 , 以外的事自然就都好

商量了。”

【例句】只要大家 ～, 奋发图强 , 就能改

变目前的处境。

【近义】同心协力  风雨同舟

【反义】离心离德  各行其是

河东狮吼
【注音】hédōnɡshīhǒu

【释义】因嫉妒而又厉害的妇人, 用来

嘲笑怕老婆的男子。

【出处】宋代洪迈《容端三笔》记载 : 宋

人陈忄造自称龙邱先生, 好宾客, 又喜

养歌妓 ; 其妻柳氏脾性粗暴又爱嫉

妒。苏轼为此写诗道 : “龙邱居士亦

可怜 , 谈空说有夜不眠, 忽闻河东狮

子吼 , 拄杖落手心茫然。”河东: 战国

到唐、五代都指今山西西南部为河

东 , 柳姓为河东望族, 故代指柳氏。

狮子吼 : 佛家比喻威严, 陈忄造喜欢谈

佛 , 苏轼就用来嬉笑他。河东的狮子

吼叫 , 威风慑人。

【例句】老李担心太太 ～, 所以他不来

玩牌了。

【近义】季常之癖  

【反义】鸿案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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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清海晏
【注音】héqīnɡhǎi yàn

【释义】河 : 黄河。晏: 平静。黄河水

清 , 海水平静。比喻天下太平。

【出处】唐·顾况《八月五日歌》: “率士

普天无不乐 , 河清海晏穷寥廓。”

【例句】不论过去 , 现在还是将来 , 人们

都希望过风调雨顺 ～的日子。

【近义】太平盛世

【反义】天下大乱

涸泽而渔
【注音】hézéér yú

【释义】涸 : 干涸, 使水干。泽: 聚水的

地方。排干水后捕鱼。比喻只顾眼

前利益 , 不留余地 , 不计长远。

【出处】《猎户》: “不涸泽而渔, 不焚林

而猎。”

【例句】年轻学子 , 应有远大的志向 , 不

能 ～。

【近义】焚林而猎  杀鸡取卵

涸辙之鲋
【注音】hézhézhīfù

【释义】涸辙: 干的车辙: 鲋 : 鲫鱼。干

枯的车辙里的鲫鱼。比喻处于困境

的亟待救援的人。

【出处】唐·李白《拟古十二道》五 : “无

事坐悲苦 , 块然涸辙鲋。”

【例句】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

来 , 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 , 正如 ～, 急

需水一样 , 要把肚子填饱再说。

【近义】釜底游鱼

【反义】绝处逢生

荷枪实弹
【注音】hèqiānɡs hídàn

【释义】荷 : 背 , 扛。实 : 装满。扛着枪 ,

装满子弹。形容高度戒备 , 随时准备

战斗的情景。

【例句】今天城里戒严, 到处都有 ～的

士兵在巡逻。

赫赫有名
【注音】hèhèyǒu mínɡ

【释义】赫赫: 显著盛大的样子。形容

声名极为显赫。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三十七回 : “还有一个胡公寿,

是松江人 , 诗、书、画都好 , 也是赫赫

有名的。”

【例句】他的爷爷是一位 ～的将军。

【近义】大名鼎鼎  举世闻名

【反义】不见经传  默默无闻

鹤发童颜
【注音】hèfàtónɡyán

【释义】颜 : 容颜, 脸色。像鹤那样白的

头发 , 像儿童那样红润的脸色。形容

老人气色好 , 精神旺。

【出处】清·钱彩《说岳全传》三十六

回 : “兀朮见是一员老将, 鹤发童颜,

威风凛凛 , 十分欢悦。”

【例句】李爷爷 ～, 精神抖擞。

【近义】返老还童

【反义】未老先衰  老态龙钟

【辨析】～与同义成语都形容老人身体

好。 ～侧重于形容老人容貌年轻; 而

“老当益壮”侧重形容年纪老而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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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豪壮 , 二者的角度不同。

鹤立鸡群
【注音】hèlìjīqún

【释义】像鹤站立在鸡群中 , 非常突出。

比喻仪表或才能出众。

【出处】元·无名氏《举案齐眉》第二

折 : “父亲呵休错认做蛙鸣井底 , 鹤立

鸡群。”

【典故】晋代有个人叫嵇绍, 他是嵇康

的儿子。有一天 , 嵇绍来到洛阳, 有

人看见了。就对王戎说 : “昨天我在

人群中看见了稽绍, 他身体高大, 昂

昂然如一只白鹤站在一群鸡当中。”

王戎说 : “你还没见嵇绍的父亲呢 , 嵇

绍的父亲更高大。”

【例句】老李的才干在公司里可说是

～, 但经理却不重用他 , 实在可惜。

【近义】出人头地

【反义】滥竽充数

hei

黑白不分
【注音】hēi bái bùfēn

【释义】黑白都分辨不清。比喻不辨是

非好歹。

【例句】你怎么 ～, 不问青红皂白地就

乱骂一通呢?

【反义】黑白分明

黑白分明
【注音】hēi bái fēn mínɡ

【释义】黑和白分得清清楚楚。比喻是

非好坏分得清清楚楚。

【出处】宋·范晔《后汉书·朱浮传》:

“而今牧人之吏, 多未称职, 小违理

实 , 辄见斥罢 , 岂不粲然黑白分明也

哉! ”

【例句】他是一个 ～的人。

【近义】泾渭分明

【反义】混淆是非

黑灯下火
【注音】hēi dēnɡx iàhuǒ

【释义】形容一片漆黑, 一点光亮都没

有。也作“黑灯瞎火”。

【出处】现代·老舍《骆驼祥子》十二

章 : “你始终也没进去。黑灯下火的

教我和太太瞎抓。”

【例句】外面 ～的 , 你可要带上电筒。

【近义】漆黑一团

【反义】火树银花

黑云压城城欲摧
【注音】hēi yún yāchénɡchénɡyùcuī

【释义】摧 : 毁坏。乌云快把城压垮了。

比喻猖狂一时的反动势力所造成的

紧张局面。

【出处】唐·李贺《雁门太守行》诗 : “黑

云压城城欲摧 , 甲光向日金鳞开。”

【例句】在那 ～的日子, 共产党人充分

发挥了他们的中坚作用。

hen

恨铁不成钢
【注音】hèn tiěbùchénɡɡān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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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比喻恨自己寄予期望的人不争

气、不成才。

【出处】《红楼梦》九十六回 : “只为宝玉

不上进 , 所以时常恨他, 也不过是恨

铁不成钢的意思。”

【例句】老师 ～, 所以对我们要求得很

严格。

恨之入骨
【注音】hèn zhīrùɡǔ

【释义】恨到骨头里去了。形容痛恨到

了极点。

【出处】晋·葛洪《抱朴子·外篇·自

叙》: “见侵者则恨之入骨, 剧于血

仇。”

【例句】小偷真让人 ～。

【近义】咬牙切齿  切齿腐心

henɡ

恒河沙数
【注音】hénɡhés hāshù

【释义】恒河 : 印度佛教徒的圣河 , 流经

印度和孟加拉国。像恒河沙子的数

目那样。形容多得无法计算。

【出处】《儿女英雄传》十七回 : “大凡人

生在世 , 挺着一条身子, 和世间上恒

河沙数的人打交道。”

【例句】军阀割据的战乱年代里, 无辜

老百姓死于非命的如 ～。

【近义】浩如烟海  成千上万

【反义】屈指可数  凤毛麟角

横冲直撞
【注音】hénɡchōnɡzhízhuànɡ

【释义】毫无顾忌地乱冲乱撞。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 “那连环

马军 , 漫山遍野 , 横冲直撞将来。”

【例句】一群烈马在西环街道上 ～, 路

人纷纷逃避一旁。

【近义】狼奔豕突

【反义】鹅行鸭步

横空出世
【注音】hénɡkōnɡchūshì

【释义】横空: 当空, 横亘空中 ; 出世 : 出

生、出现、产生于世。凌空出现 , 横亘

于空中。形容具有宏伟气魄之物从

天而降。

【例句】全长 48 公里的内环高架道路 ,

～, 如雄健的双臂, 紧紧地拥抱上海

城。

横眉怒目
【注音】hénɡméi nùmù

【释义】横眉: 怒目而视的样子。眉毛

横着 , 眼冒怒火。形容凶恶蛮横的样

子。

【出处】五代·后蜀·何光远《鉴戒录

·攻杂咏》: “横眉努目强干�, 便作

阎浮有力神。”

【例句】这些神像中, ～张牙咧嘴的都

是恶神。

【反义】和颜悦色  和蔼可亲

横七竖八
【注音】hénɡqīs hùb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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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有的横着, 有的竖着。形容杂

乱无条理。

【出处】《包身工》: “七尺阔、十二尺深

的工房楼下 , 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

七个被骂做‘猪猡’的人。”

【例句】院子里摆满了 ～的东西。

【近义】杂乱无章  杂七杂八

【反义】有条不紊  井井有条

【辨析】～和“杂乱无章”都可形容杂

乱 , 很不整齐。但 ～可指人或物 ; “杂

乱无章”只形容物 , 还有“没条理”的

意思。

横扫千军
【注音】hénɡsǎo qiān jūn

【释义】横 : 从东到西 ; 扫 : 指打败 , 消灭

掉。形容一举消灭了大量敌人 , 也形

容诗文、书法等气势宏伟、气魄很大。

【例句】起义军领袖刘邦、黄巢等的诗,

带有 ～之势。

横生枝节
【注音】hénɡshēnɡzhījié

【释义】横生: 意外发生的; 枝节: 比喻

细小或旁出的事情。

【出处】宋·叶适《答少詹书》: “少詹既

未能从人而舍己 , 又疑人之相与, 而

以为异己, 所以枝叶横生 , 意见多

疑。”

【例句】合同签了 , 现在又 ～, 故意制造

麻烦。

【近义】节外生枝

【反义】一帆风顺

横行霸道
【注音】hénɡxínɡbàdào

【释义】横行: 行动蛮横, 仗势做坏事。

霸道 : 蛮不讲理。形容胡作非为, 蛮

不讲理。

【出处】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十四:

“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 越是卑鄙无

耻 , 自私自利的人 , 越是得势, 横行霸

道。”

【例句】这伙无赖经常在这一带 ～。

【近义】横行无忌  胡作非为

【反义】循规蹈矩

横行天下
【注音】hénɡxínɡtiān xià

【释义】横行: 纵横驰骋。走遍各地无

阻碍。也指四处征战所向无敌。

【出处】《赤壁之战》: “将军⋯⋯当横行

天下 , 为汉家除残去秽。”

【例句】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 ～。

横行无忌
【注音】hénɡxínɡwújì

【释义】胡作非为 , 无所顾忌。

【出处】《明史·赵南星传》: “乡官之权

大于守令 , 横行无忌 , 莫敢谁何?”

【例句】匪徒在闹市中抢劫 , ～, 简直无

法无天。

【近义】横行霸道

【反义】循规蹈矩

横征暴敛
【注音】hénɡzhānɡbào liǎn

【释义】横 : 蛮横。征 : 征税。敛: 聚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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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征捐税 , 残酷搜刮。

【出处】明·邹缉《奉天殿灾疏》: “加之

官司胥吏 , 横征暴敛 , 日甚一日 , 民生

无聊 , 愁叹满室。”

【例句】封建社会中 , 官吏们 ～, 不顾人

民死活。

【近义】敲骨吸髓

honɡ

哄堂大笑
【注音】hōnɡtánɡdàxiào

【释义】屋子里人全都大笑起来。

【出处】郭沫若《双簧》: “说得大家哄堂

大笑 , 我在热烈的鼓掌中把讲演作

结。”

【例句】他在讲台上说错了一句话, 立

刻引起 ～。

【近义】捧腹大笑

【反义】泣不成声

烘云托月
【注音】hōnɡyún tuōyuè

【释义】烘 : 渲染。托 : 衬托。本指绘画

手法 , 渲染云彩, 衬托月亮。比喻艺

术或文学作品中从侧面衬托主要事

物的表现手法。

【出处】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

卷四 : “咏老马诗云: “齿长几何君莫

问 , 沙场旧主早封侯。”不言老而老字

自见。此所谓烘云托月法也。”

【例句】有些诗, 诗人故意不从正面去

描写对象 , 而是旁敲侧击 , ～, 间接地

去表现他所要描写的对象。

轰动一时
【注音】hōnɡdònɡyīshí

【释义】轰动 : 同“哄动”。同时惊动很

多人。指在一个时期内惊动很多人。

【例句】那曾经 ～的马路新闻, 现在已

经渐渐冷落了。

轰轰烈烈
【注音】hōnɡhōnɡlièliè

【释义】轰轰 : 指巨大的声响。烈烈 : 指

火势旺盛的样子。形容声势浩大, 气

魄雄壮。

【出处】元·无名氏《气英布》二折 : “从

今后收拾了喧喧嚷嚷略地攻城 , 毕罢

了轰轰烈烈夺利争名。”

【例句】全市人民投入了 ～的爱国卫生

运动。

【近义】风起云涌  声势浩大

【反义】偃旗息鼓  死气沉沉

红男绿女
【注音】hónɡnán lùnǚ

【释义】指衣着艳丽的青年男女。

【出处】清·壮者《扫迷帚》第十九回:

“那三人泊舟登岸 , 缓步来前 , 但见红

男绿女 , 牵手偕行。”

【例句】公园里人群熙熙攘攘, 到处是

衣着入时的 ～。

红颜薄命
【注音】hónɡyán bómìnɡ

【释义】红颜: 指美女。薄命: 命运不

好。指美女的命运不好 , 或是早死,

或是婚姻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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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元·无名氏《鸳鸯被》第三折:

“总则我红颜薄命, 真心儿待嫁刘彦

明 , 偶然间却遇张舜卿。”

【例句】她结婚三次 , 丈夫都不幸死去,

真可说是 ～。

【近义】美人命薄

红豆相思
【注音】hónɡdòu xiānɡsī

【释义】红豆 : 相思树所结的籽实 , 色鲜

红或半红半黑, 古代用来象征爱情。

比喻男女相爱无法接近而引起的思

念。

【出处】唐·王维《相思》诗 : “红豆生南

国 , 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 此物

最相思。”

【例句】自从他们二人分手后, 书信不

断 , 每每抒发 ～之情。

红光满面
【注音】hónɡɡuānɡmǎn miàn

【释义】形容神采焕发的样子。

【例句】看他 ～的, 就知道事情准办妥

了。

【近义】容光焕发

【反义】垂头丧气

红装素裹
【注音】hónɡzhuānɡsùɡuǒ

【释义】素 : 白色丝织品。形容雪后天

晴 , 红日和白雪互相映照大地的美丽

景色。

【出处】毛泽东《沁园春·雪》: “须晴

日 , 看红装素裹 , 分外妖娆。”

【例句】时至冬日 , 到处一片 ～的景象。

【近义】粉妆玉琢

洪福齐天
【注音】hónɡfúqítiān

【释义】洪 : 大。福气大得如天宇一样。

多用来称颂帝王或有地位的人。

【出处】元·关汉卿《西蜀梦》: “这南阳

排叟村诸葛, 辅佐着洪福齐天汉帝

王。”

【例句】古代帝王没有一个是 ～的。

【近义】福如东海

【反义】祸不单行  灭顶之灾

洪水猛兽
【注音】hónɡs huǐměnɡshòu

【释义】洪水 : 暴涨的大水。猛兽 : 凶猛

的野兽。比喻极大的祸害。

【出处】《孟子·滕文公下》: “昔者禹抑

洪水而天下平; 周公兼夷狄、驱猛兽

而百姓宁。”

【例句】宗教反动势力把达尔文的生物

进化学说视同 ～, 拼命加以诋毁。

鸿鹄之志
【注音】hónɡhùzhīzhì

【释义】鸿鹄: 天鹅, 因天鹅叫声洪亮,

飞得很高。比喻远大的志向。

【出处】《吕氏春秋·士容》: “夫骥骜之

气 , 鸿鹄之志 , 有谕乎人心者’诚也。”

【例句】青少年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

奋斗的 ～。

鸿篇巨制
【注音】hónɡpiān jùzhì

【释义】鸿、巨 : 大。篇、制 : 指著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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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长、规模大的著作。指大部头作

品。

【出处】清·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

复盛时代》: “今鸿篇巨制, 照耀寰

区。”

【例句】闲暇时, 她只找些几百字上千

字的短小有趣的文章来消遣 , ～她是

从来不看的。

【近义】长篇大论

【反义】片言只字  言简意赅

鸿雁传书
【注音】hónɡyàn chuán shū

【释义】鸿雁: 大雁; 传书 : 传送信件消

息。用大雁来传送信件, 报告消息。

比喻用信件进行音信和感情的交流。

【例句】自从毕业分配后, 他俩 ～的历

史就开始了。

hou

侯门似海
【注音】hóu mén s ìhǎi

【释义】侯门: 王侯的门庭。形容王公

贵族门禁森严 , 不能随便出入。

【出处】唐·崔郊《赠去婢》: “侯门一入

深如海 , 从此萧郎是路人。”

【例句】父亲反对女儿嫁到富人家中去

的理由是 ～, 犹如把她卖掉一般。

猴年马月
【注音】hóu nián mǎyuè

【释义】猴、马 : 生肖。泛指无可指望的

未来岁月。

【例句】这个极为偏僻的小山村 ～也通

不了火车 , 只能用汽车运输。

猴头猴脑
【注音】hóu tóu hóu nǎo

【释义】像猴子那样好动。形容行动浮

躁。

【例句】这孩子跑野了 , 一点也没规矩 ,

～的。

后发制人
【注音】hòu fāzhìrén

【释义】发 : 发动。制: 制伏, 制胜。让

对方先动手 , 然后反击 , 制伏对方。

【出处】《荀子·议兵》: “上得天时, 下

得地利 , 观之变动, 后之发, 先之至,

此用兵之要术也。”

【例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我们不

妨先让一步 , 采取 ～的办法战胜敌

人。

【近义】以退为进

【反义】先发制人

【辨析】“制”不可写作“治”。

后会有期
【注音】hòu huìyǒu qī

【释义】期 : 日期。以后还有相会的时

候。

【出处】清代张南庄《何典》七回 : “你我

终身已定 , 后会有期。”

【例句】相信您一定会学成归国, 我们

～。

【辨析】～比喻再相见是有希望的 ; “来

日方长”比喻往后的日子很长。

·523·hónɡ- hòu鸿侯猴后



H  

后顾之忧
【注音】hòu ɡùzhīyōu

【释义】顾 : 回头看 , 照顾。后方或将来

有忧患 , 令人担心。现在常用以指影

响工作或家庭的困难。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徐奕传》:

“今使君统留事, 孤无复还顾之忧

也。”

【例句】领导很重视后勤工作, 办好食

堂、幼儿园 , 帮助科技人员解除 ～。

后来居上
【注音】hòu lái jūshànɡ

【释义】居 : 处在。后来的人或事物跃

居前面。原指资历浅的新人反而超

越于资格老的旧臣之上 , 表示不以为

然。现在指新老交替, 后来的胜过先

前的 , 表示赞许。

【出处】《史记·汲郑列传》: “陛下用群

臣如积薪耳 , 后来者居上。”

【典故】汉武帝在位期间, 汲黯从地方

调到中央任职 , 开始时, 担当太子的

属官。他为人十分严正、耿直, 太子

对他十分敬重 , 但他和同僚的关系却

很紧张 , 原因在于他容不得别人的卑

污言行。汲黯对刚正性格的人既敬

重又友善 , 而对阿谀奉承的人就很不

客气 , 尤其不能容忍言行不一的行

为 , 甚至包括皇帝本人。

有一次 , 汉武帝召来不少对儒家

思想很有研究的学者。他自称要弘

扬孔子的“仁学”。汲黯很坦诚地说:

“陛下有许多不良嗜好, 根本无法与

三皇五帝相比 , 何必故作高论呢?”

一句话说得汉武帝觉得很失尊严,

当着众臣又不便发火 , 但内心对汲黯

很不满意。武帝对大臣不够礼貌, 有

时在侧所接见大将军卫青 , 有时洗脚

时召见丞相商义朝政 , 但与汲黯见面

时却穿戴得整齐。一次 , 武帝在军营

中没戴帽子 , 见汲黯到军中向他汇报

工作 , 他急忙躲起来, 戴好帽子 , 才与

汲黯相见。

汲黯因作风正直被提升为主爵都

尉 , 地位仅低于丞相、御史大夫 , 为九

卿之一。有一次 , 匈奴有两万人向汉

朝投降 , 汉武帝命令长安县令为匈奴

准备马匹 , 但不给拨款。长安县令只

好向百姓无偿征用 , 百姓纷纷把马藏

起来。匈奴到达后, 缺乏马匹, 汉武

帝为此大为生气, 下令杀掉长安县

令。

汲黯很严肃地说: “你先杀了我,

再杀长安县令吧。匈奴投降, 我们不

杀了他们或把他们当作奴仆, 就够客

气了 , 为什么非配给马匹不可呢? 还

有 , 我们的马匹本来不多, 为匈奴而

杀自己的地方官 , 也太糊涂了。”

汉武帝觉得汲黯言之有理 , 只好下

令释放长安县令。不过从此对汲黯

更为不满 , 不给汲黯升级。汲黯风趣

地对汉武帝说: “陛下用人真像堆柴

草 , 把后边的放在上面 ( 用人如积薪 ,

使后来者居上。) ”

由于生性耿直 , 汲黯从此以后, 再

未得到提升。

【例句】在香港队对澳门队的篮球赛

上 , 香港队 ～, 赢了对方。

【近义】后生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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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每况愈下

后起之秀
【注音】hòu qǐzhīxiù

【释义】秀 : 指新生的拔尖的人物。后

来出现的或后辈中成长起来的优秀

人物。

【出处】清·吴趼人《发财秘诀》十回:

“想到他当案目的人 , 识的阔佬必多,

所以叫他来做式拉夫, 去拉生意, 因

此那淡如也起来了 , 办的事都是一帆

风顺 , 这些都是我辈后起之秀。”

【例句】文艺界涌现出一批 ～, 这是文

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

【近义】后生可畏

【反义】乳臭未干

后浪推前浪
【注音】hòu lànɡtuīqián lànɡ

【释义】后面的推动前面的波浪不断前

进 , 比喻新生的力量促使某物不停地

向前发展。也比喻人物的新陈代谢,

一代新人换旧人。

【出处】元·贾仲名《对玉梳》第一折:

“常言道后浪推前浪。”

【例句】长江 ～, 世上后人超前人。

后生可畏
【注音】hòu shēnɡkěwèi

【释义】后生 : 后辈 , 年轻一代。指年轻

人可以超越前辈, 他们是值得敬畏

的。

【出处】《论语·子罕》: “后生可畏, 焉

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

【例句】经理拍着小李的肩膀说, “～,

你的成绩比我做业务员的时候还好 ,

继续努力吧! ”

【近义】后起之秀

【反义】马齿徒增

后患无穷
【注音】hòu huàn wúqiónɡ

【释义】患 : 灾祸 , 忧患 ; 穷 : 穷尽。以后

的祸患没有穷尽。

【例句】纵容破坏森林、滥砍乱伐 , 是 ～

的事。

【反义】斩草除根

后悔莫及
【注音】hòu huǐmòjí

【释义】事后懊悔已经来不及了。

【例句】同学们过马路千万要小心, 否

则 , 万一被车撞了就 ～。

后继无人
【注音】hòu jìwúrén

【释义】继 : 接续, 继承。没有继承的

人。

【例句】现在狠抓青年教师的培训恰是

最好的时机 , 不然再过 3 年 , 骨干教

师将 ～。

【近义】后继乏人

【反义】后继有人

后继有人
【注音】hòu jìyǒu rén

【释义】继 : 接续、继承。有继承的人。

【例句】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

【反义】后继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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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此薄彼
【注音】hòu cǐbóbǐ

【释义】厚 : 指优待 , 重视。薄 : 亏待 , 指

轻视。重视或优待这一方, 轻视或亏

待另一方。

【出处】毛泽东《向国民党的十点要

求》: “至于各地方抗日力量, 则宜一

体爱护 , 不宜厚此薄彼。”

【例句】领导干部在群众中不能搞亲

疏 , 更不能 ～。

【反义】等量齐观  一视同仁

厚古薄今
【注音】hòu ɡǔbójīn

【释义】厚 : 重视; 薄 : 轻视。重视古代

的 , 轻视现代的。

【出处】宋·米芾《宝晋英光集·蚕

赋》: “由期而言 , 则予之功 , 非厚古而

薄今 , 时之异也。”

【例句】我们要向前看 , 不可一味地 ～。

【反义】厚今薄古

厚积薄发
【注音】hòu jībófā

【释义】厚 : 深厚 ; 积 : 聚 , 积累 ; 薄发 : 少

时地阐发。指有深厚的积累 , 就能得

心应手 , 挥洒自如。

【例句】他学识渊博 , 所以才能 ～, 写出

这么好的文章。

厚今薄古
【注音】hòu jīn bóɡǔ

【释义】厚 : 看重, 尊崇; 薄 : 轻视。重视

现代 , 把古代放在次要的地位。

【出处】宋·杨万里《文帝曷( hé) 不用

颇牧论》: “浅于知而深于思, 薄今而

厚古 , 岂特颇牧而已哉! ”

【例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也要汲取

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 片面地“～”是不

可取的。

【近义】颂古非今

【反义】厚古薄今

厚颜无耻
【注音】hòu yán wúchǐ

【释义】颜 : 脸面。脸皮厚 , 不知羞耻。

【出处】《诗经·小雅·巧言》: “巧言如

簧 , 颜之厚矣。”

【例句】像他这种 ～的人, 我才不跟他

来往呢!

【近义】恬不知耻

【反义】汗颜无地  无地自容

hu

呼风唤雨
【注音】hūfēnɡhuàn yǔ

【释义】原指神仙道士有呼唤风雨的法

术。后比喻支配大自然或推动社会

前进的力量。

【出处】宋·孙觌《罨溪行》: “罨画溪头

乌鸟乐 , 呼风唤雨不能休。”

【例句】都江堰工程巧夺天工, 造福全

川 , 表明我国劳动人民具有 ～的伟大

力量。

【近义】兴风作浪  推波助澜

【反义】息事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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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天抢地
【注音】hūtiān qiānɡdì

【释义】抢 : 碰 , 撞。对天呼叫, 用头撞

地。形容极其悲痛。

【出处】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十七

回 : “太公瞑目而逝, 合家大哭起来。

匡超人呼天抢地, 一面安排装殓。”

【例句】当她看到丈夫的遗体时 , ～, 哭

得死去活来。

【近义】痛不欲生  痛哭流涕

【反义】兴高采烈

呼幺喝六
【注音】hūyāo hèliù

【释义】喝 : 叫。幺、六 : 赌博工具色子

上的圆点。幺是一点 , 六是六点。形

容赌博掷色子时希望得彩而大声呼

叫的情形。也形容盛气凌人 , 大声呵

斥。

【出处】明·吾邱瑞《运甓记·纫衣被

贼》: “赢来时呼么 ( 幺) 喝六, 闹里夺

尊。”

【例句】这一伙人半夜三更还在赌钱,

～, 吵个不停 , 周围居民的意见很大。

【返义】呼卢喝雉

【反义】低声下气

呼朋唤友
【注音】hūpénɡhuàn yǒu

【释义】呼唤、邀约自己的朋友。

【出处】清·华广生《白雪遗音·马头

调·逛窑子》: “呼朋唤友把窑子进。

身入迷魂 , 装烟倒茶 , 好不殷勤。”

【例句】阳光明媚的春天 , 人们都 ～, 外

出游玩。

【近义】呼朋引类

【反义】单枪匹马

呼朋引类
【注音】hūpénɡyǐn lèi

【释义】朋 : 朋友 ; 引 : 带领。招呼朋友。

带领同类。指招引气味相投的人聚

集到一起来。

【出处】明·张岱《陶庵梦忆·扬州清

明》: “博徒持小杌坐空地⋯⋯呼朋引

类 , 以钱掷地 , 谓之跌成。”

【例句】这个小伙子游手好闲 , 专能 ～,

胡打乱闹。

呼吸相通
【注音】hūxīxiānɡtōnɡ

【释义】呼气吸气, 互相贯通。比喻同

呼吸 , 同命运 , 有共同的思想和利害

基础。

【例句】班级干部只有和同学们 ～, 才

能做好班级工作。

呼之即来, 挥之即去
【注音】hūzhījílái, huīzhījíqù

【释义】之 : 代词。一招呼就来 , 一挥手

就去。形容随意呼唤、驱使别人。也

指服从调遣 , 指挥灵验。

【出处】宋·苏轼《王仲仪真赞序》: “至

于缓急之际 , 决大策 , 安大众, 呼之则

来 , 挥之则散者 , 唯世臣巨室为能。”

【例句】那条狗被训得十分驯服, 真是

～。也作“招之即来 , 挥之即去”。

【辨析】“即”不可写作“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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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之欲出
【注音】hūzhīyùchū

【释义】形容人物画像极其逼真, 似乎

叫他一声就能从画里走出来一样。

后也形容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生动。

【出处】宋·苏轼《郭忠恕画赞序》: “恕

先在焉 , 呼之或出。”

【例句】这篇小说的主人公, 被作者刻

画得惟妙惟肖 , 似乎 ～。

【近义】惟妙惟肖  栩栩如生

【反义】画虎类狗

��吞枣
【注音】húlún tūn zǎo

【释义】�� : 也作“鹘仑”、“混沦”, 整

个的 , 完整的。把枣整个儿吞下去,

不咀嚼 , 不辨滋味。比喻理解事物笼

统含混或学习时生吞活剥, 不求甚

解。

【出处】宋·朱熹《答许顺之》三: “今动

不动便先说个本末精粗无二致 , 正是

鹘仑( ��) 吞枣。”

【典故】隋朝到清代的 1200 多年间 , 做

官的途径大致有四个方面 : 父亲的职

位很高 , 儿子可以凭借特权, 子承父

业直接当官 ; 或者立下军功也可以授

职 ; 还有就是有当大官的推荐, 也能

得到做官的机会 ; 但大多数人都不具

备这些条件, 他们只能通过科举考

试 , 取得做官的资格。而这种资格的

取得又十分不容易, 要通过县考、府

考 , 省试、会试等四道关口, 成为进士

以后才能当官 , 仕途艰难真正是万马

千军过独木桥的局面。

考试的内容涉及经 ( 经典著作, 如

《伦语》、《周礼》) 、史 ( 历代正史, 如

《史记》、《汉书》) , 还有诗。形式只

有两种 , 一是作诗 , 二是作文, 这些就

形成了我国的传统文化。

这期间 , 有个人考试屡屡失败 , 县

考通过以后 , 使出吃奶的力气也闯不

过府考的关口, 连秀才都考不中。他

百思不解。

一天他大宴宾客 , 请来亲友帮他探

讨屡败的原因。酒足饭饱之后 , 他拿

水果招待客人 , 他自己则一个又一个

地大口吃梨 , 一连吃下十几个。

宾客中 , 有位精通医道的人对他

说 : “梨吃得太多对牙齿虽有些好处 ,

但容易伤脾 , 要适量才好。”

这个人问 : “我吃枣怎么样, 吃多

也会出问题吗?”

精通医道的人说: “枣子对脾有

益 , 但对牙齿有害 , 也不能多吃。”

这个人低头想了想, 说 : “这事容

易 , 我吃梨时, 只嚼不咽, 吃枣时, 我

不用牙嚼 , ��咽下去 , 这样, 既能保

护牙齿 , 又对脾大有好处。”说着拿起

一个枣 , ��吞了下去。

精通医道的人说 : “能否把你平日

的练习文章拿来看看。”

这个人把自己的文章拿出几篇 , 送

给对方。对方仔细看完 , 说 : “你的诗

不合韵律 , 文章欠通顺, 好几处典故

用的不是地方, 误解了原意, 大概你

看书也像吃枣一样, ��吞下, 不然

不会如此。”

那人承认看书不仔细 , 不思考。后

来改掉了毛病 , 学问开始进步, 据说 ,

·033· hū- hú 呼�



 H

考中了进士。

【例句】与其 ～地看十本书, 倒不如认

认真真地看一本书。

【近义】不求甚解  生吞活剥

【反义】含英咀华  融会贯通

狐假虎威
【注音】hújiǎhǔwēi

【释义】假借别人的威势 , 来吓唬人。

【出处】《战国策·楚策一》: “虎求百兽

而食之, 得狐。狐曰 : ‘子无敢食我

也。天帝使我长百兽 , 今子食我, 是

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 , 吾为子

先行 , 子随我后, 观百兽之见我而敢

不走乎! ’虎以为然, 故遂与之行, 兽

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 , 以

为畏狐也。”

【典故】一位名叫江一的大臣回答说:

“我先打一个比方。一次一个老虎想

吃掉一只狐狸。狐狸说 : ‘天帝叫我

做百兽之王, 你不能吃我。如果你不

信 , 我可以走在你的前面, 看是不是

野兽见我都被吓跑了。’老虎就真的

跟着狐狸走, 果然野兽见着都吓跑

了。如今大王有土地千里, 军队百

万 , 让昭吴恤掌管军队, 当然北方人

就畏惧他了。”

【例句】旧社会 , 汉奸 ～欺压人民 , 最终

没能逃脱历史严正的判决。

【近义】狗仗人势

狐狸尾巴
【注音】húlíwěi bā

【释义】古代传说狐狸能变成人形来迷

惑人 , 但它的尾巴却变不了, 往往被

人抓住尾巴 , 露出了真相。常用来比

喻坏人的本来面目或阴谋伎俩的证

据。

【出处】清·壮者《扫迷帚》十三回 : “惜

此女尚无人发覆 , 所以狐狸尾巴还未

显出。”

【例句】不管怎样狡猾的敌人, ～最终

会露出来的。

狐朋狗友
【注音】húpénɡɡǒu yǒu

【释义】比喻不干正经事的朋友、伙伴。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十回 : “恼

的是那狐朋狗友, 搬弄是非, 调三窝

四。”

【例句】你别跟这帮 ～来往了, 现在洗

手不干还来得及。

【近义】狐群狗党

【反义】金兰契友

狐群狗党
【注音】húqún ɡǒu dǎnɡ

【释义】比喻勾结在一起的坏人。

【出处】《文曲选·无名氏〈气英布〉

四》“逐看那狐群狗党。”

【例句】你们这帮 ～, 别以为很得势 , 警

察一来 , 你们谁也逃不掉。

【近义】狐朋狗友

【反义】群而不党

【辨析】“狐”不可写作“孤”。 ～多指

一群有帮派的坏人 , “狐朋狗友”则指

一帮乌合之众。

狐死首丘
【注音】hús ǐshǒu qi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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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首丘: 头向着山丘。传说狐狸

死的时候 , 头要正向着狐穴所在的山

丘。比喻不忘本始。也比喻怀念故

乡。

【出处】战国·楚·屈原《九章·哀

郢》: “鸟飞反故乡 , 狐死必首丘。”

【例句】落叶归根 , ～, 我怎能不思念故

乡呢?

【近义】叶落归根

狐疑不决
【注音】húyíbùjué

【释义】像狐狸一样遇事多疑, 犹豫不

决。形容遇事犹豫 , 不能果断处理。

【出处】南朝( 宋) 范晔《后汉书·刘表

传》: “表狐疑不断 , 乃遣嵩诣操 , 观望

虚实。”

【例句】他做事优柔寡断 , ～, 常常坐失

良机。

【近义】优柔寡断

【反义】当机立断

胡搅蛮缠
【注音】hújiǎo mán chán

【释义】胡搅 : 捣乱 , 狡辩 ; 蛮缠 : 不讲理

地一味纠缠。指不讲道理, 死皮赖脸

地胡乱纠缠。

【例句】我们在洽谈生意, 你为啥跑来

～! 张口就骂人 , 你太不像话了!

【近义】无理取闹

【反义】据理力争

胡说八道
【注音】húshuōbādào

【释义】说话不符合事实 , 或没有道理,

瞎说一阵。

【出处】清·石玉昆《三侠五义》七回:

“小妇人告诉他兄弟已死 , 不但不哭 ,

反倒向小妇人胡说八道。”

【例句】对于不知道的事 , 就不要 ～。

【近义】胡言乱语  信口雌黄

胡思乱想
【注音】hús īluàn xiǎnɡ

【释义】胡 : 任意妄为。没有事实根据

的瞎想。

【出处】宋·朱熹《朱子语类》十四 : “若

心未能静安 , 则总是胡思乱想, 如何

是能虑?”

【例句】老师劝诫我们切勿 ～, 应趁年

轻集中精力学习。

【近义】痴心妄想

【反义】清心寡欲

【辨析】～和“异想天开”都有不切实际

瞎想的意思。但 ～还可指思想杂乱 ;

“异想天开”指想得离奇、荒唐。

胡言乱语
【注音】húyán luàn yǔ

【释义】没有根据在胡说乱扯。

【出处】明·陶宗仪《辍耕寻》: “铺眉苫

眼早三公 , 裸袖揎拳享万钟, 胡言乱

语成时用。”

【例句】此人满嘴 ～, 甚是令人讨厌。

胡作非为
【注音】húzuòfēi wéi

【释义】胡 : 任意妄为。行为无理 , 任意

乱来。

【出处】《儿女英雄传》二十二回 : “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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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要成全这个女孩儿 , 岂有由她胡

作非为。”

【例句】他 ～, 把先人创下来的基业 , 不

到三年就搞垮了。

【近义】无法无天

【反义】安分守己

湖光山色
【注音】húɡuānɡs hān sè

【释义】湖上风光明净, 山中景色多彩

多姿。形容美好的自然风景。

【例句】江南的 ～, 明媚多姿。

糊里糊涂
【注音】húlǐhútú

【释义】认识模糊, 不明事理。也形容

思想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

【例句】他刚进来 , 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就跟着 ～地起哄。

虎背熊腰
【注音】hǔbèi xiónɡyāo

【释义】像虎那样宽厚的背, 像熊那样

粗壮的腰。形容肢体粗大强壮。

【出处】元·无名氏《飞刀对箭》二折:

“这厮倒是一条好汉, 狗背驴腰的。

哦 , 是虎背熊腰。”

【例句】老李长得 ～的。

【近义】身强力壮

【反义】弱不禁风

虎踞龙盘
【注音】hǔjùlónɡpán

【释义】踞 : 蹲。盘 : 也作“蟠”, 盘曲地

伏着。像虎蹲着 , 像龙盘曲。形容地

势雄伟险要。指雄伟险要的地方。

常特指南京 , 因南京地势雄伟险要,

西面的石头城 ( 在今南京市清凉山 )

像蹲着的虎, 东面的钟山像盘曲的

龙。

【出处】晋代张勃《吴录》: “钟山龙蟠 ,

石城虎踞。”

【例句】江西四百年后 , 有地名曰西水 ,

～, 水绕山环。

虎口拔牙
【注音】hǔkǒu báyá

【释义】到老虎嘴里拔牙, 比喻深入险

地除掉有害的人或物。

【出处】元·弘济《一山国师语录》: “苍

龙头上拶折角 , 猛虎口中拔得牙。”

【例句】洛阳令居然 ～, 把汉光武帝的

大姐湖阳公主家为非作歹的仆人抓

去 , 就地正法。

虎口余生
【注音】hǔkǒu yúshēnɡ

【释义】从虎嘴里逃了出来。比喻经历

了极大的危险 , 幸而保存下来生命。

【出处】《庄子·盗跖》: “孔子曰: ‘然。

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 疾走料虎头,

编虎须 , 几不免虎口哉! ’”

【例句】他从敌人的枪口下逃出来, 真

有点 ～的感觉。

【近义】大难不死  劫后余生  绝处逢

生 九死一生

虎落平川
【注音】hǔluòpínɡchuān

【释义】老虎离开藏身的山林, 落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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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里。比喻人才离开良好的环境来

到条件差的地方 , 难以发挥其所长。

也比喻有势者后来失势。

【出处】清·钱彩《说岳全传》四十回:

“虎落平川被犬欺。”

【例句】一场政治运动后, 一批文人被

送到农村接受改造。尽管有些人心

中颇有 ～的感觉 , 但谁也不敢说出

来。

【近义】落毛凤凰

虎入羊群
【注音】hǔrùyánɡqún

【释义】老虎跑进羊群。比喻强者冲入

弱者中间 , 为所欲为。

【例句】日本侵略者闯入南京城, 如 ～

一般 , 任意杀戮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反义】虎落平川

虎视眈眈
【注音】hǔshìdān dān

【释义】眈眈: 注视的神态。像老虎那

样凶狠而贪婪地注视着。

【出处】《周易·颐》: “虎视眈眈 , 其欲

逐之。”

【例句】解放前 , 各帝国主义国家都 ～,

妄图把旧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虎头蛇尾
【注音】hǔtóu shéwěi

【释义】头像虎的头那样大, 尾像蛇的

尾那样细。形容做事情不能善始善

终。

【出处】元·康进之《李逵负荆》二折:

“这厮敢狗行狼心 , 虎头蛇尾。”

【例句】任何工作都要善始善终, 决不

能 ～。

【近义】有始无终

【反义】善始善终

户枢不蠹
【注音】hùs hūbùdù

【释义】户枢: 旧式木门的门轴; 蠹 : 蛀

虫 , 指蛀蚀。经常转运动的东西不易

被蛀蚀。比喻经常运动的东西不易

受外物的侵蚀。

【出处】宋·张君房《云笈七签》: “流水

不腐 , 户枢不蠹 , 以其势动不息也。”

【例句】流水不腐 , ～, 人的身体也是这

样 , 只有经常锻炼才能保持健康的体

魄。

怙恶不悛
【注音】hùèbùquān

【释义】怙 : 依恃, 坚持。悛 : 悔改。坚

持作恶 , 不肯悔改。

【出处】《左传·隐公六年》: “长恶不

悛 , 从 自及也。虽欲救之 , 其将 能

乎?”

【例句】这 ～的大盗, 判处极刑是最适

当不过的。

【近义】执迷不悟

【反义】洗心革面

huɑ

花好月圆
【注音】huāhǎo yuèyuán

【释义】花正好, 月正圆。比喻美好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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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的家庭生活。常作新婚贺词。

【出处】宋·张先《木兰花》: “人意共怜

花月满 , 花好月圆人又散。欢情去逐

远云空 , 往事过如幽梦断。”

【例句】他俩夫妻恩爱, ～, 真令人羡

慕。

【反义】花残月缺

花红柳绿
【注音】huāhónɡliǔlǜ

【释义】花色鲜红 , 柳丝青绿 , 指春天的

景色 , 也形容颜色鲜艳纷杂。

【出处】唐·薛稷《饯唐永昌》: “更思明

年桃李月 , 花红柳绿宴浮桥。”

【例句】年轻姑娘们打扮得 ～的, 都来

参加晚会了。

花花公子
【注音】huāhuāɡōnɡzǐ

【释义】指穿着华丽、不务正业、只知吃

喝玩乐的富贵人家子弟。

【出处】清·张南庄《何典》六回 : “活死

人便知他是个仗官托势的花花公子

了。”

【例句】你别看他衣冠楚楚、潇洒风流

的样子 , 其实也有些真才实学, 并非

～。

【近义】纨皅子弟

花花绿绿
【注音】huāhuālǜlǜ

【释义】形容颜色鲜艳纷繁。

【出处】《放风筝》: “风筝花花绿绿, 各

式各样。”

【例句】店里摆满了 ～的玩具, 听说都

是一个民间艺人用手工做成的。

花信年华
【注音】huāxìn nián huá

【释义】比喻女人年龄到了 24 岁。

【例句】我表妹已届 ～, 但她为了事业 ,

一再推迟婚期。

花街柳巷
【注音】huājiēliǔxiànɡ

【释义】比喻妓女所居住或出入的地

方。

【出处】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

“新声巧笑于花街柳巷, 按管调弦于

茶坊酒肆。”

【例句】那种 ～之地, 我们千万不要靠

近。

花花世界
【注音】huāhuāshìjiè

【释义】指繁华热闹的地区或供吃喝玩

乐的场所。也泛指人世间。

【出处】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还有个别的人⋯⋯看到了花花世

界 , 看到了金钱美色, 他们就动摇起

来。”

【例句】香港这个 ～, 对这个花花公子

来说 , 简直是如鱼得水。

花里胡哨
【注音】huāli húshào

【释义】指颜色鲜艳繁杂。也形容人浮

华 , 不踏实。也作“花狸狐哨”、“花藜

胡哨”、“花丽胡哨”。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十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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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这个害黄病的房子, 花狸狐哨

的门扇。”

【例句】严禁 ～, 浮夸虚报, 成绩是成

绩 , 不足就是不足。

【近义】五颜六色

花甲之年
【注音】huājiǎzhīnián

【释义】花甲: 用天干和地支互相配合

作为纪年 , 六十年为一花甲, 也叫做

一个甲子 , 指六十岁。

【出处】宋·计有功《唐诗纪事》: “( 赵

牧) 大中、咸通中 , 效李长吉为短歌,

对酒曰 : ‘⋯⋯手�-六十花甲子, 循环

落落如弄珠。’”

【例句】再过两个月王教授就到 ～了,

几个学生正在商量怎样为他祝寿。

花前月下
【注音】huāqián yuèxià

【释义】指景色优美的场所。今多指男

女谈情说爱幽会的地方。

【出处】明·胡文焕《群音类选·红叶

记·红叶重逢》: “花前月下, 几度销

魂 , 未识多情面 , 空遗泪痕。”

【例句】想着远方的情人 , 忆及 ～, 她感

到孤独寂寞 , 不免暗自心伤。

【近义】花朝月夕

花容月貌
【注音】huārónɡyuèmào

【释义】如花妩媚的容颜, 像圆月般的

丰润。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第六十二

回 : “那公主花容月貌, 有二十分人

才。”

【例句】这位小姐不仅长得 ～, 而且才

华横溢。

【近义】国色天香

【反义】面目可憎

【辨析】“容”不可写作“荣”。

花天酒地
【注音】huātiān jiǔdì

【释义】名花美酒的境界。旧指妓院、

酒楼等场所。也形容沉迷在酒色之

中的生活。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二十

回 : “贾某总办河工, 浮开报销, 滥得

保举。到京之后 , 又复花天酒地, 任

意招摇。”

【例句】这家伙过惯了 ～的生活, 现在

蹲大牢 , 怎么熬得住。

【近义】纸醉金迷  风花雪月

【反义】节衣缩食  艰苦朴素

花样翻新
【注音】huāyànɡfān xīn

【释义】从旧的式样中变化出新的花样

来。

【出处】清·孙道乾《小螺庵病榻忆语》

附录·姜葆初《用十五咸全韵》: “天

吴柴凤绣垂缪 , 花样翻新新色嵌。”

【例句】电视上的广告常常 ～。

【近义】除旧布新

【反义】老调重弹

花团锦簇
【注音】huātuán jǐn cù

【释义】簇 : 聚集。鲜花围成团 , 锦绣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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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堆。形容色彩缤纷、灿烂绚丽的景

象。

【出处】《儒林外史》三回: “那七篇文

字 , 做的花团锦簇一般。”

【例句】公园里 ～, 景色宜人。

【近义】繁花似锦

【反义】朴素无华

花言巧语
【注音】huāyán qiǎo yǔ

【释义】花哨巧妙的言语。指华而不实

的话。也指虚伪动听的谎话或以动

听的话语骗人。

【出处】宋·朱熹《朱子语类》: “‘巧

言’即今所谓花言巧语。”

【典故】《西厢记》中有一段红娘捎书的

故事。

张生爱慕莺莺 , 写了一封情书, 托

莺莺的丫环红粮 , 悄悄带给莺莺。莺

莺也爱慕张生 , 但是老夫人 ( 莺莺的

母亲) 不许他们相爱, 只准他们以兄

妹之礼相待。因此莺莺看了书信 , 不

敢表露喜色 , 却故意装作发怒 , 说道:

“我是相国的小姐, 谁敢将这柬帖送

来戏弄我! ”还骂了红娘几句 , 当即写

了回信 , 让红娘即刻送回去 , 并且说:

“看他下次再敢这般! ”其实回信中写

的即是密约张生夜间在月下相会。

莺莺的这般作为 , 早被聪明伶俐的红

娘识破 , 心里暗觉好笑。当她替莺莺

给张生送回信时, 便调皮地问莺莺

道 :

“小姐的信里写的是什么内容?

莫不是用心拨雨撩云? 我好意为你

传书寄信 , 你却骗我与他毫无关系。

如今 , 我已经看出你们的破绽来了。

小姐为什么心跳、脸红?”

莺莺笑道 : “我和张生是以兄妹相

称 , 怎敢如此! ”

红娘道 : “小姐人前莫要巧语花言

了 , ———没人的时候便想张生, 背地

里愁眉苦脸, 流眼泪。放心吧, 你的

回信我一定送到, 你们的事, 我一定

替你们瞒着不说。”

红娘的一番话, 说得崔莺莺低着

头 , 满脸涨红而又眉开眼笑。

【例句】如今他的 ～还能骗得了谁呢?

【近义】甜言蜜语

【反义】肺腑之言

花枝招展
【注音】huāzhīzhāo zhǎn

【释义】招展: 舒展。鲜艳的花枝迎风

摇摆。形容妇女打扮得非常妖艳, 惹

人注目。

【出处】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三十

二回 : “两个唱的, 打扮出来, 花枝招

展。”

【例句】参加“三八”节游园活动的妇

女 , 个个 ～, 可谓秀色争春!

【近义】浓妆艳抹

【反义】椎髻布衣

华而不实
【注音】huáér bùs hí

【释义】华 : 通“花”, 开花。实 : 结果实。

只开花, 不结果。比喻空有其表, 没

有实在的内容。

【出处】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华

而不实 , 脆而不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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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的东西是不可取的。

【近义】虚有其表

【反义】开花结果

哗众取宠
【注音】huázhònɡqǔchǒnɡ

【释义】哗 : 喧哗 , 轰动。以浮夸的言辞

博取众人的欢心。

【出处】汉·班固《汉书·艺文志》: “然

惑者既失精微, 而辟者又随时抑扬,

违离道本 , 苟以哗众取宠。”

【例句】这种态度 , 有实事求是之意 , 无

～之心。

【反义】实事求是

化腐朽为神奇
【注音】huàfǔxiǔwéi shén qí

【释义】把腐朽无用的东西化为神妙美

好而有用的东西。

【出处】《庄子·知北游》: “臭腐复化为

神奇 , 神奇复化为臭腐。”

【例句】这些根雕充分显示出作者 ～的

技艺。

【近义】点石成金

化干戈为玉帛
【注音】huàɡān ɡēwéi yùbó

【释义】干、戈 : 古代兵器, 借指战争。

玉帛 : 玉器及丝织品, 古代国际交往

的礼物 , 借指和平。比喻把战争变成

和平。

【出处】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 “袁宫

保派兄弟来的使命 , 是想劝都督化干

戈为玉帛。”

【例句】～, 这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

心愿。

【反义】大动干戈

化为泡影
【注音】huàwéi pào yǐnɡ

【释义】泡 : 水泡 ; 影 : 物体的影子。变

成像水泡的影子那样迅速消失的东

西。比喻转眼就全部落空。

【例句】他的美梦一下子就 ～了。

化为乌有
【注音】huàwéi wūyǒu

【释义】乌有 : 不存在 , 没有。变得什么

也没有了。

【出处】宋·苏轼《章质夫送酒六壶 , 书

至而酒不达 , 戏作小诗问之》: “岂意

青州六从事 , 化为乌有一先生。”

【例句】大火四起 , 那间小木屋顿时 ～。

【近义】毁于一旦

化险为夷
【注音】huàx iǎn wéi yí

【释义】夷 : 平坦 , 平安。转危为安。

【出处】唐·韩云卿《平蛮颂序》: “化险

阻为夷途。”

【例句】飞机在降落前的两分钟, 幸好

驾驶员镇静沉着 , 才 ～。

【近义】转危为安

【反义】泰极而否

化整为零
【注音】huàzhěnɡwéi línɡ

【释义】把整体力量分成许多零散部

分 , 多指部队由集结变为分散。

【出处】朱德《论抗日游击战争》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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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游击队如果不是在随时可以集

中的条件之下 , 并不以‘化整为零’做

经常的原则。”

【例句】防守城市的部队 , 撤退后即 ～,

在城周围不断袭击敌人。

【反义】反零为整

化敌为友
【注音】huàdíwéi yǒu

【释义】本来是敌人, 设法使他变为好

友。

【例句】这位政治家的成功, 靠的就是

～的谋略。

画饼充饥
【注音】huàbǐnɡchōnɡjī

【释义】画饼子来吃, 以缓解饥饿。比

喻虚假的东西于实际无补。也比喻

以空想来安慰自己。

【出处】《三国志·魏志·卢毓传》: “选

举莫取有名 , 名如画地作饼, 不可�

也。”

【例句】你那样做不过是 ～, 实际上于

事无补。

【近义】望梅止渴

画地成图
【注音】huàdìchénɡtú

【释义】指在地上画成地图, 以说明地

理形势。形容点画成章 , 才能超群。

【出处】汉·班固《汉书·张安世传》:

“( 霍光) 问千秋战斗方略 , 山川形势,

千秋口对兵事, 画地成图 , 无所忘

失。”

【例句】面试时, 他对答如流, ～, 主考

官十分满意 , 当场决定录用他。

【反义】画虎类狗

画地为牢
【注音】huàdìwéi láo

【释义】牢 : 监狱。相传上古时 , 在地上

画个圈 , 令犯人站在圈中 , 以示惩罚 ,

类似后代的监牢。原指在地上画个

圈当作监牢。后比喻严格限制活动

范围。

【出处】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故

士有画地为牢 , 势不可入, 削木为吏。

议不可对 , 定计于鲜也。”

【例句】改革中应大胆尝试, 我们不应

～, 束缚前进的脚步。

【近义】故步自封

画虎类狗
【注音】huàhǔlèi ɡǒu

【释义】类 : 类似 , 像。本想画老虎, 结

果反倒画得像条狗。比喻好高骛远 ,

不能实现目标 , 反而闹笑话。

【出处】《后汉书·马援传》: “效杜季良

不得 , 陷为天下轻薄子, 所谓画虎不

成反类狗者也。”

【例句】做事要脚踏实地 , 切不可 ～。

【近义】刻鹄类鹜

【反义】邯郸学步  呼之欲出

画龙点睛
【注音】huàlónɡdiǎn jīnɡ

【释义】画龙时先画龙的全身, 最后在

眼眶内点上眼珠子。比喻文艺创作

或讲话在紧要之处着上关键的一笔 ,

或用一两句精彩的话点明要旨 , 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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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精辟传神 , 生动有力。后也泛指

处事突出重点。

【出处】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

七 : “( 梁 ) 武帝崇饰佛寺, 多命 ( 张)

僧繇画之, ⋯⋯又金陵安乐寺四白

龙 , 不点眼睛, ⋯⋯固请点之, 须臾,

雷电破壁 , 两龙乘云腾去上天, 二龙

未点睛者见在。”

【例句】该章的末段起到了 ～的作用。

【近义】点石成金  锦上添花

【反义】弄巧成拙

【辨析】“睛”不可写作“晴”。

画蛇添足
【注音】huàshétiān zú

【释义】蛇画得好好的, 又平空添上几

只脚。比喻多此一举。

【出处】《战国策·齐策二》: “楚有祠

者 , 赐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谓曰 : ‘数

人饮之不足 , 一人饮之有余; 请画地

为蛇 , 先成者饮酒。’一人蛇先成, 引

酒且饮之, 乃左手持卮, 右手画蛇,

曰 : ‘吾能为之足。’未成, 一人之蛇

成 , 夺其卮曰: ‘蛇固无足, 子安能为

之足’? 遂饮其酒。”

【典故】战国时期, 楚怀王昭阳为大将

军 , 率雄兵十万攻打魏国。昭阳善于

用兵 , 作战勇猛, 很快摧垮了魏国的

精锐部队 , 攻陷魏国八座城池。昭阳

为了进一步显示自己的指挥才能 , 乘

楚军士气旺盛 , 又调兵遣将, 准备东

征齐国。

消息传到齐国 , 齐王很惊恐 , 派陈

轸为使者 , 到昭阳军中, 劝止他不要

对齐国兴兵。

陈轸见到昭阳 , 先奉承他的赫赫战

功。接着很礼貌地问 : “按贵国的规

定 , 将军立下如此大功, 能提升你的

职务吗?”

陈轸说 : “有这样一件事, 我说给

将军听听。楚国有个管理祠堂的官

员 , 祭祀典礼结束以后, 把一壶祭祀

用过的酒赏给手下的人喝。但是酒

少人多 , 每人喝一口, 喝不出酒意, 给

一个人喝则恰到好处, 可给谁喝呢?

这时有人提议, 众人各画一条蛇, 先

画完蛇的人可独自享用那壶酒。提

议很有趣 , 众人一致同意。一个人很

快把蛇画好了。他把酒壶拿过来, 准

备喝个痛快。他看其他的人仍在努

力作画 , 为了显示他的高明, 他放下

酒壶 , 在已经画好的蛇身上又添了四

只脚。这时 , 另一个人也画好了蛇,

一把夺过酒壶说 : ‘蛇是没有脚的 , 有

脚的不是蛇 , 我是第一个画完的, 这

壶酒理应归我。’此人说完, 理直气

壮 , 有滋有味地把酒喝掉了。

昭阳迷惑不解地问: “先生你大老

远从齐国跑到我这儿 , 该不是专程说

故事的吧?”

陈轸说 : “当然不是。您奉命攻魏

国 , 连克八座城池, 斩获魏军将士甚

众 , 战功卓著, 楚国上下人人皆知。

我以为正好趁此收兵 , 而您却要移师

伐齐 , 即使伐齐获胜, 也不能得到提

升 , 更不能得到多的赏赐。万一战

败 , 则伐魏之功付诸东流, 兵法上说

‘兵无常势 , 水无常形’, 我为将军打

算 , 不必多此画蛇添足之举, 不知将

军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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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阳沉思好一会, 说 : “先生说得

对 , 不是您的指教, 我就成了画蛇添

足的傻瓜了。谢谢先生。”

昭阳立即下令退兵。陈轸圆满完

成了使命。

【例句】我叫你去街上买菜, 可没有叫

你做菜 , 真是 ～。

【近义】狗尾续貂

【反义】恰到好处

话不投机
【注音】huàbùtóu jī

【释义】投机: 意见相同。形容谈话时

情趣不一致 , 意见不相合。

【出处】元·贾仲名《对玉梳》二折 : “话

不投机一句多。”

【例句】不知是天冷风寒 , 还是 ～, 两人

的谈话不欢而散。

【反义】酒逢知己

话中有话
【注音】huàzhōnɡyǒu huà

【释义】话语中包含着没有明说的意

思。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一百十

回 : “邢夫人等听了话中有话 , ⋯⋯”

【例句】李云齐听出刘罗锅 ～, 说 : “你

不想马上接受收编也可以。”

【近义】言外之意

【反义】直言不讳

huɑi

怀才不遇
【注音】huái cái bùyù

【释义】有才学而没有被赏识重用。

【出处】清·吴敬渠《野叟曝言》: “高曾

祖考 , 俱是怀才不遇的秀才。”

【例句】孟浩然的诗歌抒发了他 ～的感

慨。

【近义】明珠暗投  生不逢辰

【反义】飞黄腾达

怀古伤今
【注音】huái ɡǔs hānɡjīn

【释义】怀念往古, 哀叹现今。指一种

倒退、悲观的思想情绪。

【例句】那些 ～的文艺作品, 宣扬一种

复古倒退、悲观失望的思想情绪, 最

终会受到人民大众的唾弃。

【反义】厚今薄古

怀恨在心
【注音】huái hèn zài xīn

【释义】怀 : 怀藏。把怨恨藏在心里。

形容对人记下仇恨。

【出处】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二十

四 : “皮氏 , 想你见那男子弃旧迎新,

你怀恨在心 , 药死亲夫, 此情理或有

之。”

【例句】他对此事一直 ～。

【近义】耿耿于怀

怀瑾握瑜
【注音】huái jǐn wòyú

【释义】瑾、瑜: 美玉。怀中揣着瑾, 手

里握着瑜。比喻具有纯洁高尚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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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与志向。

【出处】唐·姚思廉《梁书·庾肩吾

传》: “是以握瑜怀瑾之士, 瞻郑邦而

知退; 章甫翠履之人, 望闽乡而叹

息。”

【例句】屈原 ～, 却遭到放逐的命运。

【近义】鸡犬升天

huɑn

欢蹦乱跳
【注音】huān bènɡluàn tiào

【释义】欢乐地蹦蹦跳跳。形容活泼健

康。也形容非常欢乐。

【例句】在迎新春的爆竹声中, 孩子们

乐得 ～。也作“欢迸乱跳”。

【近义】欢欣雀跃

欢呼雀跃
【注音】huān hūquèyuè

【释义】高兴地喊叫, 像麻雀似的跳跃

着。形容快乐的情景。

【例句】听到上级领导要来工地慰问,

工人们 ～, 奔走相告。

【近义】欢蹦乱跳

【反义】闷闷不乐

欢聚一堂
【注音】huān jùyītánɡ

【释义】欢乐地聚集在一起。

【例句】校庆那天 , 新老同学 ～, 给幽静

的校园带来了热闹。

【反义】不欢而散

欢声雷动
【注音】huān xhēnɡléi dònɡ

【释义】欢呼声像打雷一样震动全场。

形容群众热烈欢呼的场面。

【出处】宋·陆游《太液黄鹄歌》: “欢声

如雷动天地。”

【例句】话音刚刚落地 , 孩子们 ～, 一片

沸腾。

【近义】欢呼雀跃

欢天喜地
【注音】huān tiān xǐdì

【释义】形容非常喜悦。

【出处】元·杜仁杰《商调集贤宾·七

夕》: “争妍斗巧 , 笑声举 , 欢天喜地。”

【例句】孩子们在草坪上打雪仗, 堆雪

人 , 玩得 ～。

【近义】欢欣鼓舞

【反义】切肤之痛

欢欣鼓舞
【注音】huān xīn ɡǔwǔ

【释义】欢欣 : 欢乐 , 兴奋。鼓舞 : 振奋。

欢乐激动 , 精神振奋。

【出处】宋·苏轼《上知府王龙图书》:

“方其团急时, 箪瓢之馈, 愈于千金,

是故莫不欢欣鼓舞之至。”

【例句】全国人民 ～地迎来了新的一

年。

【近义】欢天喜地  欢喜若狂

【反义】黯然销魂

缓兵之计
【注音】huǎn bīnɡzhījì

·243· huān- huǎn 欢缓



 H

【释义】缓 : 延缓。延缓对方进攻的计

策。比喻暂时使事态缓和的办法。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九十

九回 : 孔明用缓兵之计, 渐退汉中 , 都

督何故怀疑 , 不早追之?”

【例句】我军主动撤退, 只不过是一种

～。

【辨析】～和“权宜之计”相比 : ～侧重

于积极设法应付策略 ; 而“权宜之计”

无此意。

换汤不换药
【注音】huàn tānɡbùhuàn yào

【释义】汤 : 中药汤剂。改换药剂的名

称 , 但所用的药物并没有更换。比喻

只是改变了名称和形式 , 却并未改变

实质。

【出处】清·张南庄《何典》三回 : “那郎

中看了 , 依旧换汤弗换药的拿出两个

纸包来。”

【例句】阶级斗争在发展, 可是结果只

为野心家所利用 , ～地换了几个朝

代。

【近义】万变不离其宗

【反义】改头换面

涣然冰释
【注音】huàn rán bīnɡshì

【释义】涣然 : 消融化散的样子。冰释:

像冰一样消融。比喻疑虑、误会、隔

阂等一下子消除。

【出处】《老子》十五章: “涣然冰释, 怡

然理顺 , 然后为得也。”

【例句】经他这么一讲, 我的疑难问题

也就 ～了。

【近义】冰消瓦解  烟消云散

焕然一新
【注音】huàn rán yīxīn

【释义】焕然 : 鲜明、光亮的样子。光彩

夺目 , 给人一种崭新的面貌。

【出处】鲁迅《集外集拾遗·敬贺新

禧》: “多种刊物 , 闻又大加改革 , 焕然

一新 , 内容既丰 , 外面更美。”

【例句】今天的中国已经 ～, 屹立在世

界的东方。

【近义】面目一新

患得患失
【注音】huàn déhuàn shī

【释义】患 : 忧虑, 担心。没有得到的,

担心得不到 ; 已经得到了, 又害怕丧

失掉。形容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利

害。

【出处】《论语·阳货》: “其未得之也,

患得之 ; 既得之 , 患失之。苟患失之 ,

无所不至矣。”

【例句】老孟是个很自私而且心胸狭窄

的人 , 他对什么事都 ～。

【近义】斤斤计较

【反义】大公无私

患难与共
【注音】huàn nàn yǔɡònɡ

【释义】共同承担忧患和困难。同心同

德 , 利害一致。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

世家》: “越王为人长颈鸟�, 可与共

患难 , 不可与共乐。”

【例句】他们是一对 ～的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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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休戚与共

【反义】貌合神离

患难之交
【注音】huàn nàn zhījiāo

【释义】共同经受过忧患、灾难的亲密

朋友。 出处】明·焦�9《玉堂丛语·

荐举》: “仲举与文贞在武昌, 因患难

之交⋯⋯”

【例句】他们在八年抗战中 , 朝夕相处,

算得上是 ～了。

【近义】莫逆之交

【反义】酒肉朋友

huɑnɡ

荒诞不经
【注音】huānɡdàn bùjīnɡ

【释义】荒诞 : 荒唐离奇。经 : 常理。指

荒谬不合情理。

【出处】明·张岱《家传》: “与人言多荒

诞不经 , 人多笑之。”

【例句】儒家把古代神话都当作 ～的东

西而置之不顾 , 是保守狭隘的。

【近义】海外奇谈  怪诞不经

【反义】入情入理

荒诞无稽
【注音】huānɡdàn wújī

【释义】荒诞: 荒唐离奇; 稽 : 考查 ; 无

稽 : 毫无根据 , 形容十分荒唐 , 无法查

核 , 根本不可置信。

【例句】对于那种 ～的传闻, 大家都不

可相信。

荒谬绝伦
【注音】huānɡmiùjuélún

【释义】伦 : 同类。绝伦 : 没有可以相类

比的。荒唐错误到了没有可以相比

的地步。形容荒唐、错误到了极点。

【出处】鲁迅《坟·我之节烈观》: “然而

一到现在 , 人类的眼里, 不免见到光

明 , 晓得阴阳内外之说 , 荒谬绝伦。”

【例句】他这个人可谓 ～, 竟然要求我

借钱给他讨小老婆。

【近义】荒诞无稽

【反义】入情入理

荒无人烟
【注音】huānɡwúrén yān

【释义】荒 : 荒凉。烟: 炊烟。人烟: 指

住户。十分荒凉 , 没有人家。

【出处】《马背上的小红军》: “由于长时

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里行军, 常常忍

饥挨饿 , 陈赓感到十分疲惫。”

【例句】这一片 ～的海滩, 转眼间一座

座高楼拔地而起。

荒淫无耻
【注音】huānɡyín wúchǐ

【释义】荒淫: 贪酒好色, 淫乱无度; 无

耻 : 不知羞耻。

【例句】这些官老爷挥霍民脂民膏 , ～。

荒淫无度
【注音】huānɡyín wúdù

【释义】无度 : 无限度。荒唐淫乱 , 没有

限度。指放纵淫乐 , 没有节制。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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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帝自达广陵, 沉湎滋深, 荒淫无

度 , 往往为妖祟所惑。”

【例句】他这个人 ～, 整天不理正事。

【近义】荒淫无耻

【反义】洁身自好

慌慌张张
【注音】huānɡhuānɡzhānɡzhānɡ

【释义】形容举止慌乱 , 不稳重。

【出处】明·冯梦龙《喻世明言·陈御

史巧勘金钗细》: “黑影里只见一个后

生 , 身上穿得齐齐整整, 脚儿走得慌

慌张张 , 望着园门欲进不进的。”

【例句】胡同里 , 走出一个人 , ～的东张

西望。

【反义】从容不迫  稳如泰山

慌手慌脚
【注音】huānɡshǒu huānɡjiǎo

【释义】手脚忙乱。形容慌张失措的样

子。

【出处】《红楼梦》第八十五回 : “这时候

我看着也是吓的慌手慌脚的了。”

【例句】老太太突然昏倒在地, 大家 ～

的 , 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近义】手忙脚乱

黄道吉日
【注音】huánɡdào jírì

【释义】迷信认为适宜办事的好日子。

【出处】明·王玉峰《焚香记·允谐》:

“今日乃黄道吉日 , 就成了亲罢。”

【例句】今天是个 ～, 他们的茶馆开张

了。

【近义】吉日良辰

黄发垂髫
【注音】huánɡfàchuítiáo

【释义】黄发 : 老人头发白了又转黄 , 所

以黄发指老年人。垂髫 : 古时儿童不

束发 , 头发下垂, 所以垂髫指儿童。

老人和儿童。

【出处】晋·陶潜《桃花源记并诗》: “男

女衣著 , 悉如外人 ; 黄发垂髫, 并怡然

自得。”

【例句】我们到了喜马拉雅山麓的小

村 , 意外看见 ～, 欢喜得很。

黄花晚节
【注音】huánɡhuāwǎn jié

【释义】黄花: 菊花 , 由于菊花傲霜耐

寒 , 故用以比喻人有节操; 晚节 : 晚年

的节操。比喻能保持晚年坚贞的节

操。

【出处】宋·韩琦《九日水阁》诗 : “虽渐

老圃秋容淡 , 且看寒花晚节香。”

【例句】这种高尚的 ～, 受到社会各界

的赞扬。也作“寒花晚节”。

【近义】高风亮节

黄金时代
【注音】huánɡjīn shídài

【释义】指最繁荣昌盛或最可宝贵的时

期。

【出处】谢觉哉《青年人怎样锻炼自

己》: “人从十五岁至三十岁, 是黄金

时代。”

【例句】他认为 20 岁到 50 岁是他一生

中的 ～, 他要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多出

成果 , 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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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锦瑟年华

黄口小儿
【注音】huánɡkǒu xiǎo ér

【释义】黄口 : 雏鸟嘴多为黄色 , 借称儿

童。指小孩 , 多用来讥讽无知的年轻

人。

【出处】鲁迅《古书与白话》: “其中自然

有古典 , 为黄口小儿所不知。”

【例句】～, 懂得什么? 不许乱插嘴!

黄粱一梦
【注音】huánɡliánɡyīmènɡ

【释义】黄粱: 黄小米。这里特指小米

饭。做一顿饭的时间做了一场荣华

富贵的梦。比喻虚幻的故事或好事

落空。

【出处】元·范子安《竹叶舟》一折:

“( 吕洞宾) 因应举不第 , 道经邯郸 , 得

遇正阳子师父点化 , 黄粱一梦遂成仙

道。

【例句】他猛然醒来, 刚才的景象原是

～, 他不禁暗笑自己。

【近义】一枕黄粱  梦中说梦

【反义】如梦初醒

黄袍加身
【注音】huánɡpáo jiāshēn

【释义】黄袍: 古代帝王穿的龙袍。龙

袍穿在身上。指被拥立为皇帝。

【出处】清·陈忱《水浒后传》一回 : “黄

袍加身御海宇 , 五代纷争从此止。”

【例句】曹操一直都想 ～。

黄钟大吕
【注音】huánɡzhōnɡdàlǚ

【释义】黄钟 : 古乐十二律之一 , 声音最

为洪大响亮。大吕: 古乐十二律之

一。比喻音乐或文辞庄严、高妙、气

势宏大。

【出处】《陆九渊集·语录下》: “先生之

文如黄钟大吕, 发达九地, 真启洙泗

邹鲁之秘 , 其可不传耶?”

【例句】他的这篇短文十分朴素, 却如

～, 震撼人心。

黄钟毁弃
【注音】huánɡzhōnɡhuǐqì

【释义】黄钟: 古代摆在庙堂 ( 古代祭

祀、议政的处所 , 亦指代朝廷 ) 里的贵

重打击乐器。比喻有才德的被弃置

不用。

【出处】战国 ( 楚) 屈原《卜居》: “黄钟

毁弃 , 瓦釜雷鸣; 谗人高张, 贤士无

名。”

【例句】你把下放劳动比作 ～, 未免太

离谱了吧!

【反义】瓦釜雷鸣

皇亲国戚
【注音】huánɡqīn ɡuóqì

【释义】皇帝的亲戚。比喻权势极大的

人。

【出处】元·无名氏《谢金吾》三折 : “刀

斧手且住者 , 不知是那个皇亲国戚来

了也。”

【例句】旧时的北京永远是历史上的北

京 , 它是 ～、达官大贾、地主、买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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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 现在的北京 , 是人民的北京 , 将

永远是人民的。

【近义】达官显贵

【反义】贩夫走卒  平民百姓

惶惶不可终日
【注音】huánɡhuánɡbùkězhōnɡrì

【释义】惶惶 : 也作“皇皇”, 急躁、慌乱、

心神不定的样子 ; 终 : 完。惊慌不安,

连一天都过不下去。

【例句】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

吓得国民党政府要员们 ～。

【反义】处之泰然

惶恐不安
【注音】huánɡkǒnɡbùān

【释义】惊慌害怕 , 心神不宁。

【出处】汉·班固《汉书·王莽传下》:

“人民正营 , 无所措手足。”

【例句】听说土匪要来, 一些村民顿时

～。

【近义】坐立不安  惴惴不安

【反义】处之泰然  泰然自若

恍然大悟
【注音】huǎnɡrán dàwù

【释义】恍然: 一下子清醒了的样子。

悟 : 醒悟 , 明白。一下子完全明白了。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七十

七回 : “于是关公恍然大悟 , 稽首皈依

而去。”

【例句】他走了以后, 老张细细一想 , 才

～。

【近义】茅塞顿开

【反义】百思不解

恍如隔世
【注音】huǎnɡrúɡés hì

【释义】恍如 : 仿佛。世 : 古代以三十年

为一世 , 指时代。仿佛远隔了一个时

代。形容人事、景物变化很大。

【出处】清·淮阴百一居士《壶天录》卷

下 : “盖聪明灵性, 经一病而汩没销

枕 , 遂举昔日所为 , 恍如隔世耳。”

【例句】经过这一番波折, 老周心境大

变 , 回想起往日的所作所为, 竟 ～一

般。

【近义】隔世之感

hui

灰飞烟灭
【注音】huīfēi yān miè

【释义】像灰和烟那样消逝。形容迅速

消亡无影踪。

【出处】《念奴娇·赤壁怀古》: “羽扇纶

巾 , 谈笑间, 樯橹灰飞烟灭。”

【例句】把激光聚集起来, 可以产生几

千万度的高温 , 它可以使最难溶化的

金属 , 顷刻间 ～。

灰心丧气
【注音】huīxīn s ànɡqì

【释义】灰心 : 心如死灰。丧气 : 丧失信

心。形容由于失败或不顺利而失去

信心 , 意志消沉。

【出处】柳青《创业史》二部二章 : “想到

这里 , 富农灰心丧气地翻身转向墙

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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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因为遭受了意想不到的损失,

农户们都有些 ～。

【近义】垂头丧气  无精打采

【反义】意气风发  自鸣得意

挥汗成雨
【注音】huīhàn chénɡyǔ

【释义】抹下的汗水像落雨一样。形容

人多 , 拥挤不堪。形容因天热或劳动

等而出汗很多。

【出处】唐·僧鸾《苦热行》二 : “行人挥

汗翻成雨 , 口燥喉干�尘土。”

【例句】太阳像一个火球悬在空中, 工

地上暑热难当 , 人们个个 ～。

【近义】汗流浃背  汗如雨下

挥霍无度
【注音】huīhuòwúdù

【释义】挥霍: 任意花钱; 度 : 限度。随

意花钱 , 没有节制。

【例句】这几年来, 他仗着父亲有钱,

～。

【反义】克勤克俭  节衣缩食

挥金如土
【注音】huījīn rútǔ

【释义】挥 : 挥霍, 浪费。金 : 钱财。花

钱像撒土一样。形容胡乱花钱 , 大肆

挥霍。

【出处】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二 : “挥

金如土 , 视官爵如等闲。”

【例句】他 ～, 不到一年 , 就把中彩票得

来的二十万元都花光了。

【近义】一掷千金

【反义】爱财若命

挥洒自如
【注音】huīsǎzìrú

【释义】挥 : 挥笔。洒 : 泼墨。指作文、

写字或绘画等有很深的功力, 运用笔

墨熟练 , 技艺高超。形容处理事情非

常干练、娴熟。

【出处】唐·李颀《赠张旭》: “兴来洒素

壁 , 挥笔如流星。”

【例句】看不出这十多岁的孩子, 写起

字来竟 ～, 很有气派。

【近义】得心应手  龙飞凤舞

恢恢有余
【注音】huīhuīyǒu yú

【释义】恢恢: 宽广的样子。宽绰而有

余裕。形容有高超的技巧或本领, 可

以毫不费力或轻松地处理好某些问

题。

【出处】《庄子·养生主》: “彼节者有

间 , 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

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例句】以你的能力 , 解决这类问题 , 可

以说是 ～。

【近义】绰绰有余  绰有余力

【反义】力不从心  力不胜任

回光返照
【注音】huíɡuānɡfǎn zhào

【释义】日落时天空由于阳光的反射出

现短暂的光亮。比喻人临死时忽然

精神好转或神志清醒。也比喻旧事

物在即将灭亡时出现暂时的繁荣局

面。

【出处】宋·释道源《景德传灯录》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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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卷 : “方便呼为佛, 回光返照看,

身心是何物?”

【例句】看来老伯病情突然好转, 可能

是 ～, 你替他准备后事吧。

【近义】人渐弥留

【反义】死里逃生

回肠荡气
【注音】huíchánɡdànɡqì

【释义】回 : 旋转。荡 : 摇动, 激荡。形

容乐曲或文辞婉转动人 , 感人肺腑。

【出处】朱自清《经典常谈·诗经》: “日

常的言语不够劲儿, 便用歌唱; 一唱

三叹的叫人回肠荡气。”

【例句】他的歌声听了让人有 ～的感

觉。

【近义】动人心弦  沁人心脾

【反义】平淡无奇  兴味索然

回天乏术
【注音】huítiān fáshù

【释义】回天 : 挽回天意 , 指挽回极难挽

回的局势 ; 乏术: 没有办法。比喻局

势或病情严重, 已无法挽救。也作

“回天无力”。

【出处】清·冯起凤《昔柳摭谈·秋风

自悼》: “木已成舟 , 回天无术。”

【例句】他患的是绝症 , 医生已经 ～了。

【近义】无可奈何

【反义】回天之力

回天之力
【注音】huítiān zhīlì

【释义】回 : 旋转 , 扭转。指劝阻君王错

误行为的能力。后泛指战胜困难、扭

转大局的巨大力量。

【出处】宋代文天祥《缴奏藁上中书札

子》: “尚赖先生訞通国之心, 出回天

之力 , 以措世道于清夷光晏之域。”

【例句】此事甚难翻转 , 他已无 ～。

【反义】回天乏术

回头是岸
【注音】huítóu shìàn

【释义】回头 : 回过头来 , 改邪归正。佛

经有“苦海无边 , 回头是岸”的话, 意

思是只要觉悟, 就能达到彼岸。后比

喻做过坏事的人只要悔改, 就有出

路。

【出处】元·无名氏《度柳翠》第一折:

“世俗人没来由, 争长竞短, 你死我

活。有呵吃些个 , 有呵空些个。苦海

无边 , 回头是岸。”

【例句】 �苦海无边 , ～”, 你只有痛改前

非 , 才能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

【反义】执迷不悟

回味无穷
【注音】huíwèi wúqiónɡ

【释义】回味 : 从回忆中体会到的意味。

事后越想越觉得意味深长。

【出处】《橄榄》诗: “良久有回味, 始觉

甘如饴。”

【例句】这部电视剧拍得很不错, 看后

使人 ～。

回心转意
【注音】huíxīn zhuǎn yì

【释义】回、转 : 指转变。转变原来的想

法和态度。

·943·hu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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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明·杨柔胜《玉环记·祝香保

父》: “爹爹倘若回心转意, 教我如何

是好。”

【例句】她尽量以自己最温柔的一面对

他 , 希望他一朝能 ～。

【近义】洗心革面  幡然悔悟

【反义】执迷不悟  死心塌地

悔过自新
【注音】huǐɡuòzìxīn

【释义】悔 : 后悔 , 悔改 ; 过 : 过失 , 错误;

自新 : 成为新人。承认并改悔自己的

错误 , 重新做人。

【例句】对于犯严重错误的人, 只要他

能 ～, 人民还是欢迎的。

【反义】怙恶不悛

悔恨交加
【注音】huǐhèn jiāo jiā

【释义】既后悔 , 又怨恨 , 两种情绪同时

产生。形容很是懊悔痛心。

【例句】王亚樵的一席话, 令林若兰震

动、惊恐 , 继而 ～。

【反义】无动于衷

悔之无及
【注音】huǐzhīwújí

【释义】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出处】《史记·伍子胥列传》: “愿王释

齐而先越 , 若不然 , 后将悔之无及。”

【例句】有了错误而坚持不改, 就会在

错误的泥坑中越陷越深 , 那时可就 ～

了。

【近义】悔之不及  悔之莫及

毁家纾难
【注音】huǐjiāshūnàn

【释义】纾 : 排除, 缓和。捐献全部家

产 , 解救国家危难。

【出处】《左传·庄公三十年》: “自毁其

家 , 以纾楚国之难。”

【例句】爱国志士们 ～的精神, 深深地

鼓舞着人民的斗志。

【近义】忧国忘家  救亡图存

【反义】见利忘义  卖国求荣

毁于一旦
【注音】huǐyúyīdàn

【释义】毁 : 毁灭 ; 一旦: 一天。形容来

之不易的东西一下子毁掉了。

【出处】清·陈忱《水浒后传》十五回:

“垂成之功 , 岂可毁于一旦! ”

【例句】戴文国刚毕业就遭此飞来横

祸 , 一生的幸福 ～。

【近义】化为乌有

【反义】善然独存

讳疾忌医
【注音】huìjíjìyī

【释义】讳 : 因有顾忌而躲开某些事或

不说某些话。比喻掩饰自己的毛病 ,

不愿意接受批评。

【出处】宋·朱熹《朱文公全集·续集

五·与田侍郎书》: “此须究其根源,

深加保养 , 不可归咎求节, 讳疾忌医

也。”

【例句】他犯了严重错误 , 还 ～, 拒不接

受同志们的帮助。

【近义】文过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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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闻过则喜

讳莫如深
【注音】huìmòrúshēn

【释义】讳 : 隐瞒。莫 : 没有什么。深:

指事件重大。本指因为事情严重而

隐瞒不说。后来指把事情瞒得很严。

【出处】《覧梁传·庄公三十二年》: “讳

莫如深 , 深则隐。”

【例句】有关自己的身世, 她从来没有

说过 , 就是别人问起来 , 她也 ～。

【近义】不可告人  闪烁其词

【反义】直言不讳

诲淫诲盗
【注音】huìyín huìdào

【释义】诲 : 诱导, 教唆。淫 : 邪恶。引

诱人去做奸淫、盗窃等坏事。

【出处】《周易·系辞上》: “慢藏诲盗,

冶容诲淫。”

【例句】对于那些 ～的音像制品, 应当

坚决取缔。

【近义】诲盗诲訟

诲人不倦
【注音】huìrén bùjuàn

【释义】诲 : 教导; 倦 : 疲倦 , 厌倦。不知

疲倦地教导别人。

【出处】《论语·述而》: “默而识之, 学

而不厌 , 诲人不倦 , 何有于我哉?”

【例句】同学们都应该有对自己“学而

不厌”, 对他人 ～的精神。

【辨析】“诲”不可写作“悔”。 ～和“苦

口婆心”都形容非常有耐心。 ～主要

形容在教育人方面耐心很大 , 不知疲

倦 ; 而“苦口婆心”侧重于好意的再三

劝告。

绘声绘色
【注音】huìshēnɡhuìsè

【释义】绘 : 描绘。模仿声音, 描绘色

彩。形容叙述、描写非常生动逼真,

淋漓尽致。

【出处】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

“必使山情水性, 因绘声绘色而曲得

其真 ; 务期天巧地灵, 借人工人第而

华传其妙。”

【例句】对于沉船的事 , 他说得 ～, 仿佛

是身临其境一般。

【近义】有声有色  活灵活现

【反义】不言不语

惠而不费
【注音】huìér bùfèi

【释义】惠 : 施给人恩惠。费 : 损耗。既

给了人好处 , 自己又耗费不多。

【出处】鲁迅《死后》: “现在又影一般死

掉了 , 连仇敌也不使知道, 不肯赠给

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

【例句】我们在这个小饭馆里吃得很满

意 , 大家都说是 ～。

hun

昏昏沉沉
【注音】hūn hūn chén chén

【释义】形容人头脑迷糊 , 神志不清。

【出处】元·王实甫《西厢记》四本三

折 : “准备着被儿枕儿 , 则索昏昏沉沉

·153·huì- hūn讳诲绘惠昏



H  

的睡。”

【例句】坐了一天的车子 , 脑袋 ～, 只想

好好地睡一觉。

【近义】昏头昏脑

昏昏欲睡
【注音】hūn hūn yùshuì

【释义】昏昏沉沉地想睡觉。形容精神

不振或非常疲倦。

【出处】清·蒲松龄《聊斋志异·贾奉

雉( zhì) 》: “是秋入闱复落 , 邑 ( yì) 邑

不得志。颇思郎言 , 遂取前所指示者

强读之 ; 未至终篇 , 昏昏欲睡。”

【例句】连续三天的深夜工作, 他走在

路上都 ～。

【近义】昏昏沉沉

【反义】精神焕发

昏迷不醒
【注音】hūn míbùxǐnɡ

【释义】神志昏沉 , 不省人事。

【例句】她 ～已经好几天了, 大家都很

为她担心。

【近义】不省人事

昏天黑地
【注音】hūn tiān hēi dì

【释义】天色昏暗不明。形容自然界乌

云四起、狂风大作的景象。也比喻社

会黑暗混乱或神志糊涂不清。

【出处】鲁迅《热风·随感录二十五》:

“转得大了 , 都昏天黑地的社会上转,

同他们的父亲一样 , 或者还不如。”

【例句】突然间雷声阵阵 , ～, 怕是要下

大雨了。

【近义】天昏地黑  暗无天日

【反义】光天化日  天朗气清

昏头昏脑
【注音】hūn tóu hūn nǎo

【释义】形容头脑发昏, 糊里糊涂。也

作“昏头晕脑”。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七十二

回 : “却说八戒跌得昏头昏脑, 猛抬

头 , 见丝篷丝索俱无 , 他才一步一探 ,

爬将起来 , 忍着疼 , 找回原路。”

【例句】昨天老师布置的作业太多了,

做得我 ～, 直到晚上十二点才睡觉。

【近义】晕头转向

【反义】耳聪目明

浑浑噩噩
【注音】hūn hūn èè

【释义】浑浑 : 浑厚朴实的样子。噩噩 :

严肃的样子。原形容浑朴天真 , 没有

欺诈之心。现多形容糊里糊涂 , 什么

事也不懂的样子。

【出处】汉·扬雄《法言·问神》: “虞夏

之书 , 浑浑尔 ; 商书, 灏灏尔 ; 周书, 噩

噩尔。”

【例句】他整天 ～, 怎能委以重任呢?

【近义】糊里糊涂

【反义】百伶百俐

浑然一体
【注音】hún rán yītǐ

【释义】浑然 : 完整而不可分离的样子。

形容各个组成部分结合成一个不可

分割的整体。

【出处】清·黄宗羲《答董吴仲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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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破除拦截 , 方可言前后内外浑

然一体也。”

【例句】这幅作品成功在于 : 山、水、人、

诗文 ～, 意境颇深。

【近义】天衣无缝  水乳交融

【反义】支离破碎

浑身是胆
【注音】hún shēn shìdǎn

【释义】浑 : 全 , 满。全身都是胆。形容

胆量极大 , 无所畏惧。

【出处】《保卫延安》“他们浑身是胆 , 在

危险面前连眼也不眨。”

【例句】他 ～, 只身潜入敌后方 , 炸掉了

敌人的弹药库。

浑水摸鱼
【注音】hún shuǐmōyú

【释义】浑浊的水里正好摸鱼。比喻乘

混乱的时机捞取好处。

【出处】老舍《四世同堂》四十五 : “其余

那些人 , 有的是浑水摸鱼, 乘机会弄

个资格 ; 他们没有品行, 没有学识 , 在

国家太平的时候 , 永远没有希望得到

什么优越的地位。”

【例句】在公司进行改组之际, 他来个

～, 弄到了一笔不义之财。

【近义】趁火打劫  雪上加霜

魂不附体
【注音】hún bùfùtǐ

【释义】灵魂都不能附在肉体上了。形

容极度惊恐 , 失去常态。

【出处】元·乔孟符《金钱记》一折 : “使

小生魂不附体。”

【例句】土匪们一看头领死了, 个个吓

得 ～, 只顾逃命去了。

【近义】魂飞魄散  魂飞天外  心惊胆

战

【反义】临危不惧  神色自若

魂不守舍
【注音】hún bùshóu s hè

【释义】魂 : 灵魂; 守 : 留守; 舍 : 指人的

躯壳。灵魂离开了人的肉体。形容

精神不集中或精神恍惚。

【出处】《三国志·魏志·管辂传》裴松

之注引《管辂传》: “何 ( 晏) 之视侯,

则魂不守宅 , 血不华色。”

【例句】今天上课 , 张芳 ～, 什么也没有

听进去。

【反义】聚精会神

魂飞魄散
【注音】hún fēi pòsàn

【释义】魂魄都飞散了。形容惊恐万

分 , 失去常态。

【出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心之

精爽 , 是谓魂魄, 魂魄去之, 何以能

久?”

【例句】警察叔叔把小偷追得 ～。

【近义】六神无主  心胆俱裂

【反义】处之泰然  临难不恐

混世魔王
【注音】hùn s hìmówánɡ

【释义】混世 : 扰乱世间。魔王 : 破坏性

极大的恶鬼 , 比喻坏人。比喻扰乱世

界、给人们带来严重灾难的人。也指

无法无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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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梁启超《新罗马·会议》: “多谢

戮力同心 , 拽倒十余年混世魔王。”

【例句】我们长大后决不能当 ～。

【近义】独夫民贼

【反义】盖世英雄

混为一谈
【注音】hùn wéi yītán

【释义】混 : 混杂。把不同的事物混同

在一起 , 说成是同样的。

【出处】鲁迅《书信集·致王志之》: “通

信从缓”和“地址不随便告诉”是两件

事 , 不知兄何以混为一谈。

【例句】法律现象与政治现象不可 ～。

【近义】一概而论

混淆黑白
【注音】hùn xiáo hēi bái

【释义】把黑的说成白的, 把白的说成

黑的。故意颠倒是非 , 制造混乱。

【出处】鲁迅《华盖集·并非闲话》: “宣

言中所谓若离若合 , 殊有混淆黑白之

嫌。”

【例句】那种惯于 ～, 颠倒是非的人 , 终

久不会有好结果的。

【近义】指鹿为马  混淆是非

【反义】黑白分明  拨乱反正

混淆是非
【注音】hùn xiáo s hìfēi

【释义】混淆: 使混乱; 是非: 正确的和

错误的。故意把正确的说成错误的,

故意的制造混乱, 是非混淆。

【出处】宋·富弼《论辩邪正》: “有之则

邪正错乱 , 是非混淆。”

【例句】我们对 ～的人应该坚决批评打

击。

混淆视听
【注音】hùn xiáo shìtīnɡ

【释义】以假象或谎言迷人耳目, 使人

不辨是非。

【例句】他故意 ～, 把丑的说成是美的 ,

把恶的说成是善的。

【近义】混淆是非

huo

活蹦乱跳
【注音】huóbènɡluàn tiào

【释义】蹦蹦跳跳。形容非常欢快, 充

满活力。

【出处】现代·曹禺《日出》四幕 : “我一

定可以把小东西还是活蹦乱跳地找

回来。”

【例句】在父母的精心照顾下, 久病的

他恢复了健康 , 又和以前一样 ～了。

【反义】死气沉沉

活龙活现
【注音】huólónɡhuóxiàn

【释义】活龙 : 生气勃勃的龙。活现 : 活

脱脱地来了。形容生动、形象, 神情

逼真。

【出处】清·吴趼人《瞎骗奇闻》: “这样

灵 , 怎么你还不信呢? 可算是活灵活

现的了。”

【例句】赵阿姨讲起故事来 ～, 孩子们

都听得入了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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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栩栩如生  惟妙惟肖

火冒三丈
【注音】huǒmào s ān zhànɡ

【释义】冒 : 往上升。怒火上升三丈高。

形容十分生气。

【出处】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六:

“章太炎以自己惨淡经营《民报》多

年 , 一旦复刊 , 竟被摈斥 , 不由得火冒

三丈。”

【例句】听说儿子又在外面闯了祸, 他

气得 ～。

【近义】七窍生烟  怒不可遏

【反义】心平气和

火上加油
【注音】huǒshànɡjiāyóu

【释义】比喻有意使别人更加愤怒或使

事态更加严重。

【出处】元·无名氏《冻苏秦》二折 : “你

只该劝你那丈夫便好 , 你倒走将来火

上浇油。”

【例句】他正在气头上 , 你就别去 ～了。

【近义】变本加厉

【反义】抽薪止沸

火烧眉毛
【注音】huǒshāo méi máo

【释义】比喻情势十分紧迫。

【出处】梁启超《无枪阶级对有枪阶

级》: “这是他们目前火烧眉毛的问

题。”

【例句】事情都到 ～的时候了, 你还不

着急!

【近义】迫在眉睫  燃眉之急

火树银花
【注音】huǒs hùyín huā

【释义】火树 : 挂满彩灯的树。银花 : 银

白色的花 , 形容照得通明透亮。形容

彩灯或烟火灿烂绚丽的节日夜景。

【出处】唐·苏味道《正月十五夜》: “火

树银花合 , 星桥铁锁开。”

【例句】国庆节那天, 天门安广场燃放

烟火 , ～, 绚丽灿烂。

【近义】灯火辉煌

【反义】黑漆一团

【辨析】“银”不可写作“垠”。 ～和“灯

火辉煌”都形容繁华热闹的景象。 ～

侧重于形容节日夜晚 ; 而“灯火辉煌”

不限于此。

火烧火燎
【注音】huǒs hāo huǒliǎo

【释义】燎 : 挨近火而烧焦。形容皮肤

热得难受或心中十分焦躁难忍。

【例句】她受到了老师严厉的批评, 脸

上 ～。

【辨析】～和“心如火焚”都可形容心中

十分焦急。但 ～可形容像火烧一样

发热或疼痛 ; “心如火焚”不能。

火眼金睛
【注音】huǒyǎn jīn jīnɡ

【释义】经过修炼, 敏锐非凡的眼睛。

比喻人的眼光锐利, 能辨别是非真

伪 , 洞幽察微。

【出处】元·无名氏《度柳翠》四折 : “钉

嘴铁舌 , 铜头铁额 , 火眼金睛, 都来问

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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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只要发动群众监督举报, “黄

毒”也就会在千百万双 ～中现原形。

【近义】明察秋毫

【反义】有眼无珠

【辨析】～和“明察秋毫”相比 : ～强调

能洞察一切 ; 而“明察秋毫”多一个

“毫”字 , 更强调能洞察特别细微的东

西。

火中取栗
【注音】huǒzhōnɡqùlì

【释义】伸手进烈火中 , 把栗子拿出来。

【出处】徐铸成《旧闻杂谈·王国维与

梁启超》: “段祺瑞只是一时利用进步

党的所谓‘人才内阁’作为他的垫脚

石 , 而任公成了他的‘猫脚爪’, 火中

取栗后 , 就被抛弃了。”

【典故】有一个寓言故事说: 猴子叫猫

去取炉火中烤熟了的栗子 , 猫冒险去

抓出来了不少。结果取出来的栗子

被猴子吃光 , 猫不但没吃着, 倒把脚

上的毛烧掉了。

【例句】利用外籍雇佣军为其 ～, 已成

为霸权主义者当前对外侵略扩张的

一个重要手段。

【近义】为人作嫁  虎口拔牙

【反义】坐享其成

【辨析】“栗”不可写作“粟”。

货真价实
【注音】huòzhēn jiàshí

【释义】货物不是冒牌的, 价钱也是实

在的。原为商家招揽生意的用语。

现引申为实实在在 , 一点不假。

【例句】这件大衣 ～, 是地地道道的名

牌。

祸从天降
【注音】huòcónɡtiān jiànɡ

【释义】降 : 落下。灾祸从天上掉下来。

指意外飞来的灾祸。

【出处】《晏子春秋·外篇·不合经术

者》: “( 景公) 伏尸而号, 曰 : ‘今天降

祸于齐 , 不加于寡人, 而加于夫子; 齐

国之社稷危矣。’”

【例句】盖了新房, 正准备给儿子办婚

事 , 谁料 ～, 昨天他儿子叫汽车压折

了腿!

【近义】飞来横祸  大祸临头

【反义】喜从天降  平安无事

祸国殃民
【注音】huòɡuóyānɡmín

【释义】殃 : 损害。使国家受害 , 使人民

遭受苦难。形容坏人当权, 害国害

民。

【出处】清·章炳麟《正学报缘起·

例》: “如去岁兖州之变, 西报指斥疆

臣 , 谓其祸国殃民 , 肉不足以� 狗

彘。”

【例句】 �四人帮”是一撮 ～的家伙。

【反义】安邦定国  兴邦立国

祸不单行
【注音】huòbùdān xínɡ

【释义】祸 : 灾难。指不幸的事常常会

接二连三地发生。

【出处】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紫

桐和尚》: “师曰 : ‘祸不单行。’”

【例句】真是 ～, 去年他爸爸被车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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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今年他又摔断了腿。

【辨析】“行”不可读作“hánɡ”。

祸从口出
【注音】huòcónɡkǒu chū

【释义】灾祸从嘴上产生的。指说话不

谨慎就会招灾惹祸。

【出处】宋·李窻等《太平御览》第三百

六十七卷引傅玄《口铭》: “病从口入,

祸从口出。”

【例句】～, 你不要再乱说了。

祸起萧墙
【注音】huòqǐxiāo qiánɡ

【释义】起 : 发生。萧墙 : 古代宫室内当

门的小墙 , 即屏风( 又叫“照壁”) , 比

喻内部。祸乱发生在屏风以内。指

内部出乱子。

【出处】《论语·季氏》: “吾恐季孙之

忧 , 不在颛臾 , 而在萧墙之内也。”

【例句】到了后期 , 太平天国君臣猜忌,

～, 终于导致了它的失败。

【近义】同室操戈

祸福无门
【注音】huòfúwúmén

【释义】无门 : 没有定数, 不是天意。灾

祸与好运的来临全不是命中注定的,

全是人们自己招引来的。

【出处】《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祸福

无门 , 唯人所召。”

【例句】有的人总感叹自己生不逢时,

命运乖蹇 , 其实, ～, 关键是自己要奋

斗不息 , 努力进取。

【近义】祸福同门

【反义】命中注定

豁然开朗
【注音】huòrán kāi lǎnɡ

【释义】眼前一下子出现开阔敞亮的境

界。后形容一下子明白了某个道理 ,

心境开朗。

【出处】晋·陶潜《桃花源记》: “初极

狭 , 才通人; 复行数十步, 豁然开朗。”

【例句】我们在山洞中走了半小时, 终

于 ～, 洞前出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

【近义】恍然大悟

【反义】百思不解

豁达大度
【注音】huòdádàdù

【释义】豁达 : 胸襟开阔 ; 大度 : 气量大。

形容胸襟开阔 , 宽宏大量 , 能够容人。

【出处】晋·潘岳《西征赋》: “观夫汉高

之兴也 , 非徒聪明神武, 豁达大度而

已也。”

【例句】我们校长一向 ～, 从不计较个

人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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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节称奇
【注音】jījiéchēnɡqí

【释义】节 : 节拍。打着拍子称叹奇妙。

多用于表现令人感兴趣的新奇事物。

【例句】至于芸芸众生, 嘴脸的变幻术

更是千奇百怪 , 令人不得不 ～。

【近义】击节叹( 称) 赏

【反义】�之以鼻

击中要害
【注音】jīzhònɡyào hài

【释义】要害 : 致命的部位 , 引申指重要

部门或问题的关键。正打在致命的

部位。比喻正好击中问题的关键之

处。

【例句】他的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 ～。

【反义】隔靴搔痒  无的放矢

饥不择食
【注音】jībùzéshí

【释义】饥饿时不选择食物。比喻急迫

时顾不上选择。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三回 : “自

古有几般 : ‘饥不择食, 寒不择衣, 慌

不择路 , 贫不择妻。’”

【例句】每个人饿了都会 ～。

【近义】狼吞虎咽

【反义】挑肥拣瘦

饥寒交迫
【注音】jīhán jiāo pò

【释义】饥饿和寒冷同时逼来。

【出处】清·袁枚《续子不语》: “母呼其

子曰 , 吾十数年来 , 饥寒交迫, 不萌他

念者 , 望汝成立室家, 为尔父延一线

也。”

【例句】起来! ～的奴隶。起来! 全世

界受苦的人。

【近义】水深火热  缺衣少食

【反义】丰衣足食

【辨析】～和“啼饥号寒”都有“挨冻受

饿”的意思。区别 : ①“啼叽号寒”的

“啼号”的意思, 是 ～所没有的。②

“啼饥号寒”是有声的 , 因修饰“声”,

可跟“听见”、“闻”一类动词搭配的。

～不能。

饥餐渴饮
【注音】jīcān kěyǐn

【释义】饿了吃饭, 渴了喝水。常用于

描述行旅生活的紧张艰辛。

【出处】宋·晓莹《罗湖野录》卷二 : “万

仞悬崖忽放身, 起来依旧却惺惺, 饥

餐渴饮无余事 , 那论昔人非昔人。”

【例句】在行军途中 , 除了 ～之外 , 简直

没有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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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风餐露宿

饥肠辘辘
【注音】jīchánɡlùlù

【释义】饥肠: 饥饿的肚子; 辘辘: 车轮

滚动声。肚子饿得咕咕叫。形容十

分饥饿。

【出处】清·蒲松龄《聊斋志异·西湖

主》: “枵肠辘辘 , 饥不可堪。”

【例句】有的孩子不吃早饭, 中午回到

家已 ～, 长此以往就会有损健康。

【近义】啼饥号寒

【反义】酒足饭饱

机不可失
【注音】jībùkěshī

【释义】机 : 机会, 时机。机会难得, 不

可错过。

【出处】南朝·梁·沈约《宋书·蔡兴

宗传》: “此万世一时 , 机不可失。”

【例句】这个新成立的单位条件好, 又

主动聘请你去工作。 ～, 你可一定要

抓住这个机遇。

【近义】时不可失  有机可乘  不失时

机

机关算尽
【注音】jīɡuān suàn jìn

【释义】机关: 指周密而巧妙的计谋。

算 : 谋划。什么样的策略都谋划完

了。形容用尽心思。多含贬义。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五回 : “机

关算尽太聪明 , 反算了卿卿性命。”

【例句】这个歹徒 ～, 最终还是逃不脱

法律的制裁。

【近义】无计可施  费尽心机  不择手

段

鸡飞蛋打
【注音】jīfēi dàn dǎ

【释义】鸡飞掉了, 蛋也打碎了。比喻

全部落空 , 一无所得。

【出处】周骥良《吉鸿昌》: “只要他一进

关抄了咱们的后路, 那就鸡飞蛋打,

不可收拾了。”

【例句】这次不但没占到一点便宜, 反

而被人当贼打了一顿, 真是 ～, 霉到

家了。

【近义】付之东流

【反义】一箭双雕

鸡毛蒜皮
【注音】jīmáo s uàn pí

【释义】比喻没有价值或无关紧要的

事。

【出处】老舍《四世同堂》五十四 : “因为

他关心国家, 也就看见了国家的光

明。因此 , 对于家中那些小小的鸡毛

蒜皮的事 , 他都不大注意。”

【例句】这种 ～的事 , 别件件来问我 , 你

依实际情形处理就行了。

【近义】鸡零狗碎

【反义】举足轻重

【辨析】～和“鸡零狗碎”都可形容事物

细小 , 也都含贬义。 ～侧重于无关紧

要或毫无价值 ; “鸡零狗碎”侧重于零

碎琐细。

鸡鸣狗盗
【注音】jīmínɡɡǒu dà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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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会学鸡叫 , 能像狗一样偷东西。

比喻卑微的技能。也比喻偷偷摸摸

的样子。

【出处】汉·班固《汉书·游侠传》: “繇

是列国公子 , 魏有信陵, 赵有平原 , 齐

有孟尝 , 楚有春申 , 皆借王公之势 , 竞

为游侠 , 鸡鸣狗盗, 无不宾礼。”战国

时 , 齐国的孟尝君被秦王扣留在秦

国 , 他想逃出秦国。他的一个门客装

狗 , 偷出了秦宫里的白狐裘, 献给秦

王的宠妃 , 获得释放出狱。回国途中

又靠另一门客学鸡叫骗开函谷关 , 才

逃回齐国。

【例句】这种 ～之徒, 随时都要留意他

的一举一动才是。

【近义】鬼鬼祟祟

【反义】堂而皇之  明火执仗

鸡犬不惊
【注音】jīquǎn bùjīnɡ

【释义】连鸡狗都没被惊动。形容军纪

严明 , 秋毫不犯。也指平安无事。

【出处】《说岳全传》第四十八回 : “一路

地方官员馈送礼物, 岳爷丝毫不受,

鸡犬不惊。”

【例句】人民解放军连夜行军, 从来都

是 ～。

【近义】秋毫无犯

【反义】鸡犬不宁

鸡犬不留
【注音】jīquǎn bùliú

【释义】连鸡和狗都不留下。形容全部

杀光。

【出处】清·吴趼人《痛史》第六回 : “探

马报说 : “沿江上下全是元兵 , 江阴已

经失守 , 常州已经被屠, 常州城内鸡

犬不留 , 知常州府事家铉翁不知去

向。”

【例句】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 常常是

烧杀抢掠 , ～。

【近义】寸草不留

【反义】秋毫无犯

鸡犬不宁
【注音】jīquǎn bùnínɡ

【释义】连鸡和狗都不得安宁。形容骚

扰得很厉害。

【出处】唐·柳宗元《捕蛇者说》: “悍吏

之来吾乡 , 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

北 , 哗然而骇者 , 虽鸡狗不得宁焉。”

【例句】这个疯子 , 整天哭哭闹闹 , 弄得

～。

【近义】惊师动众

【反义】太平无事  鸡犬不惊

鸡犬升天
【注音】jīquǎn shēnɡtiān

【释义】比喻一人得势, 依附他的人都

跟着沾光。

【出处】宋·李訠( fǎnɡ) 等《太平广记

·刘安》载 : 传说汉朝刘安修炼成仙 ,

临走时把剩余的仙药放在院中 , 鸡狗

吃了也都跟着飞升。

【例句】古话说的好 : 一人得道 , ～。也

作“鸡犬皆仙”。

积非成是
【注音】jīfēi chénɡshì

【释义】长期形成的谬误, 久而久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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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正确的。

【例句】有些民间风俗来自迷信, 久而

久之 , 也就 ～了。

积谷防饥
【注音】jīɡǔfánɡjī

【释义】原意为积存粮食, 防备饥荒。

后泛指为将来之需而作准备。

【出处】唐《敦煌变文集》卷五 : “积谷防

饥 , 养子备老。”

【例句】丰收不忘歉收年, ～, 以备不

测。

【近义】有备无患

积毁销骨
【注音】jīhuǐx iāo ɡǔ

【释义】毁 : 诽谤 ; 积毁: 积累起来的诽

谤 ; 销 : 熔化; 销骨: 熔化骨头。指众

多的毁谤足以使受害者毁灭。比喻

流言的危害性非常大。也比喻众口

一词 , 足以混淆是非。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张仪列

传》: “众口铄金 , 积毁销骨。”

【例句】有时谣传也能杀人 , 所谓 ～, 叫

人死而不知其故。

【近义】众口铄金

积劳成疾
【注音】jīláo chénɡjí

【释义】劳 : 疲劳 , 累。因长期操劳疲乏

过度而得病。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第九十六

回 : “奈积劳成疾, 诸药不效, 竟至去

世。”

【例句】母亲因为常年劳苦 , 日夜工作,

终于 ～, 一病不起。

【近义】积劳成病

【反义】无所事事

积少成多
【注音】jīshǎo chénɡduō

【释义】积 : 聚集, 积累。一点一滴地积

累起来 , 就会从少变多。

【出处】《汉书·董仲舒传》: “聚少成

多 , 积小致巨。”

【例句】工星小学的同学把零花钱都存

入银行 , 这样 ～, 就可为国家建设出

一份力量。

积土成山
【注音】jītùchénɡshān

【释义】积 : 堆积。堆积泥土可以成山。

比喻积少成多。

【出处】《荀子·儒效》: “积土而为山,

积水而为海。”

【例句】这要持之以恒 , 不能松懈 , 就像

～那样 , 否则不会收到好效果。

【近义】积水成渊  积少成多

积习难改
【注音】jīxínán ɡǎi

【释义】长期形成的习气很难更改。

【例句】小胡说话总是喜欢带脏话, 经

过文明礼貌教育好多啦, 可是 ～, 一

不注意就犯老毛病。

【近义】积重难返

【反义】翻然改进

积习成常
【注音】jīxíchénɡchán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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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常 : 平常的状态。长期形成的

习惯 , 已被视为正常。

【例句】初到外地时一点也不习惯。但

日子久了 , ～, 便也能适应了。

积忧成疾
【注音】jīyōu chénɡjí

【释义】长期忧虑酿成疾病。

【例句】自从他儿子死后, 他便郁郁寡

欢 , ～, 不到一年 , 也跟着去了。

【近义】积劳成疾

积羽沉舟
【注音】jīyǔchén zhōu

【释义】羽 : 羽毛; 舟 : 船。羽毛堆积多

了 , 可以使船沉没。比喻积小患可以

招致大祸。

【出处】《战国策·魏策一》: “臣闻积羽

沉舟 , 群轻折轴。”

【例句】怎能小看这一次次的谈心活动

呢? 难道你忘了聚沙成塔、～的古训

么?

【近义】群轻折轴

积重难返
【注音】jīzhònɡnán fǎn

【释义】返 : 回头。长期形成的不良风

气、习惯 , 很难改变。多指长期形成

的陋习、弊端已经达到难以革除的地

步。

【出处】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

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是则民间之田

一入于官 , 而一亩之粮化而为十四亩

矣。此固其积重难返之势, 始于景

定 , 迄于洪武, 而征科之额十额于绍

熙以前者也。”

【例句】你如不痛下决心 , 戒除赌博 , 将

来 ～, 就后悔莫及了。

【近义】积习难改

【反义】痛改前非

畸轻畸重
【注音】jīqīnɡjīzhònɡ

【释义】畸 : 偏。有时偏轻, 有时偏重。

形容发展不均衡 , 或者态度有偏向。

【出处】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 “只在

治人治法的畸轻畸重上兜圈子 , 真可

以说是等于痴人说梦。”

【例句】不作充分的调查研究, 处理事

物就容易产生 ～的现象。

【反义】中庸之道  不偏不倚

激浊扬清
【注音】jīzhuóyánɡqīnɡ

【释义】激 : 冲, 冲去。冲去污水, 使清

水涌起。比喻除去邪恶, 表彰良善。

【出处】明代顾炎武《与公肃甥书》: “诚

欲正朝廷以正百官 , 当以激浊扬清为

第一义。”

【例句】报告文学应当以 ～为己任。

【近义】扬清激浊

及锋而试
【注音】jífēnɡér shì

【释义】及 : 趁着。锋 : 锋利, 比喻士气

旺盛。指士气正旺时用兵作战。后

泛指乘有利时机行动。

【出处】《汉书·高帝纪上》: “及其锋而

用之 , 可以有大功。”

【例句】每个人都应当在改革开放的大

·263· jī- jí 积畸激及



 J

潮中 ～, 把自己的才能充分发挥出

来。

【近义】及锋一试

及时行乐
【注音】jís híxínɡlè

【释义】抓紧时机寻欢作乐。

【出处】《儒林外史》第三十回 : “季苇萧

道 : 才子佳人 , 正宜及时行乐 , 先生怎

反如此说?”

【例句】那种视人生如流水、～的人生

观是不可取的。

吉人天相
【注音】jírán tiān xiànɡ

【释义】吉人: 好人, 善人。天相: 天的

保佑。旧时认为好人自有上天的保

佑。多用来安慰或祝贺别人。

【出处】元·无名氏《桃花女》一折 : “你

只管依着他去做, 吉人天相。”

【例句】算命先生说我 ～, 真胡扯!

【辨析】“相”不可读作“xiānɡ”, 不可写

作“像”。

吉日良辰
【注音】jírìliánɡchén

【释义】吉 : 吉利。辰: 时辰。指好日

子 , 好时辰。旧时多指祭神或结婚的

喜庆日子。

【出处】清·曾朴《孽海花》八回 : “快叫

开船回去 , 耽误了吉日良辰, 不是耍

处。”

【例句】选个 ～, 把他俩的婚事办了。

吉星高照
【注音】jíxīnɡɡāo zhào

【释义】吉星: 指福、禄、寿三星。吉祥

之星照耀。比喻运气好, 万事顺意。

【出处】清·华广生《曰雪遗音·八角

鼓·今日大喜》: “今日大喜, 喜的是

千祥云集 , 吉星高照 , 万事如意。”

【例句】他这几年“～”, 不仅升了职 , 还

加了薪。

【近义】洪福齐天

【反义】时运不济

吉凶未卜
【注音】jíxiōnɡwèi bǔ

【释义】吉凶: 吉利或凶险; 卜: 占卜。

指祸福成败不能预料。

【出处】清·钱彩《说岳全传》五十九

回 : “圣上命我进京 , 怎敢抗旨? 但奸

臣在朝 , 此去吉凶未卜。”

【例句】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 , 事情 ～,

冷静点为好。

【近义】天有不测风云

岌岌可危
【注音】jíjíkěwēi

【释义】岌岌 : 危险的样子。极其危险。

【出处】《孟子·万章上》: “天下殆哉 ,

岌岌乎! ”

【例句】我经营的商店, 经过 5 年辛苦

努力 , 已将过去 ～的情况改变过来

了。

【近义】危如累卵

【反义】安如磐石

·363·jí及吉岌



J 

极乐世界
【注音】jílèshìjiè

【释义】佛教指阿弥陀佛所居住的世

界。佛教徒认为居住在这里 , 可以获

得光明、清净和快乐 , 摆脱人间一切

烦恼。泛指理想、如意的地方。

【出处】唐·白居易《画西方帧记赞》:

“极乐世界清净土, 无诸恶道及众

苦。”

【例句】有人认为今世行善, 去世之后

就可以到达 ～。

【近义】世外桃源

即景生情
【注音】jíjǐnɡshēnɡqínɡ

【释义】对眼前的情景有所感触而产生

某种思想感情。

【例句】一些老战士重游古战场 , ～, 当

年战斗生活便一幕幕重现在眼前。

【反义】事过境迁

佶屈聱牙
【注音】jīqūáo yá

【释义】佶屈: 曲折不畅。聱牙: 拗口。

形容文辞艰涩古奥 , 读起来不顺口。

【出处】唐·韩愈《进学解》: “周诰殷

盘 , 佶屈聱牙。”

【例句】～的古书对青年人实在不易理

解。

【反义】琅琅上口

急不可待
【注音】jíbùkědài

【释义】急迫得不能再等。形容心情急

切或形势紧迫。

【出处】《聊斋志异·青娥》: “( 母 ) 但

思鱼羹 , 而近地则无⋯⋯生性纯孝,

急不可待 , 怀赀独往。”

【例句】船还没有靠稳, 小华就 ～地跳

上岸去。

【近义】迫不及待  刻不容缓

【反义】从容不迫  处之泰然

急公好义
【注音】jíɡōnɡhào yì

【释义】急 : 急于。热心公益 , 好主持公

道。

【出处】汉·刘向《新序·节士》: “楚昭

王有士曰石奢, 其为人也, 公正而好

义。”

【例句】武训 ～, 募捐兴建义学。

【近义】见义勇为  公而忘私

【反义】假公济私  见利忘义  自私自

利

急功近利
【注音】jíɡōnɡjìn lì

【释义】功 : 功效, 成绩。急于取得成

效 , 贪图眼前利益。

【出处】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对胶

西王》: “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 修

其理不急其功。”

【例句】我们在制定科研规划的时候,

应该考虑到经济效益, 但也不能 ～,

忽视了基础学科的研究。

【近义】好大喜功  竭泽而渔

【反义】按部就班  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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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起直追
【注音】jíqǐzhízhuī

【释义】直 : 径直。立即行动起来 , 一直

追赶上去。

【出处】梁启超《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

沿革得失》: “然能应于时势, 急起直

追 , 则又愈可以助长社会之进步。”

【例句】我们应该 ～, 成为世界上具有

先进科技水平的国家。

【近义】奋起直追

【反义】自暴自弃  一蹶不振  停滞不

前

急流勇退
【注音】jíliúyǒnɡtuì

【释义】在急流中果断地立即退却。喻

人在得意成功时, 有勇气引退。

【出处】宋·苏轼《赠善相程杰》诗 : “火

色上腾虽有数 , 急流勇退岂无人! ”

【例句】他是一名优秀的短跑运动员,

正值巅峰时期, 却 ～了, 把更多的机

会让给了年轻选手。

【近义】功成身退

【反义】知难而进

急景残年
【注音】jíjǐnɡcán nián

【释义】形容光阴过得迅速, 转眼又近

年末。

【例句】转眼 12 月来临 , 在这 ～之时,

商场里购买年货的人又多了起来。

急不择路
【注音】jíbùzélù

【释义】急得来不及选择道路地乱跑。

形容非常紧迫。

【例句】卢大宝突围出来了 , 但他 ～, 竟

直往北城门跑去。

【近义】慌不择路

【反义】从容不迫

急不择言
【注音】jíbùzéyán

【释义】急得来不及选择词语。形容说

话十分急迫或紧张。

【例句】他 ～, 这句话伤害了你, 请原

谅。

【近义】张口结舌

【反义】不慌不忙

急风暴雨
【注音】jífēnɡbào yǔ

【释义】急 : 急促 ; 暴 : 猛烈。又急又猛

的暴风雨。

【出处】《淮南子·兵略训》: “大寒甚

暑 , 疾风暴雨 , 大雾冥晦, 因此而为变

者也。”

【例句】一场 ～, 毁坏了这座房子。

【近义】疾风暴雨

【反义】和风细雨

急流勇进
【注音】jíliúyǒnɡjìn

【释义】在急流中勇敢前进。多形容果

断、勇猛、一往无前。

【出处】宋·邵伯温《邵氏见闻录》: “钱

若水为举子时 , 见陈希夷于华山⋯⋯

( 有一老僧) 以火箸画灰 , 作‘做不得’

三字 , 徐曰: ‘急流勇退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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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你应该 ～, 不应该急流勇退。

【近义】奋勇前进

【反义】急流勇退

急人之困
【注音】jírén zhīkùn

【释义】急 : 解急救难, 解救别人的难。

【出处】《史记·魏公子列传》: “( 赵)

胜所以自附为婚姻者, 以公子之高

义 , 为能急人之困。”

【例句】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 能

够 ～的人很多。

急如星火
【注音】jírúxīnɡhuǒ

【释义】星火: 流星的光。急迫得像流

星的光那样忽闪而过。

【出处】晋·李密《陈情表》: “州司临

门 , 急于星火。”

【例句】这种 ～的催逼, 我们实在是受

不了!

【近义】十万火急

【反义】慢条斯理

急中生智
【注音】jízhōnɡs hēnɡzhì

【释义】在危急的时刻猛然想出了好主

意、好办法。

【出处】唐·白居易《和微之诗二十三

首序》: “今足下果用所长 , 过蒙见君,

然敌则气作 , 急则智生。”

【例句】姑娘 ～, 摸出做道具的手枪高

叫 : “不许动! ”吓得歹徒夺路而逃。

【近义】情急智生

【反义】束手无策

急于求成
【注音】jíyúqiúchénɡ

【释义】急 : 急切地。想马上就取得成

效。

【例句】学习必须刻苦努力, 必须抓紧

时间 , 但又不是一日之功, ～是不行

的。

急转直下
【注音】jízhuǎnɡzhíx ià

【释义】情况突然转变, 并很快地顺势

发展下去。也指顺势立刻转变话题。

【出处】茅盾《子夜》十七: “伯韬 , 时局

到底怎样 , 各人各看法? 也许会急转

直下。”

【例句】关键时刻 , 他却下了一着臭棋 ,

形势 ～, 对他更不利了。

【近义】一泻千里

【反义】相持不下

【辨析】“转”不可读作“zhuàn”。

疾恶如仇
【注音】jíèrùchóu

【释义】疾 : 憎恶。恶 : 指坏人坏事。痛

恨坏人坏事就跟对待仇敌一样。形

容正义感极强。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陈

蕃传》: “又前山阳太守翟超, 东海相

黄浮 , 奉公不挠 , 疾恶如仇。”

【例句】鲁达是个伸张正义、～的人。

【近义】深恶痛绝

【反义】助纣为虐  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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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风知劲草
【注音】jífēnɡzhījìnɡcǎo

【释义】劲 : 坚韧。在猛烈的大风中才

明白什么样的草最为坚韧。比喻在

危难之中 , 才能考验出人的意志和立

场。

【出处】汉·班固等《东观汉记·王霸

传》: “上谓霸曰: ‘颍川从我者皆逝,

而子独留 , 始验疾风知劲草。’”

【例句】～, 经过这场斗争的考验 , 说明

我们的干部和群众立场是坚定的。

【近义】日久见人心  真金不怕火炼

疾言厉色
【注音】jíyán lìsè

【释义】疾 : 急速; 厉 ; 严厉。说话急躁,

脸色严厉。形容对人发怒时说话的

神情。

【例句】赵老师总是耐心地做思想工

作 , 从不 ～地训斥我们。

【辨析】“疾”不可写作“急”; “厉”不可

写作“历”。

疾首蹙额
【注音】jís hǒu cùé

【释义】本作“疾首蹙訡”。疾首 : 头痛。

蹙额 : 皱眉头。令人头痛令人皱眉

头。形容厌恶痛恨的样子。

【出处】宋·陆九渊《与徐子宜书》: “良

民善士 , 疾首蹙额, 饮恨吞声而无所

控诉。”

【例句】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

那么心平气和 , 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

～。

【近义】深恶痛绝

【反义】笑逐颜开  兴高采烈

嫉贤妒能
【注音】jíxián dùnénɡ

【释义】嫉 : 憎恨 ; 妒 : 忌妒。忌恨品德

和能力比自己强的人。

【出处】汉·刘向《列女传·齐威虞

姬》: “佞 ( nìnɡ) 臣周破胡专权擅势,

嫉贤妒能。”

【例句】我们热情地希望出现更多的后

起之秀 , 哪里会 ～, 压抑人才呢? 也

作“妒贤嫉能”。

集思广益
【注音】jísīɡuǎnɡyì

【释义】思 : 想法, 意见。广 : 扩大。集

中众人的意见和智慧 , 使收效更大更

好。

【出处】三国·蜀·诸葛亮《教与军师

长史参军掾属》: “夫参署者 , 集众思 ,

广忠益也。”

【例句】成功的人多能 ～, 不偏执己见。

【近义】群策群力

【反义】独断专行

集腋成裘
【注音】jíyèchénɡqiú

【释义】腋 : 指狐腋毛, 纯白珍美。裘:

指白色狐裘袍。把狐腋毛集中起来

就可做成白色裘袍。比喻积少成多

或储合众人力量办成某件事。

【出处】《慎子·知忠》: “粹白之裘, 盖

非一狐之腋也。”

【例句】如果我们每人向“希望工程”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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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一元钱 , ～, 就可以救助更多的失

学儿童。

【近义】聚沙成塔

【反义】功亏一篑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注音】jǐs uǒbùyù, wùs hīyúrén

【释义】欲 : 欲望, 意愿。施 : 施加。自

己所不愿意的 , 不要施加给别人。

【出处】《论语·卫灵公》: “子贡问曰:

‘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

曰 : ‘其 恕 乎! 己 所 不 欲 , 勿 施 于

人。’”

【例句】古语说“～”, 所以我不该让别

人去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活。

挤眉弄眼
【注音】jǐméi nònɡyǎn

【释义】弄眼: 使眼色。指用挤眉眨眼

的小动作表情示意。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九回:

“不断偏又有几个滑贼看出情景来,

都背后挤眉弄眼或咳嗽扬声———这

也非止一日。”

【例句】我见他向那人 ～, 想来他们是

蛇鼠一窝。

【近义】眉来眼去

【反义】视而不见

济济一堂
【注音】jǐjǐyītánɡ

【释义】济济 : 人多的样子。堂 : 古代指

房屋中高而宽的部分。形容很多人

聚集在一起。

【出处】《尚书·大禹谟》: “禹乃会群

后 , 誓于师曰 : ‘济济有众 , 咸听朕

命。’”

【例句】出席会议的代表 ～, 大家畅所

欲言。

【近义】座无虚席

【反义】风流云散

几次三番
【注音】jǐcìsān fān

【释义】三 : 一方面表示“多”, 另一方面

又是最少的多数。还可以作“几”解 ;

遍数。好几次 , 或一次又一次。

【例句】暑假里我想去北戴河旅游, ～

地跟妈妈提出 , 妈妈就是不答应。

掎角之势
【注音】jǐjiǎo zhīshì

【释义】掎角 : 牵制 , 夹击。分兵夹击或

牵制敌人的作战态势。

【出处】《三国演义》第二十二回 : “徐州

受敌之地 , 不可久居; 不若分兵屯小

沛 , 守邳城, 为掎角之势, 以防曹操。”

【近义】掎角之援

【反义】腹背受敌

计出万全
【注音】jìchūwàn quán

【释义】万全: 非常周全。形容计策谋

划非常周全 , 万无一失。

【出处】汉·晁错《言兵事疏》: “夫以人

之死争胜 , 跌而不振, 则悔之亡及也。

帝王之道 , 出于万全。”

【例句】这个方案可说是 ～, 有绝对成

功的把握。

【近义】十拿九稳  计深虑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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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漏洞百出

计穷力竭
【注音】jìqiónɡlìjié

【释义】竭 : 尽。计策、力量都用尽了。

指一点办法和一点力量都没有了。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第六十六

回 : “我见你计穷力竭, 无处求人, 独

自个强来支持。”

【例句】公司困难重重 , 做经理的已 ～,

只得宣告破产。

【近义】计尽力穷

【反义】智勇双全

计日程功
【注音】jìrìchénɡɡōnɡ

【释义】计 , 算 ; 程 : 估量; 功 : 成功效。

工作的进度或功效可以按日计算。

形容进度快 , 事业的成功有把握如期

实现。

【例句】深圳这些年的建设速度相当

快 , 可以说是 ～的。

计日而待
【注音】jìrìér dài

【释义】计算时日可以期待。形容预期

的目的很快就可实现。

【出处】唐·房玄龄等《晋书·王义之

传》: “若不行此 , 社稷之忧可计日而

待。”

【例句】完成这部著作 , 已是 ～的事了。

【近义】指日可待  计日程功

【反义】遥遥无期  旷日持久

记忆犹新
【注音】jìyìyóu xīn

【释义】犹 : 仍然。指过去所接触的人

或事物 , 仍然记得非常清楚, 就像新

近发生的一样。

【出处】茅盾《温故以知新》: “这一切噩

梦似的现实 , 记忆犹新, 到底为什么

而竟然发生。”

【例句】三十年过去了, 他对那件小事

却 ～, 使人不能不惊叹他的记忆力非

同寻常。

【近义】历历在目  念念不忘

【反义】浮光掠影

济寒赈贫
【注音】jìhán zhèn pín

【释义】济 : 救济 ; 赈 : 赈济。救助寒苦 ,

赈济贫穷。

【例句】他乐善好施 , ～, 是这一带出了

名的慈善家。

济世之才
【注音】jìshìzhīcái

【释义】济 : 救 ; 世 : 时世 , 社会。指能拯

救国家于困难的才能。

【出处】唐·杜甫《待严大夫》诗 : “殊方

又喜故人来 , 重镇还须济世才。”

【例句】农民起义的领袖们有不少是当

时的 ～。

【近义】栋梁之才

【反义】庸碌之辈

既来之, 则安之
【注音】jìlái zhī, zéān zh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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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既 : 既然, 已经; 来之: 使之来;

安之 : 使之安。既然把他们招来了,

就应加以安抚 , 使他们安心。指已经

来了 , 就安心于此。多用以形容顺时

应世的豁达态度。

【出处】《论语·季氏》: “故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 , 则安之。”

【例句】别老惦着家乡了, ～, 时间长

了 , 这儿不就成了你的第二故乡了

吗!

【辨析】“既”不可写作“即”。

既往不咎
【注音】jìwǎnɡbùjiù

【释义】既往: 已经过去的事。咎: 责

备 , 怪罪。已经过去的事情不再追

究、责备。

【出处】《论语·八佾》: “成事不说, 遂

事不谏 , 既往不咎。”

【例句】董事会已公开宣布 ～, 大家可

以放心回去 , 清理一切账目, 找出疏

漏之处 , 以免再犯。

【近义】宽大为怀

【反义】睚眦怀报

继往开来
【注音】jìwǎnɡkāi lái

【释义】继承前人的事业, 开辟未来的

道路。指承先启后 , 连续发展, 注重

创新。

【出处】宋·朱熹《朱子全书·周子

书》: “所以继往圣 , 开来学 , 而大有功

于斯世也。”

【例句】真正的革命家应该具有 ～的宏

伟抱负 , 而不只是满足于已经取得的

成功。

【近义】承上启下

【反义】空前绝后

寄人篱下
【注音】jìrén líx ià

【释义】寄 : 寄居, 依附。篱 : 篱笆。寄

居在别人的门下。形容诗文创作因

袭他人而无独创。也指依附别人生

活 , 不能自立。

【出处】《南史·张融传》: “丈夫当删诗

书 , 制礼乐, 何至因循寄人篱下?”

【例句】身居别人家, 无论条件怎样优

越 , 都不免有一种 ～之感。

【近义】仰人鼻息

【反义】自立门户

jiɑ

加官进禄
【注音】jiāɡuān jìn lù

【释义】进 : 向前移, 指增多。升了官,

增加了俸禄。

【出处】《红楼梦》四十四回: “老爷一向

加官进禄 , 八九年来 , 就忘了我了?”

【例句】一心想 ～的人, 是不可能真正

为人民服务的。

【近义】官运亨通

加油添醋
【注音】jiāyóu tiān cù

【释义】比喻夸大事实, 增添原来没有

的内容或细节。

【例句】你说话要实事求是 , 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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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实事求是  恰如其分

家长里短
【注音】jiāchánɡlǐduǎn

【释义】里 : 街坊 , 邻里。指家务琐事。

【出处】马烽《刘胡兰传·发动老长

工》: “这回胡兰没和他讲什么道理,

而是和他讲家长里短。”

【例句】老嫂子们坐在一起, ～, 闲话不

断。

【近义】鸡毛蒜皮

家常便饭
【注音】jiāchánɡbiàn fàn

【释义】家中日常饭食。也比喻常见

的、平常的事情。

【出处】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

“范文正公云 : ‘常调官好做, 家常饭

好吃。’”

【例句】土匪无恶不作 , 杀人放火是 ～。

【近义】司空见惯  屡见不鲜

【反义】千载难逢  旷古未闻

家给人足
【注音】jiājǐrén zú

【释义】给 : 富裕充足。家家衣食充裕,

人人生活富足。

【出处】唐·房玄龄等《晋书·陶侃

传》: “是以百姓勤于农殖, 家给人

足。”

【例句】进入 21 世纪 , 我国人民过上了

～的生活。

【近义】绰绰有余  丰衣足食

【反义】饥寒交迫  家徒四壁

家破人亡
【注音】jiāpòrén wánɡ

【释义】家庭破败, 亲人离散或死亡。

形容家庭遭受重大不幸。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二

十 : “那知霹空降下这场没影儿祸 , 弄

得家破人亡 , 父南子北 , 流落至此。”

【例句】一场飞来横祸 , 害得钱侃 ～, 他

只身离乡 , 好不容易流落到这里。

【近义】妻离子散

【反义】安居乐业

家徒四壁
【注音】jiātús ìbì

【释义】徒 : 只 , 仅仅。家中只剩下四周

的墙壁了。形容极其贫穷。

【出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文君

夜亡奔相如 , 相如乃与驰归成都, 家

居徒四壁立。”

【例句】父亲对儿子说: “当年咱 ～, 全

凭我和你妈白手起家, 辛苦积攒, 才

有了今天的富裕生活。”

【近义】四壁空空

【反义】腰缠万贯

家道中落
【注音】jiādào zhōnɡluò

【释义】指富有人家 , 已逐渐衰落下去 ,

不像往日那样富贵豪华。

【例句】母亲对儿子说: 自你祖父去世

后 , 我们便 ～, 再加上你父亲游手好

闲 , 才弄到今日这样子。

【反义】家道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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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道小康
【注音】jiādào xiǎo kānɡ

【释义】家庭经济比较宽裕。家道: 家

境。小康 : 可以维持中等水平的生

活。

【例句】在旧中国 , 不只穷人没钱治病,

就连 ～的人 , 也负担不起医药费用。

家贫如洗
【注音】jiāpín rúxǐ

【释义】家里穷得像水冲洗过一样, 什

么都没有。形容贫穷到了极点。

【出处】元·秦简夫《剪发待宾》: “小生

幼习儒业, 颇读诗书 , 争奈家贫如

洗。”

【例句】在旧社会, 父亲找不到活干,

～, 全家生活无着落。

【近义】一贫如洗

【反义】家给人足

家弦户诵
【注音】jiāx ián hùsònɡ

【释义】弦 : 弦歌, 用琴瑟伴奏来吟诵。

家家吟唱 , 户户诵读。

【出处】《聊斋志异·郭生》: “时叶、缪

诸公稿 , 风雅绝丽 , 家弦而户诵之。”

【例句】 �唐诗三百首》在中国可以说是

～。

【近义】家喻户晓

家学渊源
【注音】jiāxuéyuān yuán

【释义】家学: 家中世代相传的学问。

渊源 : 本源 , 根源。指学问世代相传,

学有本源。形容出身于书香门第, 学

问扎实 , 学有根底。

【出处】《镜花缘》五十六回: “他们二位

都是家学渊源 , 此去定然连捷。”

【例句】周芸的绘画是有 ～的, 她从小

就得到外祖父———名冠一时的国画

大师的指导。

家喻户晓
【注音】jiāyùhùxiǎo

【释义】喻、晓: 明白, 知道。家家户户

都明白知晓。

【出处】宋·楼钥《缴郑熙等免罪》: “而

遽有免罪之旨 , 不可以家喻户晓。”

【例句】 �水浒》、《三国演义》是 ～的文

学名著。

【近义】妇孺皆知

【反义】旷世未闻

家贼难防
【注音】jiāzéi nán fánɡ

【释义】家贼 : 家庭内部的小偷或坏人。

内部的奸贼很难防范。

【出处】宋·释惟白《续传灯录》第三十

卷 : “问 : ‘自古至今同生同死时如

何?’师曰 : ‘家贼难防。’”

【例句】我们要时时提防内部的盗贼,

因为 ～啊!

嘉言懿行
【注音】jiāyán yìxínɡ

【释义】嘉、懿: 好 , 美。富有教育意义

的美好言语和高尚行为。

【出处】梁启超《三十自述》: “日与言古

豪杰哲人嘉言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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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他在上德育课时, 常用古今优

秀人物的 ～教育学生。

假公营私
【注音】jiǎɡōnɡyínɡsī

【释义】假 : 借用。营 : 谋求。借用公家

名义 , 谋取私人利益。

【出处】《个人和集体》: “或者假公营

私 , 借着党的工作去达到他私人的某

种目的。”

【例句】这个贪官一向都 ～。

【反义】大公无私

假仁假义
【注音】jiǎrén jiǎyì

【释义】虚假的仁义道德。

【出处】宋·陈亮《又乙已书之二》: “仲

淹取其以仁义公恕统天下 , 而秘书必

谓其假仁假义以行之。”

【例句】他是一个 ～的人。

【近义】虚情假意

【反义】开诚布公

假手于人
【注音】jiǎs hǒu yúrén

【释义】借用别人的手办事。

【出处】《尚书·伊训》“皇天降灾 , 假手

于我有命。”

【例句】这个狡猾的凶手制造了一起血

案 , 然后 ～。

【近义】假力于人  借刀杀人

假途灭虢
【注音】jiǎtúmièɡuó

【释义】假 : 借 ; 虢 : 春秋时诸侯国名 , 在

今山西平陆及河南三门峡一带。原

指晋国向虞国借道灭虢国 , 在返回的

途中又灭了虞国。后比喻以借道为

名 , 预谋消灭对方。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五十六

回 : “玄德又问如何。孔明曰: ‘此乃

假途灭虢之计也, 虚名收川, 实取荆

州。’”

【例句】帝国主义者惯于用 ～之计, 侵

占别国领土 , 建立殖民地。

假戏真做
【注音】jiǎxìzhēn zuò

【释义】原指戏演得很逼真。也指把假

的事情当作真的来做。

【出处】现代·洪深《电影戏剧表演术》

三章 : “表演的所以能感动人 , 就是因

为演员的诚恳 , 所谓‘假戏真做’。”

【例句】她本想为小王解燃眉之急, 才

答应装作他的女朋友的, 没想到, 到

最后竟 ～, 和小王成为夫妻。

【近义】弄假成真

假以辞色
【注音】jiǎyǐcísè

【释义】假 : 借, 给予。用好言好语、和

颜悦色待人。

【出处】明·归有光《沈贞甫墓志铭》:

“贞甫为人伉厉, 喜自修饰, 介介自

持 , 非其人未尝假以辞色。”

【例句】他属那种欺软怕硬的人, 你倘

若 ～, 温言温语 , 恐怕他还不会服你。

【近义】和颜悦色

【反义】疾言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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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廉物美
【注音】jiàlián wùměi

【释义】廉 : 低廉。价格便宜, 质量又

好。

【出处】清·吴趼人《近十年之怪现状》

十回 : “久仰贵局的价廉物美 , 所以特

来求教。”

【例句】我店素以 ～著称。

价值连城
【注音】jiàzhílián chénɡ

【释义】连城 : 许多座城池。战国时 , 秦

王曾扬言要用十五座城换取赵国的

和氏璧 , 本指和氏璧价值连城, 后形

容物品极其贵重。

【出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赵

惠文王时 , 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

之 , 使人遗赵王书, 愿以十五城请易

璧。”

【例句】这是一幅 ～的字画。

【近义】无价之宝

【反义】一钱不值

驾轻就熟
【注音】jiàqīnɡjiùshú

【释义】轻车走熟路。比喻办熟悉的事

很容易。

【出处】唐·韩愈《送石处士序》: “若驷

马驾轻车 , 就熟路 , 而王良、造父为之

先后也。”

【例句】对初中英语我早已 ～, 根本不

用备课。

【近义】轻车熟路

【反义】人地生疏

嫁狗随狗
【注音】jiàɡǒu suíɡǒu

【释义】旧时比喻女子嫁后, 无论丈夫

好坏 , 都要永远跟从。也比喻一切随

人 , 不能自主。

【出处】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下 : “世

谓谚云‘嫁得鸡逐鸡飞, 嫁得狗逐狗

走’之语也。”

【例句】俗话说“嫁鸡随鸡, ～”。可她

就偏不认这个命, 经过顽强的抗争,

她终于挣脱了旧礼教的束缚, 同时也

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近义】嫁鸡随鸡

嫁祸于人
【注音】jiàhuòyúrén

【释义】嫁 : 转移, 转嫁。把灾祸转嫁到

别人头上。

【出处】《史记·赵世家》: “韩氏所以不

入于秦者 , 欲嫁其祸于赵也。”

【例句】虽然我和他有仇有怨, 但 ～的

事我不愿做。

【近义】诿过于人

【反义】作法自毙

jiɑn

尖酸刻薄
【注音】jiān suān kèbó

【释义】尖酸 : 说话带刺 , 使人难受。刻

薄 : 冷酷 , 不宽容。对人挑剔嘲弄, 冷

酷无情。

【出处】宋·陈抟《心相编》: “愚鲁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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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尖酸刻薄。”

【例句】她一向是个 ～的泼妇。

【近义】贫嘴薄舌

【反义】语重心长

【辨析】～和“刁钻刻薄”相比 : ～侧重

于语言上 ; 而“刁钻刻薄”侧重于得为

上。

尖嘴猴腮
【注音】jiān zuǐhóu s āi

【释义】腮 : 面颊。像猴子似的尖嘴巴、

瘦面颊。形容人长相丑陋。

【出处】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三回:

“像你这尖嘴猴腮, 也该撒泡尿自己

照照! ”

【例句】许多书中描写的坏人形象都是

～的。

【近义】其貌不扬

【反义】相貌堂堂

尖嘴薄舌
【注音】jiān zuǐbós hé

【释义】嘴、舌 : 这里指说的话。形容说

话尖酸刻薄。

【出处】《镜花缘》第三回 : “你既要骗我

酒吃 , 又斗我围棋, 偏有这些尖嘴薄

舌的话说。”

【例句】李二嫂 ～的, 姑娘们都害怕跟

她打交道。

坚壁清野
【注音】jiān bìqīnɡyě

【释义】坚 : 加固 ; 壁 : 古代军营的围墙、

营垒 ; 坚壁 : 指加固营垒 , 把物资等藏

起来 , 不落到敌人手里; 清野 : 将田野

财物 , 成熟的粮食作物, 清理收藏起

来。形容作战时采用的一种策略, 坚

守据点 , 转移周围的人、牲畜、财物,

清除附近房屋、树木等, 让敌人既攻

不下据点 , 又抢不到东西。

【出处】《三国志·魏书·荀彧 ( yù)

传》: “今东方皆以收麦, 必坚壁清野

以待将军。将军攻之不克, 略之无

获 , 不出十日 , 则十万之众未战而自

困耳。”

【例句】在抗日战争中, 我们实行 ～的

政策 , 使得日本侵略军节节溃退。

坚不可摧
【注音】jiān bùkěcuī

【释义】非常坚固 , 不可摧毁。

【例句】在革命战争中, 人民的力量是

～的。

【反义】不堪一击  一触即溃

坚持不懈
【注音】jiān chíbùxiè

【释义】懈 : 松懈 , 懈怠。坚持到底, 毫

不松懈。

【出处】《清史稿·刘体重传》: “遇大

雨 , 贼决河自卫。煦激励兵团, 坚持

不懈 , 贼穷蹙乞降 , 遂复濮州。”

【例句】要想成就一番事业, 就必须 ～

地努力奋斗。

【近义】锲而不舍

【反义】一暴十寒

坚定不移
【注音】jiān dìnɡbùyí

【释义】移 : 改变, 动摇。形容意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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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毫不动摇。

【出处】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

·文宗开成五年》: “推心委任, 坚定

不移 , 则天下何忧不理哉! ”

【例句】我们要 ～地走改革开放的道

路。

【近义】百折不回  坚忍不拔

【反义】随风转舵

坚忍不拔
【注音】jiān rèn bùbá

【释义】忍 : 柔软结实。拔 : 移动 , 改变。

坚强而柔韧 , 毫不动摇。

【出处】《读后感两篇·壮丽人生的最

后闪光》: “这献身精神 , 在艰苦卓绝、

坚忍不拔的长期斗争中千锤百炼 , 凝

聚为党的脊梁。”

【例句】青年人若能 ～、努力奋斗 , 就会

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近义】坚定不移

坚强不屈
【注音】jiān qiánɡbùqū

【释义】屈 , 屈服。坚定刚强 , 不向敌人

屈服。

【出处】《荀子·法行》: “坚刚而不屈,

义也。”

【例句】～的刘胡兰在敌人的铡刀面前

毫无惧色。

【近义】坚贞不渝

【反义】卑躬屈膝

坚定不渝
【注音】jiān dìnɡbùyú

【释义】渝 : 改变。坚持到底, 决不改

变。

【例句】中国人民将 ～地支持世界上被

压迫人民反对侵略的正义斗争。

坚甲利兵
【注音】jiān jiǎlìbīnɡ

【释义】坚甲: 坚固的盔甲; 利兵: 锋利

的武器。原指精良的武器装备。现

指坚强善战的军队。

【出处】《墨子·非攻下》: “于此为坚甲

利兵 , 以往攻无罪之国。”

【例句】只要战争危险还存在, 就必须

有 ～, 不断强化国防力量。

坚苦卓绝
【注音】jiān kǔzhuōjué

【释义】坚苦: 坚忍刻苦; 卓绝: 程度达

到极点 , 不可比拟。指 ( 在艰难困苦

中) 坚忍刻苦的精神超越寻常。

【例句】泥土和天才比, 当然是不足齿

数的 , 然而不是 ～者 , 也怕不容易做。

坚如磐石
【注音】jiān rúpán shí

【释义】坚 : 牢固 , 硬 ; 磐石 : 厚重的大石

头。坚固得像厚重的大石头。形容

非常坚固 , 不可动摇。

【例句】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

【反义】不堪一击  危如累卵

坚贞不屈
【注音】jiān zhēn bùqū

【释义】坚贞 : 坚定 , 有气节。指意志坚

定而有气节 , 决不屈服。

【出处】唐·韦应物《睢阳感怀》诗 : “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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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锋刃毙 , 莫夺坚贞志。”

【例句】井冈山的毛竹, 同井冈山人一

样 ～。

【近义】坚强不屈

【反义】卑躬屈节

坚贞不渝
【注音】jiān zhēn bùyú

【释义】坚 : 坚守; 贞 : 节操; 渝 : 改变。

坚守节操 , 决不改变。

【例句】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理想 ～。

【近义】坚定不移  坚贞不屈  坚忍不

拔

【反义】朝三暮四  朝秦暮楚

坚执不从
【注音】jiān zhíbùcónɡ

【释义】执 : 坚持。坚持自己的主张 , 不

听从别人的意见 , 或不按别人的要求

办。

【例句】大家再三劝他不要操之过急,

他却 ～。

【近义】固执己见

【反义】舍己从人

肩摩毂击
【注音】jiān móɡǔjī

【释义】摩 : 相挨 ; 毂 : 车轮中心的圆木,

代指车轮 ; 击 : 碰。肩膀和肩膀相碰,

车轮和车轮相蹭。形容行人车辆拥

挤。

【出处】《战国策·齐策一》: “临淄之途

车毂击 , 人肩摩。”

【例句】桃花会上 ～, 人山人海。

【近义】比肩继踵

【反义】人迹罕至

间不容发
【注音】jiān bùrónɡfà

【释义】间 : 中间, 空隙。发 : 头发。中

间容纳不下一根头发。形容距离极

小。比喻形势非常紧迫、危急。

【出处】清代林则徐《英人非不可制

⋯⋯烟土查明全缴电》: “此时绝续关

头 , 间不容发。”

【例句】这事 ～, 明天就去办理。

艰苦奋斗
【注音】jiān kǔfèn dòu

【释义】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竭尽全力

去工作或斗争。

【出处】《普通劳动者》: “老一代战士们

那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 已经⋯⋯被

新的一代接受下来了。”

【例句】不经过 ～, 流血流汗 , 就想取得

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艰苦朴素
【注音】jiān kǔpǔsù

【释义】指吃苦耐劳、朴实节俭的作风。

【出处】姚雪垠《李自成》卷一·十七

章 : “( 张献忠) 为实现这一远大的政

治目的 , 而在生活上竭力做到艰苦朴

素。”

【例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近义】坐不重席

【反义】挥霍无度

艰苦卓绝
【注音】jiān kǔzhuóju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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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极为艰难困苦。

【出处】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 “党有

几十万党员 , 在领导人民, 向着敌人

作艰苦卓绝的斗争。”

【例句】那是经过长期 ～的斗争才取得

的胜利。

【近义】备尝艰苦

【反义】花天酒地  铺张浪费

艰难险阻
【注音】jiān nán xiǎn zǔ

【释义】指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各种障碍

和经受的各种苦难。

【出处】《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晋侯

在外十九年矣 , 而果得晋国, 险阻艰

难备尝之矣。”

【例句】人生道路上的种种 ～, 只能磨

砺有志者百折不挠的精神。

【近义】荆棘载途

【反义】康庄大道

兼而有之
【注音】jiān ér yǒu zhī

【释义】兼 : 一手执两禾 , 引申指同时进

行几桩事或占有几样东西。同时占

有或具备有关的几个方面。

【出处】《墨子·法议》: “奚以知天兼而

爱之 , 兼而利之也? 以其兼而有之,

兼而食之也。”

【例句】这座房子设计巧妙, 不管从哪

个方面看 , 好的方面都 ～。

【近义】兼收并蓄  兼容并包

兼收并蓄
【注音】jiān shōu bìnɡxù

【释义】兼 : 同时涉及或具有几种事物 ;

收 : 接收 , 收罗; 蓄 : 储藏。把内容不

同、性质不同的东西都吸收进来, 保

存起来。

【出处】唐·韩愈《进学解》: “牛溲马

勃 , 败鼓之皮, 俱收并蓄, 待用无遗

者 , 医师之良也。”

【例句】对古代文化遗产 , 要批判继承 ,

不能 ～。

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
【注音】jiān tīnɡzémínɡ, piān xìn zé

àn

【释义】能听取多方面的意见, 就能明

辨是非 , 正确认识事物; 只听信一方

面的意见 , 就弄不清事物的真相。

【出处】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

九十二 : “上问魏徵曰: ‘人主何为而

明? 何为而暗?’对曰 : ‘兼听则明 , 偏

信则暗。’”

【例句】～, 我们应当认真听取各方面

的意见。

缄口不言
【注音】jiān kǒu bùyán

【释义】缄 : 封闭。闭住嘴不说话。

【出处】《明史·何遵传》: “正德间, 给

事、御史挟势凌人 , 趋权择便, 凡朝廷

大阙失 , 群臣大奸恶 , 缄口不言。”

【例句】大家都纷纷发言, 表示了自己

的态度 , 只有他 ～。

【近义】缄口结舌  �若寒蝉

【反义】侃侃而谈  夸夸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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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扼要
【注音】jiǎn mínɡèyào

【释义】简单明白 , 抓住要点。

【出处】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 都

应当简明扼要。”

【例句】像这样 ～地叙述事实, 用以作

论据 , 正是议论中的叙述的特点。

【近义】言简意赅  短小精悍

【反义】漫无边际  长篇大论

见财起意
【注音】jiàn cái qǐyì

【释义】见到财物 , 顿生邪念。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三十二

回 : ( 王英) 原是车家出身, 为因半路

里见财起意 , 就势劫了客人, 事发到

官 , 越狱走了。”

【例句】那个伙计 ～, 把主人的钱席卷

而去。

【近义】见利忘义

【反义】见利思义

见多识广
【注音】jiàn duōshíɡuǎnɡ

【释义】形容见识广博。

【出处】明·冯梦龙《古今小说·蒋兴

哥重会珍珠衫》: “还是大家宝眷, 见

多识广 , 比男子汉眼力 , 倒胜十倍。”

【例句】他经常进城打工 , 自然 ～, 知道

不少城里发生的新鲜事。

【近义】博古通今

【反义】坐井观天

见仁见智
【注音】jiàn rén jiàn zhì

【释义】各人见解不同。

【出处】《周易·系辞上》: “仁者见之谓

之仁 , 知者见之谓之知。”

【例句】各位 ～, 提出的意见都很有道

理 , 我们难加取舍, 待研究后再作决

定。

【近义】各有千秋

【反义】人云亦云

见笑大方
【注音】jiàn xiào dàfānɡ

【释义】指让有专长的人笑话。大方:

指具有某种专长的人。

【出处】《庄子·秋水》载 : 河伯以江河

的浩大而自傲, 后见到无边的大海,

叹曰 : “今我睹子之难穷也 , 吾非至于

子之门 , 则殆矣! 吾长见笑于大方之

家。”

【例句】小张 , 别胡说八道 , 以免 ～。

【近义】贻笑大方

【反义】推崇备至

见怪不怪
【注音】jiàn ɡuài búɡuài

【释义】看见奇怪的事也不以为怪, 能

泰然处之。指遇事沉稳不慌。

【出处】宋·洪迈《夷坚三志·己·姜

七家猪》: “见怪不怪 , 其怪自坏! ”

【例句】谢觉哉《作风漫谈》: “既是毫无

根据 , 那 ～, 其怪自绝 , 又何必大惊小

怪呢。”

【近义】以怪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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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大惊小怪

见利思义
【注音】jiàn lìsīyì

【释义】见到有利可图的事就想到道

义。

【出处】《论语·宪问》: “见利思义, 见

危授命。”

【例句】一个正派人 , 应该 ～。

【反义】见利忘义。

见死不救
【注音】jiàn sǐbújiù

【释义】见到面临死亡威胁的人而不去

救援。

【出处】元·关汉卿《救风尘》二折 : “你

做的个见死不救 , 羞见这桃园中杀白

马 , 宰乌牛。”

【例句】这个人 ～, 应该受到人们的指

责。

【近义】自私自利

【反义】舍己为人

见贤思齐
【注音】jiàn xián sīqí

【释义】贤 : 有才德的人; 齐 : 看齐。见

到有才德的人就要向他看齐。

【出处】《论语·里仁》: “见贤思齐焉,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例句】老师教我们一定要具有 ～的精

神。

【近义】力争上游

【反义】见利忘义

见风使舵
【注音】jiàn fēnɡshǐduò

【释义】舵 : 船上控制方向的装置。看

着风向转舵。比喻随机应变。也比

喻看人眼色或势头行事 , 没有坚定的

信念或立场。

【出处】《官场现形记》十九回 : “别事见

风使帆 , 再作道理。”

【例句】这个奸贼一向都是 ～, 让人讨

厌。

【近义】看风使舵

见缝插针
【注音】jiàn fènɡchāzhēn

【释义】比喻善于利用一切可供利用的

时间和空间。

【出处】魏巍《东方》三部七章 : “‘小钢

炮后来打死敌人不少’, 陈三又见缝

插针地鼓励他。”

【例句】小王连洗衣服都只能 ～, 可见

她的的确确是个大忙人。

【近义】忙里偷闲

见机而动
【注音】jiàn jīér dònɡ

【释义】机 : 时机, 机会。看到适当时机

立即行动。

【出处】《周易·系辞下》: “几者动之

微 , 吉之先者也。君子见几而作, 不

俟终日。”

【例句】究意怎么办, 到时你 ～好了。

【近义】见机行事

【反义】刻舟求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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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机行事
【注音】jiàn jīxínɡs hì

【释义】看情势灵活应付。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九十八

回 : “你去见机行事, 得回再回方好。”

【例句】咱们大家机灵些 , 到时候 ～。

【近义】见机而作  相机行事

【反义】刻舟求剑

见利忘义
【注音】jiàn lìwànɡyì

【释义】看到有利可图就忘掉了道义。

形容人贪财自私。

【出处】汉·班固《汉书·樊郦腾灌傅

靳周传》: “当孝文时, 天下以郦寄为

卖友。夫卖友者 , 谓见利而忘义也。”

【例句】他是个 ～的人 , 不能结交他。

【近义】利令智昏

【反义】见义勇为

见猎心喜
【注音】jiàn lièxīn xǐ

【释义】猎 : 打猎。看见打猎心里就高

兴。比喻旧习难改 , 触其所好, 便跃

跃欲试。

【出处】三国·魏·曹丕《典论自序》:

“和风扇物, 弓燥手柔, 草浅兽肥, 见

猎心喜。”

【典故】宋朝有个学者叫程颢 , 字后淳,

洛阳人。他和他的弟弟程颐 , 都是很

有名气的儒家大师 , 被称为“二程”。

程颢死后 , 被尊为明道先生。

程颢在宋神宗初年 , 考中“进士”,

以后做了大官。但是几年之后 , 他就

辞去官职回家了, 仍继续治学, 从事

著作。他在少年时代曾爱好打猎, 兴

趣十分浓厚。十二年后的一天傍晚 ,

在辞官回家的路上 , 他看到有人正在

兴高采烈地打猎 , 便禁不住心头的喜

悦 , 跃跃欲试 , 巴不得立即参加到那

些猎人的行列里去。

【例句】他这人 ～, 一见打牌手就痒。

【近义】本性难移  跃跃欲试

【反义】洗心革面

见钱眼开
【注音】jiàn qián yǎn kāi

【释义】看到钱财眼睛就发亮。形容贪

财爱钱。

【出处】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八十

一回 : “看官听说, 院中唱的, 以卖俏

为活计 , 将脂粉作生涯⋯⋯弃旧迎

新 , 见钱眼开 , 自然之理。”

【例句】他这个人 ～, 绝不会放过这个

赚钱的机会。

【近义】见利忘义

【反义】见利思义

见危授命
【注音】jiàn wēi shòu mìnɡ

【释义】授命: 献出生命。在危急关头

勇于献出生命。

【出处】《晋书·殷仲文传》: “进不能见

危授命 , 亡身殉国 ; 退不能辞粟首阳 ,

拂衣高谢。”

【例句】为了抗洪抢险 , 他愿 ～。

【近义】见义勇为  奋不顾身

【反义】袖手旁观  明哲保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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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微知著
【注音】jiàn wēi zhīzhù

【释义】微 : 不明显的迹象。著 : 显著的

状态。看到事情的一点苗头 , 就能知

道它将要发展为怎样一种显著的状

态。

【出处】汉·袁康《越绝书·越绝德序

外传》: “故圣人见微知著, 睹始知

终。”

【例句】一个人的前途究竟如何, 其实

可以从他现阶段学习工作中的一些

细微的小事看出来, 这就是 ～的道

理。

【近义】一叶知秋

见所未见
【注音】jiàn suǒwèi jiàn

【释义】见到了从未见过的事物, 形容

事物奇特、少见。

【出处】汉·扬雄《法言·渊骞》: “日闻

所不闻 , 见所不见。”

【例句】那些稀世珍宝 , 是同学们 ～的。

【反义】司空见惯  屡见不鲜

见义勇为
【注音】jiàn yìyǒnɡwéi

【释义】看到正义的事就勇敢地去做。

【出处】《论语·为政》: “见义不为, 无

勇也。”

【例句】他把坠海的孩子救起来, 市政

府对这种 ～的行为 , 立即加以褒奖。

【近义】急公好义

【反义】见利忘义  见死不救

见异思迁
【注音】jiàn yìsīqiān

【释义】迁 : 改变。看到别的事物就改

变原来的主意。多指意志不坚定或

喜好不专一。

【出处】《管子·小匡》: “少而习焉, 其

心安焉 , 不见异物而迁焉。”

【例句】这种 ～的人, 是不会有出息的。

【近义】三心二意

【反义】一心一意

剑拔弩张
【注音】jiàn bánǔzhānɡ

【释义】弩 : 古代的弓。剑出鞘, 弓上

弦。形容书法笔力雄健崛奇。比喻

对立双方一触即发的紧张形势。

【出处】《汉书·王莽传下》: “省中相惊

传 , 勒兵至郎署 , 皆拔刃张弩。”

【例句】两帮黑社会人物准备打斗, 正

在 ～之际, 警察突至, 把他们一网打

尽。

【近义】一触即发

【反义】销兵卸甲

健步如飞
【注音】jiàn bùrúfēi

【释义】健步 : 走起路来很有力量 , 速度

很快。形容步伐矫健有力, 走得很

快。

【例句】爸爸虽然已是六十多岁的人

了 , 但走起路来仍是 ～。

【反义】步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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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入佳境
【注音】jiàn rùjiājìnɡ

【释义】佳境: 美好的境界。渐渐进入

美好的境界。比喻情况逐渐好转或

兴味逐渐浓厚。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八十二

回 : “长老携着那怪, 步赏花园, 看不

尽的奇葩异卉。行过了许多亭阁 , 真

个是渐入佳境。”

【反义】兴味索然

建功立业
【注音】jiàn ɡōnɡlìyè

【释义】创建功勋和事业。也作“建功

立事”。

【出处】宋·苏轼《上两制书》: “古之圣

贤建功立业、兴利捍患, 至于百工小

事之事皆有可观。”

【例句】打好学习基础 , 胸怀远大目标,

脚踏实地地苦干, 才能为人民 ～。

鉴貌辨色
【注音】jiàn mào biàn sè

【释义】鉴 : 看 ; 色: 脸色。观察对方的

表情 , 看清对方的脸色。形容根据对

方的心理决定相应的行动。

【出处】《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

“适来鉴貌辨色 , 观君与凡俗不同。”

【例句】孩子这么小就懂得 ～, 实属难

得。

鉴往知来
【注音】jiàn wǎnɡzhīlái

【释义】鉴 : 借鉴; 往 : 过去。指借鉴过

去的情况和经验 , 便可推知未来的发

展。

【例句】对小说文体发展的前景, 与其

茫然 , 还不 如 先回 头 看 , 俗 话 说 :

“～”。

箭不虚发
【注音】jiàn bùxūfā

【释义】箭射得准, 每发必中。形容射

箭技艺高强。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魏志·庞

迕传》: “迕被甲执弓 , 箭不虚发。”

【例句】他的功夫真好 , 百步穿杨 ～。

【近义】弹无虚发

箭在弦上
【注音】jiàn zài x ián shànɡ

【释义】箭已搭在弦上。常与“不得不

发”连用 , 比喻形势所迫 , 不得不采取

某种行动。也比喻话不得不说。也

作“如箭在弦”、“矢在弦上”。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三十二

回 : “琳答曰: ‘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耳。’”

【例句】这些话已到了 ～的时候, 不得

不说。

【近义】一触即发

jiɑnɡ

江河日下
【注音】jiānɡhérìx ià

【释义】江河里的水每天都向着下游流

去。比喻事物一天天衰落 , 景况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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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一天。

【出处】吴敬梓《儒林外史》二十六回:

“而今的人 , 可谓江河日下。”

【例句】旧中国, 民族工业在洋货的冲

击下 , ～, 濒于灭亡。

【近义】每况愈下

【反义】欣欣向荣

江郎才尽
【注音】jiānɡlánɡcái jìn

【释义】江郎 : 指南朝文学家江淹 , 他年

轻时作的诗文很有才气 , 受到同时代

文人的称赞。而到了老年没有出什

么好作品 , 于是人们说他“才尽”了。

后用以比喻文思枯竭或本领用尽。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九十一

回 : “如今弄了这个 , 还不知可能敷衍

交卷。我被你闹的真是江郎才尽。”

【例句】一个勤奋而又虚心好学的作

家 , 是不会 ～的。

【近义】妙笔生花  锦心绣口

江山如画
【注音】jiānɡshān rúhuà

【释义】江山: 江河山岭; 如 : 像 ; 画: 画

图。山水像画一样美丽。形容自然

风景极其秀美。

【例句】我们伟大的祖国 ～。

【近义】山明水秀

【反义】穷山恶水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注音】jiānɡs hān yìɡǎi, běn xìnɡnán

yí

【释义】山河的面貌容易改变, 人的性

格却很难改变。形容多年形成的思

想、习惯、作风极不容易改变。也作

“江山好改 , 禀性难移。

【出处】元·无名氏《谢金吾》三折 : “可

不的山河易改 , 本性难移。”

【例句】我不止一次起誓要改改为人,

向那些能人学习 , 但是白搭 , “～”嘛。

【近义】积重难返

【反义】脱胎换骨

【辨析】“难”不可读作“nàn”。 ～和

“积重难返”相比 : ～多用于人 ; 而“积

重难返”还可用于整体、国家等。

江天一色
【注音】jiānɡtiān yīs è

【释义】形容江水辽阔, 水天相连。也

形容苍茫辽阔的样子。

【例句】放眼看去 , ～, 只有几只海鸥在

水天间飞来飞去。

【近义】水天一色

江心补漏
【注音】jiānɡxīn bǔlòu

【释义】船划到江心才修补漏洞。比喻

补救措施为时已晚。

【例句】事态已严重到了这种境地, 你

再怎么补救也是 ～, 为时已晚。

【近义】无济于事

将错就错
【注音】jiānɡcuòjiùcuò

【释义】将 : 依 , 顺着。事情已经错了,

索性顺着错误做下去。

【出处】清·曾朴《孽海花》十四回 : “有

人说是上头看时叠错的 , 那些阅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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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好将错就错。”

【例句】犯了错误要改 , 你可不能 ～, 破

罐子破摔啊。

将计就计
【注音】jiānɡjìjiùjì

【释义】将 : 用。利用对方的计策 , 反过

来向对方施计。

【出处】清·曾朴《孽海花》三十回 : “我

现在既要跳出金门, 外面正要个连

手 , 不如将计就计 , 假装上钩。”

【例句】我们正好 ～, 故意把假情报透

露给敌方的间谍人员。

【辨析】～和“将机就机”相比 : ～侧生

于“计”指用对方的方法使对方上当;

而“将机就机”侧重于’机”指利用机

会 , 借机行事。

将信将疑
【注音】jiānɡxìn jiānɡyí

【释义】将 : 又 , 且。又相信又怀疑。

【出处】唐·李华《吊古战场文》: “人或

有言 , 将信将疑。”

【例句】那个被俘的士兵说, 敌人准备

大撤退 , 我军的指挥官 ～。

【近义】疑信参半

【反义】满腹疑团

将功补过
【注音】jiānɡɡōnɡbǔɡuò

【释义】将 : 拿。用功劳补偿过错。

【出处】《晋书·王敦传》: “当令任不过

分 , 役其所长 , 以功补过 , 要之将来。”

【例句】对于犯错误的人, 要给他个 ～

的机会。

【辨析】～和“将功折罪”都有“用功劳

来抵偿自己所做不好的事”的意思。

区别在于“过”和“罪”: “将功折罪”

表示“用功劳抵罪”, 用于罪犯和其他

有罪的人 ; 而 ～表示“用功劳补偿过

错”, 用于一般犯错误、有过失的人。

将功折罪
【注音】jiānɡɡōnɡzhézuì

【释义】将 : 拿; 折 : 抵偿。拿功劳抵偿

罪过 , 即立功赎罪。

【出处】元·康进之《李逵负荆》第四

折 : “山儿 , 我如今放你去, 若拿得这

两个棍徒 , 将功折罪; 若拿不得 , 二罚

俱罚。”

【例句】我们考虑到你有 ～的具体表

现 , 决定对你从宽处理。

将心比心
【注音】jiānɡxīn bǐxīn

【释义】将 : 把。用自己的心情和处境

去设想对方, 即设身处地替别人着

想。

【出处】宋《朱子语类·大学三》第十六

卷 : “譬如交代官相似 , 前官之待我既

不善 , 吾毋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后官

也。⋯⋯俗语所谓将心比心 , 如此则

各得其平矣。”

【例句】这事放在你身上, ～怎么样?

你应该同情别人才是。

降心相从
【注音】jiànɡxīn xiānɡcónɡ

【释义】降 : 降低, 压抑。从 : 顺从。委

屈自己的心意服从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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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梁启超《与上海某某等报馆主

笔书》: “公等所纠 , 而足以服吾之心,

吾固不惮降心相从。”

【例句】为了团结 , 你对他可以 ～。

【近义】随波逐流  舍己从人

【反义】坚贞不屈  威武不屈

匠心独运
【注音】jiànɡxīn dúyùn

【释义】匠心 : 灵巧的心思 , 经常指文学

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构思 ; 独 : 独到的;

运 : 指独创性地运用灵巧的心思。用

来形容独特的艺术构思。

【出处】唐·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学

不攻儒 , 务掇精华 , 文不按古 , 匠心独

妙。”

【例句】这次展览会上, 他的象牙雕刻

是 ～的。

【反义】鹦鹉学舌  步人后尘

jiɑo

交口称誉
【注音】jiāo kǒu chēnɡyù

【释义】交口: 异口同声。众人同声称

赞。

【出处】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诸

公要人 , 急欲令出我门下, 交口称誉

之。”

【例句】他的演讲精彩极了, 全校师生

～。

【近义】有口皆碑  口碑载道

【反义】众口铄金

交浅言深
【注音】jiāo qiǎn yán s hēn

【释义】对相交不深的人说内心话。指

说话有失分寸。

【出处】《战国策·赵策四》“交浅而言

深 , 是乱也。”

【例句】由于 ～, 他给自己惹了许多麻

烦。

交头接耳
【注音】jiāo tóu jiēěr

【释义】头靠着头, 嘴贴着耳朵说悄悄

话。

【出处】《前汉春秋平话》: “筵上不得交

头接耳。”

【例句】同学们要注意听讲 , 不要 ～。

【近义】窃窃私语  窃窃私议

【反义】高谈阔论  大声喧哗

娇生惯养
【注音】jiāo shēnɡɡuàn yǎnɡ

【释义】娇 : 娇宠, 溺爱。惯: 纵容, 放

任。在娇宠和放纵中生长。形容小

孩受到过分的宠爱和放任。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七十七

回 : “原是想他自幼娇生惯养的 , 何尝

受过一日委屈。”

【例句】独生子女不能 ～, 否则将来后

患无穷。

【近义】掌上明珠

娇小玲珑
【注音】jiāo xiǎo línɡlónɡ

【释义】娇小: 娇嫩小巧; 玲珑: 灵活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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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形容小巧灵活 , 伶俐可爱。

【出处】清·曾朴《孽海花》四回 : “衾里

面 , 紧贴身朝外睡着个娇小玲珑的妙

人儿。”

【例句】这个姑娘长得 ～。

【近义】小巧玲珑

【反义】庞然大物

骄傲自满
【注音】jiāo ào zìmǎn

【释义】自高自大, 满足于自己已有的

成绩。

【例句】虽然这次考试你取得了好成

绩 , 但一定要再接再历, 千万不要 ～,

故步自封。

【近义】目空一切  居功自傲

【反义】谦虚谨慎  虚怀若谷

【辨析】“骄”不可写作“娇”。

骄兵必败
【注音】jiāo bīnɡbìbài

【释义】兵 : 军队。骄傲轻敌的军队必

定打败仗。

【出处】《汉书·魏相传》: “恃国家之

大 , 矜民人之众 , 欲见威于敌者 , 谓之

骄兵。兵骄者灭。”

【例句】古人说 : “～”。这正是曹操败

于赤壁的根本原因。

【近义】一败涂地

【反义】哀兵必胜

骄奢淫逸
【注音】jiāo shēyín yì

【释义】骄 : 傲气专横。逸 : 放荡 , 放纵。

【出处】《左传·隐公三年》: “骄奢淫

訢 , 所自邪也。”

【典故】春秋时期, 卫庄公对他的儿子

州吁十分溺爱。州吁长大以后 , 任性

放荡 , 为所欲为, 到处营事生非 , 横行

霸道。

大夫石石昔劝卫庄公说: “人们都

说 , 父母喜爱孩子, 应该以道义教导

他们 , 让他们走正道。而不能让他们

走上邪路。对他们过分溺爱放纵, 就

会使他们养成骄横跋扈、奢侈腐化、

好逸恶劳的恶习 , 那是很危险的! ”

卫庄公没有听石石昔的忠告 , 仍然

放纵州吁 , 以致州吁越来越坏。卫庄

公死后 , 州吁杀死哥哥卫桓公, 当了

国君。由于他为人残暴 , 名声很坏,

遭到卫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位不

到一年 , 被石石昔联合陈国 , 巧旋计谋 ,

把他杀死。

【例句】商纣王是个 ～的君王。

【近义】纸醉金迷  荒淫无耻

【反义】艰苦朴素  节衣缩食

胶柱鼓瑟
【注音】jiāo zhùɡǔsè

【释主】柱 : 琴瑟上安弦的短木 , 可以转

动调音。鼓 : 弹奏。瑟: 古代的一种

弦乐器。用胶把琴柱粘起来弹奏。

比喻拘泥而不知变通。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

如列传》: “蔺相如曰 : ‘王以名使括 ,

若胶柱而鼓瑟耳。 ( 赵) 括徒能读其

父书传 , 不知合变也。’”

【例句】时代前进了 , 措施也得跟上去 ,

～是不行的。

【近义】守株待兔  刻舟求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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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随机应变  通权达变

焦头烂额
【注音】jiāo tóu làn é

【释义】头额都被烧坏。比喻处于狼

狈、窘迫的境地。

【例句】马上就要考试了, 由于平时不

用功 , 这时他忙得 ～。

【近义】头破血流  狼狈不堪

【反义】万事亨通  称心如意

狡兔三窟
【注音】jiǎo tùsān kū

【释义】狡 : 狡猾。三 : 形容多。窟 : 洞

穴。狡猾的兔子尚且有许多个洞穴

可供藏身。比喻避祸藏身的地方很

多。也指预备多种后路。

【出处】《战国策·齐策四》记载, 冯谖

对孟尝君说 : “狡兔有三窟 , 仅得免其

死耳 ; 今君有一窟 , 未得高枕而卧也,

请为君复凿二窟。”

【例句】在旧社会, 官僚政客们常常八

面玲珑 , 为自己多留后路 , 正所谓 ～。

【近义】移花接木  掩人耳目

【反义】瓮中之鳖  坐以待毙

矫揉造作
【注音】jiǎo róu zào zuò

【释义】矫 : 使弯的变直。揉: 把直的变

弯。造作 : 做作。形容故意做作, 极

不自然。

【出处】《红楼梦》第五十一回 : “黛玉忙

拦道 : ‘这宝姐姐也忒胶柱鼓瑟 , 矫揉

造作了。’”

【例句】写文章 ～是不可取的。

【近义】故作姿态

【反义】落落大方

矫枉过正
【注音】jiǎo wǎnɡɡuòzhènɡ

【释义】矫 : 纠正, 把弯曲的弄直。枉:

弯曲。过 : 超出。扳弯曲的东西过了

头 , 就又弯到另一边去了。指纠正错

误或偏差超过应有的限度。

【出处】汉·班固《汉书·诸侯王表第

二》序 : “而藩国大者夸州兼郡, 连城

数十 , 宫室百官, 同制京师, 可谓挢

( 矫) 枉过正矣。”

【典故】西周时期 , 周武王灭商后 , 为加

强周朝的政治统治 , 大规模实行了分

封制。按照宗法血缘关系 , 将王族和

功臣分封各地 , 授予土地、车马、奴隶

等等 , 使周王朝形成一个以宗法关系

为纽带的政治军事联盟 , 从而巩固和

加强了周朝的统治。当时共分封了

800 多个王国。可是周武王万万没想

到 , 随着各封建国势力的强大, 这些

诸侯国的后代, 不一心扶助周王室,

而是互相间你争我夺, 征战不休, 导

致了春秋时期诸侯割据的局面。

战国末年 , 秦始皇吞并六国, 建立

了秦王朝。秦始皇吸取周王的教训 ,

废除诸侯分封制, 设立郡县, 统一国

家 , 强化了中央集权制。但由于秦始

皇的贪权专制 , 以及秦朝残酷的剥削

和压迫 , 使得秦朝权维持了短短几

年。

汉高祖刘邦夺取天下后 , 认为秦朝

灭亡的原因是没有分封制 , 便决伫恢

复分封制 , 可还是带来严重的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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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史学家班固, 后来对此评论

说 : “刘邦恢复分封制 , 是想把弯曲的

东西扭直 , 结果用力过大又弯曲到另

一边 , 同样造成不良后果。”

【例句】我们在纠正错误的时候, 应该

力求恰如其分 , 不要 ～。

【近义】矫枉过直  过犹不及

【反义】恰如其分

脚踏实地
【注音】jiǎo tàshídì

【释义】比喻做事踏实 , 不虚浮。

【出处】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司

马温公问康节 ( 邵雍 ) 曰 : ‘某何如

人?’曰: ‘君实 ( 司马光) 脚踏实地人

也。’”

【例句】挑土工不声不响 , ～, 一步一个

脚印地向上攀登。

【近义】兢兢业业  足履实地

【反义】好高骛远

绞尽脑汁
【注音】jiǎo jìn nǎo zhī

【释义】绞 : 拧 , 挤压。形容费尽思虑。

【出处】《奇特的激光》: “它就是几十年

来人们绞 尽脑汁 找寻的所 谓 ‘死

光’。”

【例句】他 ～, 终于想出了一条计策。

【近义】挖空心思  费尽心机

叫苦不迭
【注音】jiào kǔbùdié

【释义】不迭 : 不停止。不停地叫苦。

【出处】《水浒全传》六十回: “正走之

间 , 忽然雷震一声, 两个在阵叫苦不

迭。”

【例句】 �鲁迅书信集·致章廷谦》:

“( 孙) 伏园 ～, 我不知其何故也。”

【近义】叫苦连天

【反义】喜不自胜

【辨析】～和“叫苦连天”都用来表示

“连声叫苦不停止”, 常可通用。但 ～

可指不断地向别人叫苦 , 也可指内心

里暗自不住地叫苦 ; “叫苦连天”仅指

有声地不断地向别人诉苦 , 且夸张性

较强。

叫苦连天
【注音】jiào kǔlián tiān

【释义】连声叫苦 , 大声叫苦。

【出处】明·冯梦龙《古今小说·宋四

公大闹禁魂张》: “王恺大惊, 叫苦连

天。”

【例句】解放前夕, 国民党统治区通货

膨胀 , 物价飞涨 , 老百姓 ～。

教无常师
【注音】jiào wúchánɡshī

【释义】常 : 固定。接受教育 , 没有固定

的老师。指凡是具备长处的人 , 都可

以成为自己的老师。

【例句】～, 凡有长处者 , 皆可为师。

教学相长
【注音】jiào xuéx iānɡzhǎnɡ

【释义】长 : 增进。教和学互相促进。

多指师生通过教学共同提高。

【出处】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

“为而不有”主义》: “教员天天在堂上

给大家讲 , 不特不能减其所有, 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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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教学相长的益处。”

【例句】师生相互砥砺 , 沟通 , 便能 ～。

jie

接二连三
【注音】jiēèr lián sān

【释义】一个接着一个 , 连续不断。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九十九

回 : “贾母还要将李纨等挪进来 , 为首

元妃薨后 , 家中事情接二连三, 也无

暇及此。”

【例句】离开会还差几分钟, 人们 ～地

走入会场。

【近义】接踵而至  接连不断

【反义】后继无人  断断续续

接连不断
【注音】jiēlián bùduàn

【释义】连续而不间断 , 形容很多。

【例句】春节期间, 前去峨眉山观雪景

的游客 ～。

【近义】接二连三  接踵而来

【反义】断断续续  时断时续

接踵比肩
【注音】jiēzhǒnɡbǐjiān

【释义】踵 : 脚后跟 ; 比 : 靠近, 挨着。脚

挨着脚 , 肩擦着肩。形容人很多, 接

连不断。

【出处】唐·韦嗣立《论职官多滥疏》:

“而今务进不避侥幸者 , 接踵比肩 , 布

于文武之列。”

【例句】参观花会的人 ～, 络绎不绝。

也作“比肩接踵”。

【近义】摩肩接踵

接踵而来
【注音】jiězhǒnɡér lái

【释义】踵 : 脚后跟。接踵 : 后面的人脚

尖接着前面的人的脚跟。一个跟着

一个地来。形容到来的又多又快。

【出处】清·曾朴《孽海花》二十五回:

“当此内忧外患接踵而来, 老夫子系

天下人望 , 我倒可惜他多此一段闲情

逸致! ”

【例句】零碎的小事 ～, 真有点招架不

住。

【近义】联翩而至  蜂拥而来  络绎不

绝

皆大欢喜
【注音】jiēdàhuān xǐ

【释义】皆 : 都。大家都很满意、高兴。

【出处】《金刚经》: “皆大欢喜, 信受奉

行。”

【例句】小强被评上了三好学生, 全家

人 ～。

【反义】怨声载道

揭竿而起
【注音】jiēɡān ér qǐ

【释义】揭 : 举起; 竿: 竹竿, 代旗帜 ; 起 :

起义。高举反抗的旗帜 , 起来斗争。

泛指旧时人民起义 , 也比喻群众一同

起来做某事。

【出处】汉·贾谊《过秦论》: “斩木为

兵 , 揭竿为旗。”

【例句】秦朝末年, 陈胜、吴广 ～,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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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了秦王朝。

�来之食
【注音】jiēlái zhīshí

【释义】�来 : 叹词 , 无礼的吆喝声。指

带侮辱性的施舍。

【出处】汉·戴圣《礼记·檀公下》: “齐

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

之。有饿者蒙袂辑屦 , 贸贸然来, 黔

敖左奉食, 右执饮, 曰 : ‘�! 来食! ’

饿者扬其目而视之 , 曰 : ‘予唯不食�

来之食 , 以至于斯也。’”

【例句】他宁肯饿死 , 也不吃 ～。

街头巷尾
【注音】jiētóu xiànɡwěi

【释义】泛指城市里的大小街巷。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第三十

一卷 : “问: ‘如何是学人转身处?’师

曰 : ‘街头巷尾。’”

【例句】正月十五晚上, ～到处张灯结

彩 , 热闹非凡。

街谈巷议
【注音】jiētán xiànɡyì

【释义】大街小巷里人们的议论。

【出处】汉·张衡《西京赋》: “若其五县

游丽辩论之士 , 街谈巷议 , 弹射臧否,

剖析毫厘 , 擘肌分理。”

【例句】～, 往往成为小说家写作的素

材。

【近义】窃窃私语

孑然一身
【注音】jiérán yīs hēn

【释义】孑然 : 孤单的样子。孤独一人。

【出处】宋代周�7《清波杂志》卷八 : “兼

渠( 他) 孑然一身 , 无所依倚。”

【例句】父母去世后, 他便 ～, 无依无

靠 , 过着穷困的生活。

【近义】无依无靠  孤苦伶仃

【反义】成群结队

节外生枝
【注音】jiéwài s hēnɡzhī

【释义】竹节以外又生出竹枝来。比喻

在原有问题外又岔出了新问题。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十三

·本生禅师》: “曰 : ‘低低处平之有

余 , 高高处观之不足。’师曰 : ‘节目上

更生节目。’”

【典故】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 外

晦阉。江西婺源人。他从绍兴十八

年 , ( 公元 1148 年 ) 中进士 , 到他死时

五十多年 , 仅有 9 年时间做过各级官

吏 , 在朝廷任职仅 40 天 , 他一生大部

分时间从事于讲学和著述。他任职

南康军夺时 , 重修了江西庐山白鹿书

院 , 经常在那里讲学。1183 年在福建

武夷山紫阳书院讲学和著述达十年

之久。世徒众多 , 影响深远。他足迹

所到之处 , 生徒围绕 , 备受尊崇。

他讲读书方法时, 曾说: “溪书要

从文章本身的思想内容、逻辑推理上

去看 , 不必又生枝节。”

有一次 , 吕祖谦的弟弟吕子约写信

给他 , 谈论读书的一些问题。他在回

信中再次强调读书要理解文章的深

刻含意 , 不能节外生枝, 他说: “读古

人的书 , 一定要虚心, 眼界也要高,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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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够深有所得 , 如果左遮右拦, 前

拖后拽 , 随语生解 , 节上生枝 , 就是读

了一万卷书 , 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例句】他这样做 , 是 ～, 有意使问题复

杂化。

【近义】横生枝节

【反义】一帆风顺

节衣缩食
【注音】jiéyīsuōs hí

【释义】节 : 节省。缩 : 缩减。指省吃省

穿。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

传》: “能薄饮分 , 忍嗜欲 , 节衣服。”

【例句】父亲为了儿女读书, ～, 苦苦支

撑。

【近义】节食缩衣  艰苦朴素

【反义】铺张浪费  花天酒地

节俭躬行
【注音】jiéjiǎn ɡōnɡxínɡ

【释义】躬 : 亲身, 亲自。生活俭省, 并

勤于努力实践。

【出处】明·顾炎武《骊山行》诗: “贤妃

助内咏《鸡鸣》, 节俭躬行迈往古。”

【例句】他虽然身居高位 , 但一生 ～, 生

活十分俭朴。

【近义】克勤克俭

节节败退
【注音】jiéjiébài tuì

【释义】节节: 一个挨着一个。接连失

败退却。

【例句】这次篮球联赛 , 红队转败为胜,

势不可挡 , 黄队却 ～, 无力回天。

【反义】节节胜利

节节胜利
【注音】jiéjiéshènɡlì

【释义】不断取得胜利。

【例句】我方球队 ～的消息 , 振奋人心。

【近义】捷报频传

【反义】节节败退

结草衔环
【注音】jiécǎo xián huán

【释义】结草 : 将野草打结绊倒恩人的

对手使之被擒以报恩。

【出处】元·李行道《灰阑记》第一折:

多谢大娘子, 小人 ～, 此恩必当重

报。”

【典故】《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 : 魏

武子临终 , 要儿子魏颗用他的宠妾殉

葬。武子死后 , 魏颗却让其宠妾改嫁

了。后来魏颗与秦将杜回作战 , 见一

老人用草结成绳圈把杜回绊倒 , 夜里

又梦见老人自称是那个改嫁宠妾的

父亲 , 前来报答魏颗使女儿免于殉葬

的恩德。

【例句】他对恩人说 , 请留下姓名 , 日后

～, 好做个报答。

【近义】感恩戴德  饮水思源

【反义】以怨报德  忘恩负义  过河拆

桥

结党营私
【注音】jiédǎnɡyínɡs ī

【释义】结成团伙谋求私利。

【出处】《镜花缘》第九回: “今名登皇

榜 , 将来出仕 , 恐不免结党营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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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我们共产党人要搞五湖四海,

不搞山头主义 , 决不允许有人在党内

拉帮结派 , ～。

【近义】营私舞弊  拉帮结派

【反义】大公无私

洁身自好
【注音】jiés hēn zìhào

【释义】洁 : 纯洁。好 : 喜爱。保持自身

清白 , 不同流合污。也指怕招惹是

非 , 只顾自己 , 不管他人。

【例句】屈原虽然身处一群小人之间,

但他 ～, 终成为深受人民景仰和怀念

的爱国诗人。

【近义】明哲保身

【反义】同流合污

桀骜不驯
【注音】jiéào bùxùn

【释义】桀骜: 性情倔强凶暴。驯: 驯

服。形容性情倔强凶暴 , 或态度傲慢

而不顺从。

【出处】《汉书·匈奴传》: “其桀骜尚如

斯 , 安肯以爱子而为质乎?”

【例句】我看到左贤王实在 ～, 只好警

告他一下。

【近义】横冲直撞  无法无天

【反义】安分守己  俯首帖耳

桀犬吠尧
【注音】jiéquǎn fèi yáo

【释义】桀 : 夏朝的暴君。吠 : 狗 叫。

尧 : 古代传说中的贤君。夏桀的狗朝

着尧吠叫。比喻坏人的爪牙诽谤好

人。也指各为主子效劳。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齐策大》:

“跖之狗吠尧 , 非贵跖而贱尧也 , 狗固

吠非其之也。”

捷报频传
【注音】jiébào pín chuán

【释义】捷报: 喜讯, 胜利的消息。频:

多次 , 不断地。胜利的消息接连不断

地传来。

【出处】《地质之光》: “在六十年代, 华

北大平原上捷报频传。以后大港油

田、胜利油田 , 其他油田相继建成。”

【例句】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挥戈南

下 , ～, 革命形势如风卷残云。

【近义】节节胜利  频传喜讯

【反义】节节败退

捷足先登
【注音】jiézúxiān dēnɡ

【释义】捷足 : 脚步敏捷 , 跑得快。指行

动迅速的人首先达到目标。

【出处】清·孔尚任《桃花扇·迎驾》:

“自古道 : ‘中原逐鹿, 捷足先得。’我

们不可落他人之后。”

【例句】～的英雄总是少数, 大多数人

则是做了攀登的梯子。

【近义】捷足先得

【反义】姗姗来迟

截长补短
【注音】jiéchánɡbǔduǎn

【释义】把长的部分截下来接补短的。

比喻长短相济 , 以多余补不足。

【出处】宋·度正《性善堂稿·六·条

奏便民五事》: “臣今打量军城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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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九百四十三丈 , 高一丈五尺, 址厚

一丈六尺 , ⋯⋯旧城堙废之余, 截长

补短 , 可得十之五 , 为工约二万余工,

为缗约五千余缗, 而城可成矣。”

【例句】三年来买卖有盈有亏 , ～, 多少

还有些利润。

【近义】以长补短  裁长补短

【反义】将错就错  不思改进

截然不同
【注音】jiérán bùtónɡ

【释义】截然: 断然分明的样子。形容

事物之间完全两样 , 毫无共同之点。

【例句】直到近来, 经过许多学者的研

究 , 才知道孩子的世界 , 与成人的 ～。

【近义】天壤之别  迥然不同

【反义】半斤八两  一模一样

竭尽全力
【注音】jiéjìn quán lì

【释义】竭尽 : 用尽。用尽全部力量。

【例句】我们赵校长总是 ～地工作。

竭泽而渔
【注音】jiézéér yú

【释义】竭 : 弄尽 ; 泽: 池、湖或水积聚的

地方 ; 渔 : 捕鱼。放干池水捉鱼。形

容只图眼前利益 , 不作长远打算。比

喻残酷榨取 , 不留余地。

【出处】《吕氏春秋·义赏》: “竭泽而

渔 , 岂不获得 , 而明年无鱼。”

【典故】重耳是春秋时期很有作为的诸

侯 , 他就是有名的晋文公。

有一次 , 晋、楚两国在城濮相遇 , 打

起仗来。楚国的军队很多, 实力比晋

军强。晋文公一时想不出好办法, 就

去请教他的舅舅狐偃。狐偃也是晋

文公的军师。晋文公说 : “舅舅 , 您看

楚国兵多将广, 声势显赫。我们怎样

跟他们打仗?”狐偃笑着说 : “我听说

讲究礼节的人, 不怕厌烦; 能够打仗

的人 , 经不住欺诈 , 依现在的情形看 ,

你应该用欺诈的方法来对付他们。”

晋文公听了狐偃的话 , 就转告大臣

季雍。季雍心里虽然不赞成, 但因情

形十分紧张 , 除了这个方法外, 也实

在没有别的方法, 所以只好答应了。

但季雍说 : “放干池塘里的水 , 再下去

捉鱼 , 怎么会捉不到了呢。可是明年

就没有鱼可捉了。今天我们的实力

跟他们比较 , 实在是难以取胜, 所以

用欺诈的方法来降服敌人 , 一次可以

用 , 下次可不能再用啊! 因为这不是

长远之计。”

【例句】国家财政如果不能量入为出,

不注意积累, 就如同杀鸡取卵、～一

样 , 有崩溃的危险。

竭忠尽智
【注音】jiézhōnɡjìn zhì

【释义】献出全部忠诚和才智。

【出处】《屈原列传》: “屈平正道直行 ,

竭忠尽智 , 以事其君。”

【例句】陶行知先生为人民的教育事业

～, 死而后已。

【近义】尽心竭力

【反义】敷衍塞责  敷衍了事

解放思想
【注音】jiěfànɡs īxiǎn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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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解放 : 解放束缚 , 得到自由或发

展。指打破旧框框 , 把思想从各种束

缚中解放出来。

【例句】在“四化”建设的今天, 我们要

敢于 ～, 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解甲归田
【注音】jiějiǎɡuītián

【释义】甲 : 古人作战时穿的护身衣。

脱掉铠甲 , 回家种田。指军人退役回

乡务农。

【出处】汉·扬雄《解嘲》: “叔孙通起于

桴鼓之间 , 解投, 遂作君臣之仪, 得

也。”

【例句】方明将军 ～十多年了, 为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近义】刀枪入库

【反义】投笔从戎

解铃还须系铃人
【注音】jiělínɡhái xūjìlínɡrén

【释义】本为佛教故事, 指系在老虎颈

上的铃 , 还得靠系铃的人去把它解下

来。后比喻谁造成的问题还得由谁

去解决。

【出处】明代瞿汝稷《指月录》卷二十

三 : “虎项金铃 , 是谁解得? ⋯⋯系者

解得。”

【例句】她生气是因为你错怪了她 , ～,

还是你去向她赔礼道歉吧。

【近义】心病还需心药治

解衣推食
【注音】jiěyītuīshí

【释义】解衣 : 脱下衣服。推 : 让。脱下

自己的衣服给别人穿 , 让出食物给别

人吃。原指对人器重而关怀备至。

后多指对别人慷慨施恩。

【出处】《史记·淮阴侯列传》“解衣衣

( Yì) 我 , 推食食( Sì) 我。”

【典故】韩信原是项羽的部下, 得不到

重用 , 投奔了刘邦。刘邦拜他为大

将。

韩信率领汉军进攻齐国 , 项羽派大

将龙且带领二十万大军 , 援助齐王田

广 , 共同抵抗汉军 , 结果, 韩信大破楚

军 , 赶跑了齐王田广 , 杀死了龙且。

项羽见韩信这样有本事 , 就派武涉

去劝说韩信脱离刘邦 , 自己称王。这

样不仅使刘邦失去人才 , 还使刘邦增

加了一个对头。

武涉对韩信说 : “替刘邦这家伙卖

命打项羽 , 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将来

打败了项羽, 你自己也要被刘邦消

灭 , 不如趁现在霸占一方自己称王为

好。”

韩信对武涉说道 : “我以前在项王

手下 , 没有被重用。他不听我的计

策 , 我不得不改投汉王。现在汉王任

命我为上将军 , 给兵数万还解下他的

衣服给我穿 , 让出他的食物给我吃;

我说的话他能听, 我的计谋他能采

用。所以 , 我才有今天的地位。汉王

如此对待我 , 我怎么能背离他啊?”

武涉见韩信不听他的挑拨离间 , 只好失

望而归。

【例句】多年来 , 他一直对我嘘寒问暖 ,

～, 我很感激。

【近义】助人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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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骄戒躁
【注音】jièjiāo jièzào

【释义】戒 : 警惕, 防止。躁: 急躁, 不冷

静。警惕产生骄傲和急躁的情绪。

【例句】鼓励他们 ～, 乘胜前进。

【近义】不骄不躁  虚怀若谷

【反义】骄傲自大  不可一世

戒备森严
【注音】jièbèi s ēn yán

【释义】戒备 : 警戒防备; 森严: 严密。

指警戒防备非常严密。

【例句】都市警力雄厚 , ～, 一有风吹草

动 , 即可撒下一张追捕大网。

【近义】壁垒森严

借刀杀人
【注音】jièdāo shārén

【释义】比喻自己不出面, 利用别人去

害人。

【出处】明朝·汪廷讷《三祝记·造

陷》: “恩相明日奏( 范) 仲淹为环庆路

经略招讨使, 以平 ( 赵 ) 元昊, 这所谓

借刀杀人。”

【例句】王熙凤要害尤二姐, 这种 ～的

手段真歹毒。

【近义】引风吹火  以夷制夷

借风使船
【注音】jièfēnɡshǐchuán

【释义】比喻借助别人的力量达到自己

的目的。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九十一

回 : “今见金桂所为, 已经开了端了,

他便乐得借风使船, 先弄薛蝌到手,

不怕金桂不依。”

【例句】他如今的成功全凭 ～。也作

“借水行舟”。

借古讽今
【注音】jièɡǔfěnɡjīn

【释义】假借古代的人和事来影射、讽

刺攻击现实。

【例句】～, 针砭时弊 , 是杂文的主要内

容。

【近义】借古喻今

借花献佛
【注音】jièhuāxiàn fó

【释义】献 : 恭敬庄严地送给。比喻拿

别人的东西做人情。

【出处】《老残游记》第六回: “今儿有人

送来极新鲜的山鸡 , 烫了吃 , 很好的 ,

我就借花献佛了。”

【例句】这本书是别人送我的 , 现在 ～,

给你做个纪念吧。

【辨析】“佛”不可读作“fú”。

借酒浇愁
【注音】jièjiǔjiāo chóu

【释义】用喝酒来排遣愁闷。

【出处】明·李开先《后冈陈提学传》:

“及抵任 , 气郁郁都不舒⋯⋯只恁以

酒浇愁 , 愁不能遣 , 而且日增。”

【例句】离婚后 , 他每晚都到酒吧去 ～。

借尸还魂
【注音】jièshīhuán hún

【释义】旧时迷信的人认为 , 人死后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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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灵魂附在他人的尸体上而复活。

比喻已经没落或死亡的东西假托别

的名义重新出现。

【出处】元·岳伯川《铁拐李》第四折:

“多亏了吕洞宾师父救了我, 着我还

魂 , 被你烧了我的尸骸, 着我借东关

里青眼老李屠的儿子小李屠的尸道,

借尸还魂。”

【例句】 �然而却有一部分幽灵, ～, 不

仅穿上了长袍马褂 , 而且还穿上了西

装。”

【近义】东山再起  死灰复燃

【辨析】～和“死灰复燃”都有被打倒、

消灭已死亡的东西又出现之意。 ～

还有借别的形式出现之意; 而“死灰

复燃”无此意。

借题发挥
【注音】jiètífāhuī

【释义】借着某个题目或别的事来充分

表达自己内心的真意 , 或发表与此事

无关的议论。

【出处】清·石玉昆《七侠五义》第四十

八回 : “对上即借题发挥道: ‘你为何

叫盘桅鼠?’”

【例句】讲座课上, 教授要求学生们不

要 ～, 要认真探讨正题。

【近义】小题大做

【反义】就事论事

jin

巾�英雄
【注音】jīn ɡuóyīnɡxiónɡ

【释义】巾� : 古代妇女的头巾和发饰 ,

借指妇女。指女子中的杰出人物。

【出处】《早》: “( 秋瑾) 亲手组织武装

革命 , 真称得起 ～, 妇女的先锋。”

【例句】孙中山先生曾经到秋瑾墓前致

祭 , 并题赠了“～”的匾额。

斤斤计较
【注音】jīn jīn jìjiào

【释义】斤斤 : 本来指看得清清楚楚的

样子 , 引申为琐碎。形容过分计较琐

细的或无关紧要的事物。

【出处】《诗经·周颂·执竞》: “自彼成

康 , 奄有四方 , 斤斤其明。”

【例句】大家不要为了小事而 ～。

【近义】斤斤较量  锱铢必较

【反义】毫不介意  宽宏大量

今非昔比
【注音】jīn fēi xībǐ

【释义】现在不是过去所能相比的, 形

容变化极大。

【例句】厂区的面貌早已 ～, 原来旷无

人烟的荒野 , 已经林立着一幢幢高层

建筑了。

【近义】日新月异

【反义】依然如故

今是昨非
【注音】jīn shìzuófēi

【释义】现在对, 过去错了。形容觉悟

过来 , 悔恨以往的过错。

【出处】晋·陶潜《归去来兮辞》: “实迷

途其未远 , 觉今是而昨非。”

【例句】在同志们的耐心帮助下, 他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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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走上了正道 , 认识到 ～。

金榜题名
【注音】jīn bǎnɡtímínɡ

【释义】金榜 : 科举时代殿试揭晓的榜。

题 : 写上。原指科举得中, 榜上有名。

【例句】在科举时代, ～是许多读书人

梦寐以求的事情。

【近义】金榜挂名  名列前茅

【反义】名落孙山  榜上无名

【辨析】“题”不可写作“提”。

金碧辉煌
【注音】jīn bìhuīhuánɡ

【释义】金碧 : 中国画颜料中的石青、石

绿。辉煌 : 光辉灿烂。形容华丽精

致、光彩夺目。

【出处】《醒世恒言》三十七: “进了门

楼 , 只见殿宇廊庑 , 一�的金碧辉煌,

耀睛夺目 , 俨如天宫一般。”

【例句】我们走进礼堂 , 只见 ～, 光彩耀

目。

【近义】富丽堂皇

【反义】蓬门荜户  黯然无光

金蝉脱壳
【注音】jīn chán tuōqiào

【释义】金蝉: 昆虫名。蝉变为成虫时

要脱去幼虫的壳。比喻趁对方来不

及发觉时 , 利用模拟的物体作掩护,

乘机逃脱。

【出处】《元·无名氏帡砂担》一折 : “兄

弟 , 与你一搭儿买卖呀, 他倒坐个金

蝉脱壳之计去了也。”

【例句】游击队员采用 ～之计, 顺利钻

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近义】缓兵之计  瞒天过海

金戈铁马
【注音】jīn ɡētiěmǎ

【释义】金戈 : 古代兵器 , 用青铜或铁制

成 , 横刃 , 长柄。铁马 : 配有铁甲的战

马。

【出处】宋·欧阳修《新五代史·李袭

吉传》: “金戈铁马 , 蹂践于明时。”

【例句】宋代爱国词人辛弃疾, 有过 ～

的经历。

【近义】雄姿英才  大动干戈

【反义】天下太平

金刚怒目
【注音】jīn ɡānɡnùmù

【释义】金刚 : 佛教称佛的侍从力士 , 手

持古印度兵器金刚杵。怒目: 发怒时

瞪大眼睛。形容面目威猛可怕。

【出 处】鲁 迅 《我 的 第一 个 师 父》:

“( 他) 立刻用金刚怒目式, 向我大喝

一声。”

【例句】只见他 ～, 举起手中的木棍便

挥了过去。

【反义】慈眉善目  菩萨低眉

金科玉律
【注音】jīn kēyùlǜ

【释义】金、玉 : 比喻珍贵。科、律 : 指法

律条文。原指法律条文的完备。后

来指不能变更的信条或必须信守的

准则。

【出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二十

回 : “或是古人这句话是有所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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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后人就奉了他做金科玉律。”

【例句】把一个人奉为神明, 把他的话

当作 ～, 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金口玉言
【注音】jīn kǒu yùyán

【释义】封建社会指皇帝说的话。也泛

指不能改变的话。

【出处】《醒世恒言》卷二: “拜舞已毕,

天子金口玉言 , 问道 : ‘卿是许武之弟

乎?’”

【例句】他的话又不是什么 ～, 我干嘛

要听他的?

金瓯无缺
【注音】jīn ōu wúquē

【释义】金瓯 : 金属的盛酒器皿 , 借指国

土。比喻国土完整。

【出处】《南史·朱异传》: “我国家犹若

金瓯 , 无一伤缺。”

【例句】清政府腐败无能, 处处割地赔

款 , 使 ～的国土千孔百疮。

金石为开
【注音】jīn s híwéi kāi

【释义】坚硬的金石也为他的诚心所感

动而打开了。比喻像金石那样硬心

肠的人也被他的诚心所感动 , 而打开

了心扉。

【出处】汉·韩婴《韩诗外传》卷六 : “熊

渠子见其诚心 , 而金石为之开, 而况

人乎?”

【典故】西汉时期 , 有个大将军叫李广。

李广生来口才笨拙, 不善言谈, 可身

材高大 , 臂力超人 , 精通射箭。

有一次 , 他到郊外去打猎 , 忽然发

现前面草丛里有一只猛虎正蹲卧在

那里 , 好像在等待扑捉食物的时机。

李广立刻神情振作 , 瞄准老虎 , 拉

弓搭箭 , 使足力气 , “�”地射出一箭。

这一箭射出 , 正中要害。可是李广在

那等了一会儿, 看老虎动也没动一

下 , 他很奇怪 , 而是一块形状像老虎

的大石头。当他寻找射出的那支箭

时 , 发现那支箭不仅深深地射中了石

头老虎 , 而且连箭翎都几乎看不见

了。

李广自己也感到很奇怪 , 自己怎么

会有这么大的力气。接着他又连射

几箭 , 却始终不能再射进去了。

后来, 当他对说起这件事 , 大家说 :

“见其诚心 , 而金石为开。”

【例句】不管做什么事 , 只要精诚所至 ,

～。

【辨析】“为”不可读作“wèi”。

金屋藏娇
【注音】jīn wūcánɡjiāo

【释义】金屋 : 华贵富丽的房屋。娇 : 阿

娇 , 长公主的爱女。后来用以指纳

妾。

【出处】事见旧题汉代班固《汉武故

事》。后用指讨小老婆。清代黄小配

《廿载繁华梦》二十三回 : “当时佘老

五恋着雁翎 , 周庸祐也恋着雁羽, 各

有金屋藏娇之意。”

【典故】刘彻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四

岁时被封为胶东王。刘彻小时候长

得聪明伶俐 , 活泼可爱, 宫中人人都

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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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 风和日丽 , 百花急艳。十几

位宫女、内诗陪着胶东王刘彻在后花

园玩耍。陪着刘彻玩耍的还有他的

姑母长公主刘嫖 , 她已经二十多岁,

长得如花似玉 , 已经出嫁了。刘彻和

姑母关系比较好 , 喜欢和她在一起玩

耍。他们玩捉迷藏 , 扑跌戏等游戏之

后 , 正在休息之时, 长公主刘嫖将刘

彻在膝上问道 :

“孩子 , 你想不想要个媳妇?”

长公主指着身边左右的艳丽的宫

女 , 问道 :

“你看 , 这么多人 , 相中哪一个了,

谁当你的媳妇?”

“不要 , 不要, ”刘彻急忙回答道:

“我一个都没相中。”

长公主有一个爱女名唤阿娇, 只

有三、四岁 , 长得像一朵花似的美丽,

今天也领来游玩。公主最后指着他

的女儿 , 问道 :

“你看阿娇怎么样? 能不能做你

的媳妇?”

“好! 刘彻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道 : 我要是能得到阿娇作媳妇, 就造

一幢华贵富丽的金房子 , 将她藏在里

面。”

【例句】～, 对现代大多数人来说 , 已不

是一件陌生的事了。

金玉其外, 败絮其中
【注音】jīn yùqíwài, bài xùqízhōnɡ

【释义】外表像金玉 , 里面却是烂棉絮。

比喻外表好看 , 里面却一团糟。

【出处】明代刘基《卖柑者言》: “观其坐

高堂 , 骑大马 , ⋯⋯孰不巍巍乎可畏,

赫赫乎可象也; 又何往而不金玉其

外 , 败絮其中也哉?”

【例句】别看他风度翩翩的, 其实什么

本事也没有 , 真是“～”。

金声玉振
【注音】jīn shēnɡyùzhèn

【释义】有钟发音 , 用磬收韵 , 集六音之

大成。形容声音动听。也比喻德行

高尚 , 才学卓绝 , 比喻文辞优美。

【出处】南北朝·邢子才《广平王碑

文》: “我有微猷, 金声玉振, 志犹学

海 , 业比登山。”

【例句】 �但这时候 , 轰隆一响又接着个

‘～’的劈啪 , 就在诸公头顶盖了下

来。”

【近义】掷地有声

金石之交
【注音】jīn shízhījiāo

【释义】交 : 交情。像金石般坚固的交

情。

【出处】《汉书·韩信传》: “⋯⋯足下虽

自以为与汉王为金石交 , 然终为汉王

所禽矣。”

【例句】他们两人虽是 ～, 但在日常生

活中却从不互相请客送礼、互相吹

捧 , 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近义】生死之交

【反义】一面之交

金童玉女
【注音】jīn tónɡyùnǚ

【释义】传说中服侍仙人, 生有慧根的

童男童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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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唐·徐彦伯《幸白鹿观应制》

诗 : “金童擎紫药 , 玉女献青莲。”

【例句】刚一到上海这“魔窟”, 吴老太

爷的“～”就变了。

金浆玉醴
【注音】jīn jiānɡyùlǐ

【释义】古时称为仙药 , 现为酒之美称。

【例句】宴会上 ～, 山珍海味 , 令赴宴者

大饱口福。

金鼓齐鸣
【注音】jīn ɡǔqímínɡ

【释义】金鼓 : 古时军队演习、作战时用

以助军威、壮声势的金钟和战鼓。金

钟战鼓一齐鸣响。

【出处】《英烈传》四十一回 : “前边金鼓

齐鸣 , 想是有贼人截哉。”

【例句】战场上 ～, 杀声震天 , 李自成的

农民起义军把明朝官军打得落花流

水。

【近义】刀光剑影

【反义】偃旗息鼓

金迷纸醉
【注音】jīn mízhǐzuì

【释义】形容使人沉迷的繁华奢侈的环

境。

【出处】宋·陶谷《清异金·金迷纸

醉》: “此室暂憩 , 令人金迷纸醉。”

【典故】唐朝末年, 朝廷衰败, 江河日

下 , 而皇帝仍然过着豪华奢侈的生

活。

那时 , 有一个叫孟斧的人, 以专门

医治毒疮闻名于世。他依靠祖传秘

方 , 手到病除。

昭宗皇帝听说有这种身怀绝技的

人 , 便把他召进皇宫 , 为自己看病。

于是, 孟斧得以经常出入皇宫。

他第一次进皇宫时, 看到楼阁高

下 , 轩窗掩映; 幽房曲室, 玉栏朱循;

牖户自通 , 千门万户; 金碧相辉 , 耀人

耳目 , 他惊呆了 , 觉得仿佛进了仙境。

后来, 他经常出入皇宫, 又发现金

虬伏于栋下 , 玉兽蹲于户旁; 璧砌生

光 , 项窗曜日。工巧之极, 自古未能

有与之相比的。

不久, 天乱 , 他流浪到了四川居住。

在四川 , 他一直留恋着皇宫里的情

景。于是他花了许多钱 , 把自己的房

屋造得极其雅致。

他的住宅内有一所小巧玲珑的房

间 , 窗户明亮 , 室内的家具都贴上一

层金纸。因此室内显得金碧辉煌。

有一天 , 他的朋友来作客 , 非常欣

赏他的住宅。回去后向人说道 :

“如果谁能在孟御医那个房间里

休息片刻 , 真能使人金迷纸醉。”

【例句】我们不应羡慕 ～的腐朽生活。

【近义】灯红酒绿

金城汤池
【注音】jīn chénɡtānɡchí

【释义】城 : 城墙; 池: 护城河 ; 汤 : 热水。

金属铸造的城墙 , 沸腾的护城河水。

【出处】《汉书·蒯通传》: “边地之城 ,

必将婴城固守, 皆为金城汤池, 不可

攻也。”

【例句】解放战争时期, 被国民党反动

派视为 ～的济南 , 还是被我英勇的人

·104·jīn金



J 

民解放军一举攻克了。

【近义】铜墙铁壁

金鸡独立
【注音】jīn jīdúlì

【释义】像公鸡似的用一足站立的一种

武术姿式 , 也泛指用一只脚站立。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 “我是金

鸡独立 , 要一足微长。”

【例句】你站在这桌子上 , ～, 那一条腿

不许放下。

【近义】鹤立鸡群

金口玉牙
【注音】jīn kǒu yùyá

【释义】金 , 玉 : 比喻珍贵。在戏曲和旧

小说中 , 常说皇帝是金口玉牙, 说什

么就是什么, 不能随意更改。现比喻

说一不二。

【出处】晋·夏侯湛《抵疑》( 见《全晋

文》卷六十九) : “今乃金口玉音 , 漠然

沉默。”

【例句】你又不是 ～, 别把话说得那么

死。

【近义】说一不二

金兰之契
【注音】jīn lán zhīqì

【释义】金 : 黄金。兰: 香草。契 : 投合。

指情投意合的朋友。也指结拜弟兄。

【出处】宋·张孝祥《下定书》: “门馆游

从 , 早托金兰之契。”

【例句】人们对刘、关、张三人誓同生死

的 ～, 是极为赞颂的。

【近义】患难之交

【反义】酒肉朋友

金无足赤
【注音】jīn wúzúchì

【释义】足赤: 成色十足的金子。比喻

人也不能十全十美。

【出处】宋·戴复古《寄兴》: “黄金无足

色 , 白璧有微瑕。求人不求备, 妾愿

老君家。”

【例句】～, 人无完人 , 你别死盯着他的

缺点。

【反义】完美无缺

金玉良言
【注音】jīn yùliánɡyán

【释义】金、玉 : 比喻宝贵。良言 : 好话。

比喻宝贵的劝告或教诲。

【出处】元·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

三折 : “小姐金玉之言 , 小生( 邓友梅)

一一铭之肺腑。”

【例句】老师傅的话可谓句句都是 ～。

【近义】肺腑之言

【反义】花言巧语

金玉满堂
【注音】jīn yùmǎn tánɡ

【释义】金、玉 : 黄金和美玉。指黄金宝

石满堂都是。形容财富之多。用于

比喻富有才学。

【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赏誉下》: “王长史谓林公: ‘真长

( 刘胟) 可谓金玉满堂。’”

【例句】那位大财主虽然 ～, 可是儿子

不成器 , 偌大家业, 不过十年便挥霍

得一干二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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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堆金积玉

【反义】家徒四壁

金针度人
【注音】jīzhēn dùrén

【释义】金针: 指把高超的技艺传授给

别人。度 , 通“渡”, 越过, 引申为传

授。

【出处】金·元好问《论诗》: “鸳鸯绣了

从教看 , 莫把金针度与人。”

【例句】著名画家这几年常常有 ～的举

动。

【近义】诲人不倦

金枝玉叶
【注音】jīn zhīyùyè

【释义】原形容花枝叶的美好。后用以

指帝王的子孙后代。也泛指富贵人

家的子孙。

【出处】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了

宗大师》: “僧问: ‘诸余即不问, 如何

是诞生王种?’师曰: ‘金枝玉叶不相

似是什么生?’”

【例句】这种 ～的女人, 我不会娶她做

妻子。

【近义】皇亲国戚

【反义】命如草芥  蓬门荆布

金字招牌
【注音】jīn zìzhāo pái

【释义】旧时商店用金粉涂字的招牌。

比喻用以向人炫耀的名义或称号。

【出处】《多收了三五斗》: “就有另外一

个人指着万盛的半新不旧的 ～。”

【例句】有些人打着艺术家的 ～, 并不

等于就真懂艺术。

津津乐道
【注音】jīn jīn lèdào

【释义】津津 : 兴趣浓厚的样子。乐道 :

喜欢谈论。指很有兴趣地谈论。

【出处】清·颐琐《黄绣球》第七回 : “这

位莱恩女杰 , 他才学固然卓越, 但他

也只从口讲指画入手, 每遇乡愚, 津

津乐道。”

【例句】他一谈到家乡的土特产就 ～。

【近义】兴致勃勃

【反义】索然无味  枯燥无味

津津有味
【注音】jīn jīn yǒu wèi

【释义】津津: 兴趣浓厚的样子。形容

很有滋味或很有兴趣。

【例句】我和领队的那个女老师正说得

～, 我上铺的女孩却忽然哭了起来。

筋疲力尽
【注音】jīn pílìjìn

【释义】形容耗尽体力 , 极为疲乏。

【例句】他每天都工作十二小时, 离开

书店时 , 常感到 ～。

【近义】精疲力竭  人困马乏

【反义】精神抖擞  精神焕发

襟怀坦白
【注音】jīn huái tǎn bái

【释义】襟怀 : 胸怀。形容心地纯洁 , 正

大光明。

【例句】共产党员, 应该 ～, 忠实积极,

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

·304·jī- jīn金津筋襟



J 

【近义】胸无城府  光明正大

【反义】心怀叵测  两面三刀

【辨析】～和“胸无城府”都含有“胸怀

坦白”的意思。区别在于: “胸无城

府”偏重于“坦率 , 无所隐藏”; ～则偏

重于“纯洁、正直无私”。

仅以身免
【注音】jǐn yǐshēn miǎn

【释义】身 : 自身。免 : 幸免。仅仅只身

一人侥幸逃去 , 免于一死或被俘。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乐毅列

传》: “齐王遁而走莒 , 仅以身免。”

【例句】由于他的机智 , 所以 ～, 逃出了

敌人的包围。

【近义】劫后余生

紧锣密鼓
【注音】jǐn luómìɡǔ

【释义】本指戏剧开场前一阵节奏很密

的敲锣打鼓声。比喻事前加紧制造

声势。也比喻为某事进行事前的紧

张准备。也作“密锣紧鼓”。

【例句】在一番 ～的筹备之后, 兴兴扎

花厂的招牌挂了起来。

【近义】大张旗鼓

【反义】偃旗息鼓

锦囊妙计
【注音】jǐn nánɡmiǎo jì

【释义】旧小说中描写足智多谋的人把

应付事变的办法写好后放在锦囊里

交给有关的人 , 以应付紧急情况或解

决疑难问题。后比喻预先安排好用

以应付某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的好计

策。

【出处】《三国演义》五十四回 : “汝保主

公入吴 , 当领此三个锦囊。囊中有三

条妙计 , 依次而行。”

【典故】三国时期, 刘备与孙权时而联

合 , 时而争斗。当刘备死了甘夫人以

后 , 周瑜和孙权商义, 以招亲的名义

骗刘备过江 , 逼他归还荆州, 如不就

除掉他。

刘备得到邀请后 , 忐忑不安, 不知

是去好 , 还是不去好, 便去请教诸葛

亮。诸葛亮说 : “我早已识破他们的

计谋 , 你不用怕, 只管前去成亲。到

时 , 你既能得到吴侯的妹妹, 又不会

丢掉荆州。”刘备对诸葛亮的话半信

半疑。诸葛亮找来了赵云, 并对他

说 : “这次派你保护主公去东吴 , 望你

把这三个锦囊保管好。这锦囊里有

三条妙计 , 你可依次按计行事。”

赵云点头允许。到了东吴都城后 ,

一切照计办事。结果 , 刘备与孙权的

妹妹成了亲 , 并顺利地返回了荆州。

【例句】他好像有用不完的 ～似的, 不

管情况如何复杂他都能从容应付。

【近义】神机妙算

锦上添花
【注音】jǐn shànɡtiān huā

【释义】在锦上面绣上花。比喻好上加

好。

【出处】宋代黄庭坚《了了庵颂》: “又要

涪翁作颂 , 且图锦上添花。”

【例句】在记叙文中恰当地穿插议论,

往往会使文章 ～。

【近义】如虎添翼  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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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佛头着粪

锦绣山河
【注音】jǐn xiùshān hé

【释义】像精美的丝织品一样美好的山

河。

【出处】唐·杜甫《清明二首》二: “秦域

楼阁烟花里 , 汉室山河锦绣中。”

【例句】南方美, 北方也美! 它们都是

祖国的 ～!

锦衣玉食
【注音】jǐn yīyùshí

【释义】精美的衣着和饮食。形容生活

豪奢。

【出处】《魏书·常景传》: “锦衣玉食,

可颐其形。”

【近义】丰衣足食

【反义】粗衣淡饭

锦心绣口
【注音】jǐn xīn xiùkǒu

【释义】形容文思优美 , 词藻华丽。

【出处】唐代李白《冬日于龙门送从弟

京兆参军令问之淮南觐省序》: “兄心

肝五藏( 脏) 皆锦绣耶? 不然, 何开口

成文。”

【近义】满腹经纶  出口成章  梦笔生

花

【反义】江郎才尽

谨小慎微
【注音】jǐn xiǎo shèn wēi

【释义】原指严肃慎重地对待微小的事

情。后用以形容说话行动过分谨慎

小心。

【出处】清·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卓忠

毅公遗稿书后》: “其生平无不谨小慎

微 , 事事得其所处。”

【例句】赵明做什么事都 ～, 一点魄力

都没有。

【近义】谨言慎行  小心翼翼

【反义】胆大妄为  粗心大意

谨言慎行
【注音】jǐn yán s hèn xínɡ

【释义】说话谨慎 , 行动小心。

【出处】汉·戴圣《礼记·缁衣》: “故言

必虑其所终 , 而行必稽其所敝, 则民

谨于言而慎于行。”

【例句】他一向说话做事都 ～。

【近义】谨小慎微  三思而行  小心翼

翼

【反义】粗心大意  无所顾忌  胆大妄

为

尽欢而散
【注音】jìn huān ér sàn

【释义】尽 : 极。指欢乐得尽兴了才散

去。

【出处】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三:

“别征酒器 , 尽欢而散。”

【例句】卡拉 OK 演唱会上, 大家放声

高歌 , 欢歌笑语 , ～。

【反义】不欢而散。

尽力而为
【注音】jìn lìér wéi

【释义】尽力: 使出全部力量。为: 做。

用全部力量来做。形容不遗余力。

·504·jǐn- jìn锦谨尽



J 

【出处】《孟子·梁惠王上》: “以若所

为 , 求若所欲 , 尽心力而为之 , 后必有

灾。”

【例句】困难很多 , 希望大家 ～。

【近义】尽心竭力  全心全意

【反义】敷衍了事  聊以塞责

尽人皆知
【注音】jìn rén jiēzhī

【释义】尽 : 全部 , 所有的。所有的人都

知道。

【出处】毛泽东《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

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至于国民

党断绝八路军接济 , 称共产党为‘奸

党’, 称新四军为‘叛军’, 称八路军为

‘奸军’等等事实 , 更是尽人皆知。”

【例句】他是一个 ～的歌星。

【近义】众所周知  家喻户晓  无人不

知

【反义】默默无闻  无声无息

【辨析】“皆”不可读作“jié”。

尽如人意
【注音】jìn rúrén yì

【释义】如 : 依照。完全符合人的心意。

形容心满意足。

【出处】茅盾《子夜》十 : “他稍稍感到天

下事不能尽如人意了。”

【例句】由于时间和水平的限制, 本书

肯定不能 ～, 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近义】尽善尽美  称心如意

【反义】大失所望

尽善尽美
【注音】jìn s hàn jìn měi

【释义】尽 : 达到极点。形容事物完美

到没一丁点儿缺点。

【出处】《论语·八佾》: “子谓《韶》, 尽

美矣 , 又尽善也; 谓《武》, 尽美矣 , 未

尽善也。”

【例句】他做事向来一丝不苟, 精益求

精 , 非 ～不可。

【近义】完美无缺  十全十美

【反义】一无是处  一无可取

尽收眼底
【注音】jìn shōu yǎn dǐ

【释义】尽 : 全 , 所有的。所有的都看得

见。

【例句】天气明朗时 , 登高望远 , 方圆百

里的景物 ～。

【近义】一览无余

【反义】管窥蠡测  管中窥豹

尽态极妍
【注音】jìn tài jíyán

【释义】尽、极 : 没有剩余的 , 全部。态 :

美姿。妍 : 艳 , 娇容。使仪态的美艳

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出处】唐·杜牧《阿房宫赋》: “一肌一

容 , 尽态极妍 , 缦立远视而望幸焉。”

【例句】她的表演 , ～, 给观众留下了很

深的印象。

【近义】曲尽其妙

【反义】丑态毕露  丑态百出

尽忠报国
【注音】jìn zhōnɡbào ɡuó

【释义】用全部忠诚报效国家。

【出处】《北史·颜之仪传》: “公等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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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恩 , 当尽忠报国。”

【例句】我读书的理想是 ～。

【反义】卖国求荣

尽心竭力
【注音】jìn xīn jiélì

【释义】尽心 : 用尽心力。竭: 没一点余

留。用尽心思 , 使出全力。形容做事

十分认真负责。

【出处】南朝·梁·沈约《宋书·宗越

传》: “帝凶暴无道 , 而越及谭金、童太

壹并为之用命, 诛戮群公及何迈等,

莫不尽心竭力 , 故帝凭其爪牙, 无所

忌惮。”

【例句】老局长虽退居二线了, 但依然

～地工作。

【近义】竭尽全力  不遗余力

【反义】敷衍了事  敷衍塞责

进退失据
【注音】jìn tuìshījù

【释义】据 : 依据 , 凭借。指前进后退都

没有可以依托的, 以致进退两难。

【出处】章炳麟《致伯中书十二》: “孙尧

卿为进步党所蔑视⋯⋯欲归共和 , 而

鄂中诸友又深憎之, 进退失据, 殊可

怜也。”

【例句】由于缺乏可靠的论据, 他在论

证那个学术问题时便显得力不从心,

～了。

【近义】骑虎难下  进退维谷

【反义】一帆风顺  左右逢源

进退两难
【注音】jìn tuìliǎnɡnán

【释义】前进和后退都有困难, 形容处

境困难 , 进不好 , 退也难。

【出处】元·郑德辉《周公摄政》第一

折 : “娘娘道不放微臣进宫闱 , 进退两

难为。”

【例句】我站在那里 , 到底走哪条路呢?

我 ～。

进退维谷
【注音】jìn tuìwéi ɡǔ

【释义】维 : 语气助词。谷: 比喻困境。

后用以形容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

【出处】《诗经·大雅·桑柔》: “人亦有

言 , 进退维谷。”

【例句】是帮他 , 还是不帮他 , 我真 ～。

【近义】进退无门

【反义】左右逢源

近水楼台
【注音】jìn shuǐlóu tái

【释义】靠近水边的楼台。因它先得到

月光 , 故比喻靠近某些人或物的优越

地位或条件。

【出处】茅盾《搬的喜剧》: “到底他们是

近水楼台 , 万一事情闹急了, 他们岂

有个不先晓得的道理?”

【近义】得天独厚  捷足先登

近在咫尺
【注音】jìn zài zhǐchǐ

【释义】咫 : 古代长度单位, 周代指八

寸 , 合现在市尺六寸二分二厘。形容

距离很近。

【出处】宋·苏轼《杭州谢上表》: “凛然

威光 , 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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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这可是 ～的事, 一天也不能再

拖了。

【近义】一衣带水  天涯比邻

【反义】天涯海角  山南海北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注音】jìn zhūzhěchì, jìn mòzhěhēi

【释义】朱 : 朱砂。靠近朱砂易染成红

色 , 靠近墨就会变黑。后用以比喻接

近好人使人变好, 接近坏人使人变

坏。指环境可以影响、改变人。

【出处】清代李伯元《文明小史》十三

回 : “这班小子后生, 正是血气未定,

近朱者赤 , 近墨者黑。”

【例句】～, 生活和学习环境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孩子们的成长。

【近义】潜移默化

【反义】出污泥而不染

【辨析】“近”不可写作“进”。

�若寒蝉
【注音】jìn ruòhán chán

【释义】� : 闭着嘴不作声。寒蝉 : 晚秋

的蝉 , 因寒冷而不再鸣叫。像寒蝉那

样一声不响。比喻不敢说话。

【出处】《后汉书·杜密传》: “刘胜位为

大夫 , 见礼上宾 , 而知善不荐 , 闻恶无

言 , 隐情惜己 , 自同寒蝉 , 此罪人也。”

【例句】这孩子在父亲面前 ～, 看来他

父亲对他太严厉了。

【近义】哑然无声  守口如瓶

【反义】��不休  口若悬河

jinɡ

泾渭分明
【注音】jīnɡwèi fēn mínɡ

【释义】泾、渭 : 甘肃、陕西境内的两条

河 , 泾河水清 , 渭河水浊。合流时, 两

股水分得清清楚楚。比喻界限清楚 ,

好坏是非分明。

【出处】明·冯梦龙《古今小说》卷十:

“守得一十四岁时, 他胸中渐渐卷泾

渭分明 , 瞒他不得了。”

【例句】在学生心目中, 哪个老师要求

学生严格 , 哪个教师要求学生宽, 是

～的。

【近义】一清二楚  黑白分明

【反义】不分皂白  泾渭不分

经久不息
【注音】jīnɡjiǔbùxī

【释义】长时间不停止。多形容掌声或

欢呼声极为热烈。

【例句】台下观众对她的演唱报以 ～的

掌声。

【近义】响遏行云  余音绕梁

【反义】万马齐�  一朝一夕

经年累月
【注音】jīnɡnián lěi yuè

【释义】形容经历的时间较久。

【出处】清·张贵胜《遣愁集·奇异·

杭州旧名武陵》评 : “经年累月, 不用

拂拭 , 纤尘不染。”

【例句】～的井下劳作 , 使他身患肾炎、

关节炎等多种疾病。也作“累月经

年”。

【近义】长年累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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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一朝一夕

经天纬地
【注音】jīnɡtiān wěi dì

【释义】经 : 编织物的纵线。纬 : 编织物

的横线。经、纬: 指编织 , 治理。形容

治理天下。

【出处】《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择善

而从之曰比 , 经纬天地曰文。”

【例句】 �三国演义》写诸葛亮 , 一知天

文 , 下知地理 , 中通人和 , 有 ～之才。

【近义】治国安民  经纬天下

【反义】无所作为  才疏学浅

【辨析】～和“经国之才”相比, 范围不

同 : ～的范围是天下; 而“经国之才”

的范围是国家。

经世奇才
【注音】jīnɡshìɡícái

【释义】经 : 管理, 治理; 奇 : 罕见的, 特

殊的 , 非常的。具有管理天下的特殊

才能的人。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三十八

回 : “大丈夫抱经世奇才 , 岂可空老于

林泉之下?”

【例句】他曾是 ～, 但现在隐退了。

【近义】经天纬地

经验之谈
【注音】jīnɡyàn zhītán

【释义】指言谈有亲身实践的依据, 能

使人信服、感动。

【例句】他的这番话虽然没有什么高深

的理论 , 但毕竟是 ～, 也能发人深思。

【近义】现身说法

兢兢业业
【注音】jīnɡjīnɡyèyè

【释义】兢兢、业业 : 小心谨慎的样子。

形容工作小心谨慎 , 认真负责。

【出处】《诗经·大雅·云汉》: “兢兢业

业 , 如霆如雷。”

【例句】他干工作 ～, 从不偷懒。

【近义】脚踏实地

【反义】敷衍了事  敷衍塞责

荆钗布裙
【注音】jīnɡchāi bùqún

【释义】钗 : 别在发髻上的首饰。荆枝

作钗 , 粗布作裙。形容妇女朴素的服

饰。

【出处】宋·李日方等《太平御览》卷七

百一十八引《列女传》: “梁鸿妻孟光 ,

荆钗布裙。”

【例句】她虽 ～, 但谈吐不俗 , 举止落落

大方。

【反义】花枝招展  浓妆艳抹

荆棘丛生
【注音】jīnɡjícónɡchēnɡ

【释义】荆棘: 带刺的灌木; 丛生: ( 草

木) 聚集在一起生长。带刺的灌木成

片地长在一起。比喻道路上困难、障

碍极多或处境困难。

【例句】他们面临着 ～的局面。

【近义】荆棘载途

【反义】康庄大道

惊弓之鸟
【注音】jīnɡɡōnɡzhīniǎ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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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受过箭伤一听弓弦声就害怕的

鸟。

【出处】《晋书·王鉴传》“黩武之众易

动 , 惊弓之鸟难安。”

【例句】那些被打败的侵略者 , 有如 ～,

听见鞭炮声也慌忙逃窜。

【近义】心有余悸

【反义】临危不乱

惊惶失措
【注音】jīnɡhuánɡshīcuò

【释义】惊惶 : 害怕而慌张。失措 : 想不

出一点办法。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出处】唐·李百药《北齐书·元晖业

传》: “孝友临刑 , 惊惶失措 , 晖业神色

自若。”

【例句】遇到危险情况要沉着应付, 不

要 ～。

【近义】张皇失措  手足无措

【反义】泰然自若  谈笑自若

惊魂未定
【注音】jīnɡhún wèi dìnɡ

【释义】形容受惊吓后心神还没有平定

下来。

【出处】宋·苏轼《射思移汝州表》: “只

影自怜 , 命寄江湖之上; 惊魂未定 , 梦

游缧绁之中。”

【例句】他 ～地诉说着刚才目睹的可怕

的情景。

【近义】惊魂不定

【反义】从容不迫  若无其事

惊恐万状
【注音】jīnɡkǒnɡwàn zhuànɡ

【释义】万状 : 许多种样子 , 各种各样的

情态。形容惊惧到了极点。

【例句】被包围的敌人 , 抱头鼠窜, ～。

【近义】胆战心惊  心惊胆战

【反义】不动声色  处之泰然

惊世骇俗
【注音】jīnɡshìhài sú

【释义】令世人惊骇。

【出处】明代刘基《贾姓之市隐斋记》:

“沉湎于酒 , 不衣冠而处⋯⋯是皆为

惊世骇俗而有害于道。”

【例句】在婚姻上, 男女敢于冲破门第

之见 , 私奔他乡 , 可谓 ～之举。

【近义】骇人听闻

【反义】不足为奇

惊涛骇浪
【注音】jīnɡtāo hài lànɡ

【释义】令人惊惧的汹涌的波涛。常比

喻险恶的环境或遭遇。

【例句】在惊涛骇浪中, 我们的船几次

面临被吞噬的危险。

【近义】狂风恶浪  大风大浪

【反义】风平浪静

【辨析】“骇”不可写作“害”。

惊喜交集
【注音】jīnɡxǐjiāo jí

【释义】又吃惊 , 又高兴。交集 : 不同感

情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

【出处】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五

章 : “⋯⋯正在这里, 夫妇不期而遇,

惊喜交集。”

【例句】她从台湾来京探亲, 40 年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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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母女 , ～, 涕泪纵横 , 真是一个动

人的场面。

【近义】惊喜若狂

【反义】悲痛欲绝

惊喜若狂
【注音】jīnɡxǐruòkuánɡ

【释义】若 : 好像; 狂 : 发狂。既惊且喜,

神态失常 , 像发了狂似的。

【出处】清·霁园主人《夜谭随录·护

军女》: “少年得其应答 , 惊喜若狂。”

【例句】他意外地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哥

哥 , 两人 ～!

【近义】惊喜交集

【反义】悲痛欲绝

惊天动地
【注音】jīnɡtiān dònɡdì

【释义】惊 : 指震动。使天地都受到震

动。形容影响或声势很大, 令人震惊

或感动。

【出处】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李

白墓》诗 : “可怜荒冢穷泉骨, 曾有惊

天动地文。”

【例句】～一声巨响, 一场毁灭性的事

故发生了。

【近义】震天撼地  震天动地

【反义】万籁俱寂

惊心动魄
【注音】jīnɡxīn dònɡpò

【释义】使心神受到震惊和感动。形容

感染力极强, 动人心弦。形容精神受

到极大的震动 , 十分紧张。

【出处】南朝·梁·钟嵘《诗品·卷

上》: “文温以丽, 意悲而远, 惊心动

魄 , 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例句】这是一场 ～的斗争。

【近义】触目惊心  心惊肉跳

【反义】平淡无奇  见怪不怪

精兵简政
【注音】jīnɡbīnɡjiǎn zhènɡ

【释义】精简军队编制和行政机构。泛

指减少人员和机构, 以提高工作效

率。

【出处】郭沫若《洪波曲》十四章 : “只要

肯认真抗战 , 这种精兵简政, 分头并

进 , 到也似乎更要合理些了。”

【例句】所以说 , 党中央提出的 ～, 是一

个极重要的政策。

【近义】精打细算  缩衣节食

【反义】人浮于事

精诚团结
【注音】jīnɡchénɡtuán jié

【释义】精诚: 真诚。真心诚意地团结

起来。指一心一意 , 团结一致。

【例句】上下一心 , ～, 务歼一切来犯之

敌。

【近义】齐心协力

【反义】离心离德

【辨析】“诚”不可写作“成”。

精打细算
【注音】jīnɡdǎxìsuàn

【释义】精心细致地打算。形容计算得

十分精细 , 不使人力物力有所浪费。

【例句】她是个会 ～的好管家 , 一分钱、

一张纸、一颗粮 , 都没有浪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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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克勤克俭

【反义】大手大脚

【辨析】“算”不可写作“蒜”。

精明强干
【注音】jīnɡmínɡqiánɡɡàn

【释义】精细明察 , 处事干练而有魄力。

形容头脑聪明 , 办事能力强。

【出处】清·钱廉益《钱牧斋尺牍·与

周安石之二》: “佛法付嘱大道, 必须

精明强干有心血荷担之人。”

【例句】他的母亲不仅在厂里是生产标

兵 , 在家里也是个好主妇, 大家都称

赞她 ～。

【近义】精明干练

【反义】糊涂透顶  碌碌无为

精雕细琢
【注音】jīnɡdiāo xìzhuó

【释义】雕、琢 : 雕刻和打磨玉石。精心

细致地雕琢。形容反复刻画加工艺

术品。也比喻办事耐心细致。

【出处】《巴黎的桥》: “还有无数精雕细

琢的金属灯座。”

【例句】这是一件 ～的工艺品。

【反义】粗制滥造

精神抖擞
【注音】jīnɡshén dǒu s ǒu

【释义】抖擞: 振作。形容精神振奋的

样子。

【出处】元·尚仲贤《尉迟恭单鞭夺槊》

第二折 : “你道是精神抖擞 , 又道是机

谋通透⋯⋯这般夸口 , 又何况那区区

洛阳草寇! ”

【例句】一声令下 , 解放军战士个个 ～,

冲上前去。

【反义】萎靡不振

精雕细刻
【注音】jīnɡdiāo xìkè

【释义】精心细致地雕刻。也比喻对文

艺创作的苦心琢磨和做事精细。

【出处】《共青团员 , 要做八十年代的带

头人》( 1982 年 2 月 5 日《中国青年

报》社论) : “要以平等交心的态度 , 点

点滴滴 , 精雕细刻, 因势利导地对他

们进行思想教育工作。”

【例句】这个玉器, ～, 人物形神兼备,

草木虫鱼栩栩如生 , 真是巧夺天工。

【近义】巧夺天工

精耕细作
【注音】jīnɡɡēnɡxìzuò

【释义】精心细致地耕作。

【出处】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 “我

们靠精耕细作吃饭, 人多一点, 还是

有饭吃。”

【例句】种庄稼一定要 ～, 否则就会影

响农作物的生长。

【近义】粗制滥造

精妙绝伦
【注音】jīnɡmiào juélún

【释义】绝伦: 没有比得上的。精致美

妙 , 无与伦比。也作“精美绝伦”。

【出处】宋·周密《武林旧事·灯品》:

“灯只至多 , 苏、福为冠 , 新安晚出 , 精

妙绝伦。”

【例句】这块工艺表真可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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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精妙入神

【反义】精制滥造

精疲力竭
【注音】jīnɡpílìjié

【释义】竭 : 尽。精神非常疲劳 , 体力消

耗净尽。也作“筋疲力尽”。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张淑

儿巧智脱杨生》: “我已筋疲力尽, 不

能行动。”

【例句】他由于长期工作劳累, 并且缺

乏营养和睡眠 , ～, 终于倒下了。

【近义】筋疲力尽

【反义】精神抖擞

精神恍惚
【注音】jīnɡshén huǎnɡhū

【释义】恍惚: 迷糊。形容精神不集中

的样子。

【出处】《魏书·尔夫荣传》: “荣亦精神

恍惚 , 不自支持。”

【例句】他一连几天 ～, 好像失落了什

么。

【近义】神魂颠倒

【反义】精神焕发

精忠报国
【注音】jīnɡzhōnɡbào ɡuó

【释义】精心忠诚 , 报效祖国。

【出处】《北史·颜之仪传》: “公等备受

朝恩 , 当尽忠报国, 奈何一旦欲以神

器假人! ”

【例句】我长大后一定要 ～。

【近义】尽忠报国

【反义】卖国求荣

精神焕发
【注音】jīnɡshénɡhuàn fā

【释义】焕发: 光彩四射的样子。精力

旺盛 , 神采飞扬。形容精神饱满, 心

情愉快。

【例句】新学期开始了, 同学们一个个

～, 朝气勃勃。

【反义】没精打采  萎靡不振

精卫填海
【注音】jīnɡwèi tián hǎi

【释义】精卫: 古代神话中的鸟名。后

以此比喻矢志不移 , 努力不懈。

【出处】《山海经·北山经》记载: 炎帝

之女在东海被淹死, 灵魂化为精卫,

常衔西山的小石、树枝去填东海。

【例句】有了 ～, 愚公移山的精神 , 还有

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近义】愚公移山  移山倒海

精益求精
【注音】jīnɡyìqiújīnɡ

【释义】精 : 完美。益 : 更加。已经很好

了 , 还要求更好。指对某种技能或学

术的追求很高 , 没有止境。

【出处】《论语·学而》“《诗》云: ‘如切

如磋 , 如琢如磨’, 其斯之谓与?”

【例句】商品的生产只有 ～, 才能在竞

争激烈的商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近义】锦上添花

【反义】粗制滥造  得过且过

井底之蛙
【注音】jǐnɡdǐzhīw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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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指生活在井底的青蛙只能看见

井口大小的天空。比喻见识短浅的

人。

【出处】《后汉书·马援传》: “子阳 ( 公

孙述) 井底蛙耳! 而妄自尊大。”

【例句】一个没有经风雨 , 见世面的人,

难免不是 ～。

【近义】一孔之见  坐井观天

【反义】见多识广

井井有条
【注音】jǐnɡjǐnɡyǒu tiáo

【释义】井井: 有条理的样子。形容条

理分明 , 整齐有序。

【出处】郭沫若《洪波曲》: “经他的经营

擘划 , 倒也安顿得井井有条。”

【例句】走进她的房间, 最突出的印象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得 ～。

【近义】井然有序  秩序井然

【反义】杂乱无章  一团乱麻

井然有序
【注音】jǐnɡrán yǒu xù

【释义】井然 : 整齐不紊乱的样子; 序:

次序。整齐不乱 , 次序分明。形容条

理分明 , 次序不乱。

【出处】《荀子·儒效》: “井井兮其有理

也。”

【例句】他真能干, 没用多少时间就把

杂乱无章的书籍整理得 ～。

【近义】有条有理

【反义】杂乱无章  乱七八糟

井水不犯河水
【注音】jǐnɡshuǐbùfàn héshuǐ

【释义】犯 : 干扰, 侵犯。比喻各有界

限 , 互不干扰。

【出处】《痛惜之余的愿望》: “我因此希

望我们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和

电视台 , 不要这样过分地井水不犯河

水。”

【例句】咱们 ～, 你还是离开这里吧。

【近义】各自为政  相安无事

【反义】唇齿相依  唇亡齿寒  休戚相

关

【辨析】“不”不可读作“bú”。

井蛙之见
【注音】jǐnɡwāzhījiàn

【释义】见 : 见解。比喻狭窄的眼光、短

浅的见解。

【出处】《弘明集·明佛论》: “夫一局之

弈 , 形訣之浅, 而弈秋之心, 何尝有

得 , 而乃欲率井蛙之见 , 妄抑大猷, 至

独陷神于天訤之下 , 不以甚乎。”

【例句】我的看法只是 ～, 肤浅得很 , 说

出来怕贻笑大方。

【近义】一孔之见

【反义】高瞻远瞩  目光远大

径情直遂
【注音】jìnɡqínɡzhís uì

【释义】径情: 任情 , 随意。遂: 成 , 达

到。任凭自己的意愿 , 顺利地达到目

的。

【出处】毛泽东《论持久战》: “事物是往

返曲折的 , 不是径情直遂的。”

【近义】直截了当

【反义】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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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而远之
【注音】jìnɡér yuǎn zhī

【释义】表面上尊敬, 但实际上远离 , 不

愿接近。

【出处】《文与理》: “特别是那些立志当

文学家的青年 , 对科学敬而远之。”

【例句】他对这位老爷爷总是 ～。

敬谢不敏
【注音】jìnɡxièbùmǐn

【释义】谢 : 推辞, 辞谢。不敏 : 不聪明,

没有才干。恭敬地推辞说自己的能

力不行。常用作婉言谢绝干某事的

客气话。

【出处】郭沫若《洪波曲》二章 : “假设我

们要拿着一个主义的尺度来衡量人

才 , 那我就敬谢不敏, 实在连一打也

找不到。”

【例句】我实在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一事

务 , 只好 ～了。

【反义】责无旁贷  当仁不让  责有攸

归

镜花水月
【注音】jìnɡhuāshuǐyuè

【释义】镜中花朵, 水中月亮。比喻可

望而不可及的虚幻景象。也比喻诗

文中空灵的意境。

【出处】唐代裴休《唐赐紫大达法师玄

秘塔碑铭》: “一旦而摧 , 水月镜像 , 无

心去来。”

【例句】他有许多美妙的设想, 但都是

～, 根本无法实现。

【近义】镜像水月

jionɡ

迥然不同
【注音】jiǒnɡrán bùtónɡ

【释义】迥 : 遥远。迥然 : 彼此之间相距

很远的样子。形容彼此完全不同。

【出处】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十二

回 : “那公子朔虽与寿一母所生 , 贤愚

迥然不同。”

【例句】这两部小说的创作风格 ～, 各

有特色。

【近义】截然不同  大相径庭

【反义】毫无二致  不相上下

炯炯有神
【注音】jiǒnɡjiǒnɡyǒu shén

【释义】炯炯: 光亮的样子。形容目光

明亮有神。

【出处】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槐

西杂志四》: “一鹳鹆眼如豆大, 突出

墨池中心 , 旋螺纹理分明, 瞳子炯炯

有神。”

【例句】总理目光 ～, 大踏步地走进房

间来。

【近义】目光炯炯  目光如炬

【反义】模糊不清

jiu

鸠形鹄面
【注音】jiūxínɡhúmiàn

【释义】鸠形 : 像斑鸠那样腹部低陷 , 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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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突起。鹄 : 天鹅。鹄面 : 像鹄那样

脸上无肉。鸠一样的体形, 天鹅一样

的脸。形容身体瘦削 , 面容憔悴。

【出处】清·黄景仁《两当轩集·尹六

丈为我作云峰阁图以为赠》诗 : “弄君

笔头随意之丹青 , 使我鸠形鹄面生光

莹。”

【例句】这人长得 ～, 真让人恶心。

【近义】形容枯槁  面黄肌瘦

【反义】脑满肠肥  大腹便便

赳赳武夫
【注音】jiūjiūwǔfū

【释义】指魁梧勇壮的军人。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八十三回 : “看不出这么一个赳

赳武夫 , 倒是一个旖旎爱情的男子。”

【例句】他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 绝非

～可比拟。

【近义】彪形大汉

【反义】文弱书面  文质彬彬

九牛一毛
【注音】jiǔniúyīmáo

【释义】九 : 表示极多。很多头牛身上

拔一根毛。比喻微不足道。

【出处】汉·司马迁《报任安书》: “假令

仆伏法受诛 , 若九牛之一毛, 与蝼蚁

何以异?”

【例句】以他的财富来比较, 他付出的

钱 , 只是 ～罢了。

【近义】沧海一粟  一丝一毫

【反义】不计其数  举不胜举

九泉之下
【注音】jiǔquán zhīxià

【释义】九泉: 也称黄泉。黄泉之下。

指人死后安埋的地方。

【出处】《高山下的花环》: “咱娘是个明

白人 , 那样她欢喜, 我在 ～也就闭上

眼了! ”

【例句】他横死于车祸 , ～也不瞑目。

【近义】在天之灵

九死一生
【注音】jiǔsǐyīshēnɡ

【释义】形容经历了多次生死考验而幸

存下来。形容濒临死亡。

【出处】战国·楚·屈原《离骚》: “亦余

心之所善兮 , 虽九死其犹未悔。

【例句】那些被抓的壮丁, 有的冒着 ～

的危险 , 从炮火中逃了回来。

【近义】劫后余生  死里逃生

【反义】一命呜呼

九霄云外
【注音】jiǔxiāo yún wài

【释义】九霄: 天空的极高处。古人认

为天空有九层。比喻极高极远的地

方。

【出处】元·王实甫《西厢记》: “魂飞在

九霄云外。”

【例句】他个人对工作很不负责任, 吩

咐他做的事 , 总是抛到 ～。

【近义】九天云外

【反义】近在眉睫

【辨析】“霄”不可写作“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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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别重逢
【注音】jiǔbiéchónɡfénɡ

【释义】指亲人好友分别之后又一次相

遇。

【例句】我和他 , 分明是素不相识 , 却怎

么如同面对一个历经劫难、～的友

人?

【反义】杳无音信

久病成医
【注音】jiǔbìnɡchénɡyī

【释义】长期患病就成医生了。指人病

久了 , 也就像医生一样熟知医理药

性。

【出处】《左传·定公十三年》: “三折

肱 , 知为良医。”

【例句】～, 他这个老病号 , 各科的医药

护理知识都非常丰富。

久而久之
【注音】jiǔér jiǔzhī

【释义】久 : 时间长。指经过很长的时

间。

【出处】清·李绿园《歧路灯》二十八

回 : “久而久之 , 慢慢知晓便罢。”

【例句】吃饭不能定时定量, 使胃得不

到很好的休息 , ～便容易患胃病。

【近义】长年累月

【反义】一朝一夕

【辨析】～和“日久天长”都指时间特别

长久。但 ～偏重在经历的时间; “日

久天长”泛指时间长了 , 偏重于累积

的时间。

久负盛名
【注音】jiǔfùs hènɡmínɡ

【释义】长久以来享有很高的名望。

【例句】许多 ～的百年老字号, 随着王

府井步行大街的建成又重新开张。

久旱逢甘雨
【注音】jiǔhàn fénɡɡān yǔ

【释义】长时间干旱遇到了一场好雨。

比喻盼望已久的终于实现。

【出处】宋·汪洙《神童》诗: “久旱逢甘

雨 , 他乡遇故知。”

【例句】学校分房子, 这对长期往办公

室的王老师来说 , 真是 ～呀!

久经沙场
【注音】jiǔjīnɡs hāchǎnɡ

【释义】沙场 : 广阔的沙地 , 古时多指战

场。指经历了无数的战斗。现也比

喻在某方面有长期、丰富的实际工作

经验。

【出处】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十

一 : “久战沙场 , 为什么功名不就?”

【例句】摄影、美工、音乐等各环节, 也

都配备了“～”的“干将”。也作“久

战沙场”。

【近义】身经百战

【反义】初出茅庐

久假不归
【注音】jiǔjiǎbùɡuī

【释义】假 : 借。归 : 归还。长久借用不

归还。

【出处】《孟子·尽心上》: “久假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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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 , 恶知其非有也。”

【例句】这个小王借了我的笔 , ～, 真讨

厌。

【近义】据为己有  无名无实

【反义】名副其实

酒池肉林
【注音】jiǔchíròu lín

【释义】形容酒肉很多。

【出处】《史记·殷本纪》“以酒为池 , 悬

肉为林。”

酒肉朋友
【注音】jiǔròu pénɡyǒu

【释义】在一起吃喝玩乐的朋友。

【出处】《文曲选外编·关汉卿〈单刀

会〉二》: “关云长是我酒肉朋友 , 我交

他两只手送与你那荆州来。”

【例句】这种 ～, 对你毫无益处 , 应该早

与他疏远才是呀!

【近义】狐朋狗友

【反义】生死之交

酒色之徒
【注音】jiǔs èzhītú

【释义】嗜酒好色的人。

【出处】《醒世恒言》卷三 : “以后相处的

虽多 , 都是豪华之辈 , 酒色之徒 , 但知

买笑追欢的乐意 , 哪有怜香惜玉的真

心。”

【例句】他从来不与 ～交朋友。

【近义】酒色财气

【反义】正人君子

酒足饭饱
【注音】jiǔzúfàn bǎo

【释义】酒喝个足 , 饭吃个饱。

【出处】元·刘文秀《襄阳会》: “俺这里

安排一席好酒⋯⋯我看他酒醉饭饱

走不动。”

【例句】～之后 , 他便开始讲他的故事

了。

【近义】大吃大喝

酒酣耳热
【注音】jiǔhān ěr rè

【释义】酣 : 酣畅 , 痛快。耳热 : 面红过

耳。形容酒兴正浓。

【出处】《汉书·杨辉传》: “酒后耳热 ,

仰天拊缶。”

【例句】回想 40 年前, 与同学在此游园

野餐 , ～, 高谈阔论的情景 , 不禁感慨

万分。

【近义】狂喝豪饮  酒后耳热

酒囊饭袋
【注音】jiǔnánɡfàn dài

【释义】囊 : 口袋。盛酒和装饭的口袋。

比喻只会吃喝 , 不会做事的人。

【出处】梁·萧绎《金缕子·立言》: “祢

衡云 : ‘荀訥强可与言 , 余人皆酒瓮饭

囊。’”

【例句】虽说他是 ～, 但却没做违法之

事 , 比那些横行霸道的阿飞, 要好一

些。

【近义】行尸走肉  衣架饭囊

【反义】满腹经纶  英雄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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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色财气
【注音】jiǔs ècái qì

【释义】嗜好喝酒, 喜欢女色, 贪恋钱

财 , 逞能使气。旧时把四者作为人生

“四戒”。

【出处】《后汉书·杨秉传》“我有三不

惑 : 酒、色、财也。”

【例句】～, 他无一不好 , 我怎敢接纳这

种人做事。

旧地重游
【注音】jiùdìchónɡyóu

【释义】重新来到曾经居住过或游览过

的地方。

【例句】偶然的机会 , 来到了 50 年前居

住的地方 , ～, 不胜今昔之感。

旧调重弹
【注音】jiùbiào chónɡtán

【释义】老调子又重新拿出来弹奏。比

喻把陈旧的理论或主张再次搬了出

来。也作“老调重弹”。

【出处】现代·朱自清《回来杂记》: “北

平早就被称为‘大学城’和‘文化城’,

这原是旧调重弹 , 不过似乎弹得更响

了。”

【例句】这一问题早说过了, 就不要 ～

了。

【近义】陈词滥调

【反义】标新交异  推陈出新

【辨析】“重”不可读作“zhònɡ”; “弹”

不可读作“dàn”。

咎由自取
【注音】jiùyóu zìqǔ

【释义】咎 : 罪过, 灾祸。罪过或灾祸都

是自己惹来的。指自作自受。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第七十回 : “然而据我看来, 他

实在是咎由自取。”

【例句】有的干部无视党和国家的政策

法令 , 大肆贪污受贿, 结果走上犯罪

的道路 , 这是 ～。

【近义】自食其果  罪有应得

【反义】改过自新  回头是岸

救死扶伤
【注音】jiùsǐfúshānɡ

【释义】救护垂死的人 , 照顾受伤的人。

【出处】汉·司马迁《报任安书》: “且李

陵提步卒不满五千⋯⋯与单于连战

十有余日 , 所杀过半当, 虏救死扶伤

不给。”

【例句】医务工作者 , ～, 发扬了革命人

道主义精神。

【近义】治病救人

【反义】落井下石

救亡图存
【注音】jiùwánɡtúcún

【释义】拯救国家危亡 , 谋求民族生存。

【出处】清·王无生《论小说与改良社

会之关系》: “夫欲救亡图存, 非仅恃

一二才士所能为也, 必使爱国思想,

普及于最大多数之国民而后可。”

【例句】早在 30 年代, 一大批有识之士

就以 ～为己任 , 投身到社会变革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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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之中。

【近义】毁家纾难

【反义】卖国求荣

就地取材
【注音】jiùdìqǔcái

【释义】就地: 在当地、原处; 取材 : 寻

求、取用材料。指在本地或就近寻找

选取所需要的材料。

【例句】这家乡镇企业 ～, 生产竹编工

艺品 , 产品远销国外。

【近义】因陋就简

【反义】舍近求远

【辨析】“材”不可写作“财”或“才”。

就地正法
【注音】jiùdìzhènɡfǎ

【释义】就 : 随 , 因 ; 正法 : 依法制裁, 此

指执行死刑。就在罪犯犯罪的现场

执行死刑。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六十五回 : “因为案情重大, 并

且是积案累累的 , 就办了一个就地正

法。”

【例句】这个杀人犯被司法机关 ～。

就事论事
【注音】jiùs hìlùn shì

【释义】就 : 按照。单就事情本身的情

况来谈论。即只评论事情的现象 , 不

涉及事情的本质和其他方面。

【出处】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词

臣论劾首揆》: “夺情大事 , 有关纲常,

且就事论事 , 未尝旁及云。”

【例句】咱们 ～, 不要东拉西扯。

ju

居安思危
【注音】jūān sīwēi

【释义】处在安乐的环境里要想到可能

出现的危难。

【出处】《周易·系辞下》: “安而不忘

危。”

【例句】每艘远洋轮船, 都设有许多救

生用具 , 这就是 ～之举。

【近义】安不忘危

【反义】高枕无忧

居高临下
【注音】jūɡāo lín xià

【释义】居 : 居处。临: 靠近, 对着。身

居高处 , 俯视下方。形容所处的地势

极为有利。

【出处】宋·陈亮《戊申再上孝宗皇帝

书》: “其地居高临下 , 东环平冈为固 ,

西城石头为重。”

【例句】战士们纷纷跃出工事, ～地用

机枪、冲锋枪猛烈扫射, 就好像围猎

一群乱冲乱窜的野兽一般。

【近义】高高在上  高屋建瓴

居不重席
【注音】jūbùchónɡxí

【释义】居 : 坐 , 卧 ; 席 : 席垫用品。坐卧

不用重席垫 , 指生活俭朴节约。

【出处】《左传·哀公元年》: “昔阖庐食

不二味 , 居不重席 , 室不崇坛。”

【例句】他一贯生活俭朴 , ～, 赢得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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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民的敬重。

【近义】居不重茵

【反义】奢侈浪费

居功自傲
【注音】jūɡōnɡzìào

【释义】居功 : 自以为有功 , 以有功者自

居。自以为有功而骄傲自大。

【例句】～, 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一种表

现。

【近义】居功自恃  恃功矜能

【反义】谦虚谨慎

居心叵测
【注音】jūxīn pǒcè

【释义】居心: 存心。叵 : 不可。测 , 推

测。内心险恶 , 不可推测。

【出处】蔡东藩《五代史演义》第六回:

“朱氏灭唐社稷 , 三尺童子 , 犹知他居

心叵测 , 找王反恃为姻好 , 令他屯兵,

这叫做开门揖盗, 眼见得全城为虏

了! ”

【例句】这人 ～, 你要千万留意 , 别上了

他的当。

【近义】心怀叵测

【反义】襟怀坦白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注音】jūɡōnɡjìn cuì, s ǐér hòu yǐ

【释义】鞠躬 : 指恭敬谨慎。尽瘁 : 竭尽

劳苦。已 : 停止。恭敬勤谨, 不辞劳

苦 , 竭尽全力 , 直到死亡。

【出处】( 三国·蜀) 诸葛亮《后出师

表》: “臣鞠躬尽力 , 死而后已。”

【例句】我能受总经理如此器重, 一定

～, 以不负他的厚望。

【近义】尽心尽力

【反义】敷衍了事

局促不安
【注音】júcùbùān

【释义】局促 : 拘谨 , 不自然的样子。拘

谨而不自然。

【出处】《聊斋志异·鸦头》: “话间妮子

频来出入 , 王局促不安 , 离席告别。”

【例句】他和别人说话时, 总显出 ～的

神情。

【近义】坐立不安  忐忑不安

【反义】落落大方  无拘无束

举案齐眉
【注音】jǔàn qíméi

【释义】案 : 古时用来进献食物的有脚

的托盘。把放饭菜的托盘举到与眉

毛一样齐平的位置。

【出处】《后汉书·梁鸿传》记载: 梁鸿

为人舂米 , 每次回家, 其妻孟光送饭

菜给他吃的时候 , 都把放置饭菜的托

盘举得和眉毛一样齐 , 不抬头正面看

梁 , 以示恭敬。有人见此情景 , 说: 一

个被雇佣的人能使其妻如此敬重他 ,

这个人不会是平常的人。后用来表

示夫妻间相互敬爱。

【例句】这一对伉俪可以说是志同道

合 , ～, 相敬如宾。

【近义】心心相印  相敬如宾

【反义】琴瑟不调

举不胜举
【注音】jǔbúshènɡj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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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不胜 : 不尽。列举也列举不完。

【例句】现在像他这样的制假者真是

～。

【近义】不胜枚举

【反义】寥寥无几

举国若狂
【注音】jǔɡuóruòkuánɡ

【释义】举 : 全 ; 狂: 疯狂。指全国上下

群情振奋 , 纵情欢乐不能自已, 都像

疯狂了似的。

【出处】《礼记·杂记下》: “子贡观于

蜡。孔子曰 : ‘赐也 , 乐乎?’对曰 : ‘一

国之人皆若狂 , 赐未知其乐也。’”

【例句】中国女排夺得五连冠的消息传

来 , ～, 欢声雷动。

【近义】纵情欢乐

举国上下
【注音】jǔɡuóshànɡxià

【释义】举 : 全。全国上上下下的人。

【例句】毛泽东主席去世后, ～一片悲

痛。

【近义】朝野上下

举世无敌
【注音】jǔshìwúdí

【释义】全世界没有能胜过的。

【例句】 �他们之所以敢于冒险。⋯⋯

主要地依靠他们认为是‘异常强大’

的 , ‘～”的, 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国

帝国主义。”

【近义】无往不胜

【反义】不堪一击

举世无双
【注音】jǔshìwús huānɡ

【释义】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形容稀有

罕见。

【出处】《钱牧斋尺牍·答定海县张绍

谦》: “治行比篰惟之卓鲁, 举世无

双。”

【例句】中国的长城是 ～的历史遗迹。

【近义】盖世无敌

【反义】无独有偶

举手之劳
【注音】jǔshǒu zhīláo

【释义】举 : 抬起。一动手就能办到的

一点劳动。比喻事情轻而易举 , 毫不

费力。

【出处】唐·韩愈《应科目时与人书》:

“录有力者 , 哀其穷而运转之 , 盖一举

手一投足之劳也。”

【例句】这是 ～, 你不用谢我。

【近义】易如反掌

【反义】难于登天

举措失当
【注音】jǔcuòshīdànɡ

【释义】措 : 措置 , 安排。举动、安排不

恰当。

【出处】《管子·禁藏》: “行法不道, 众

民不能顺: 举错不当, 众民不能成。”

( 错 , 同“措”)

【例句】由于他在外事活动中 ～, 因此

被调离外事部门。

【近义】南辕北辙

【反义】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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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发凡
【注音】jǔlìfāfán

【释义】例 : 体例 , 著作的编写格式。

凡 : 要略。拟定体例 , 说明全书概要。

【出处】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

史传》: “按《春秋》经传 , 举例发凡。”

【例句】词典之类, 书前必有 ～加以概

括说明。

举目千里
【注音】jǔmùqiān lǐ

【释义】举 : 向上抬。举目: 抬起眼睛,

指抬起头。抬头可以看得很远很远。

形容视野广阔。

【出处】宋·刘学箕《松江哨碥》: “松江

太湖 , 举目千里, 风涛不作, 水面砥

平。”

【例句】在这 ～的大草原上 , 放马驰骋,

可以尽情领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

大好风光。

【近义】极目千里

举目无亲
【注音】jǔmùwúqīn

【释义】抬头看不见一个亲人。形容人

地生疏。

【出处】宋·苏轼《与康公操都官书》:

“乡人至此者绝少 , 举目无亲故。”

【例句】他只身一人来到美国留学 , ～,

心头不免涌起浓浓的思乡之情。

【近义】无依无靠  孤苦伶仃

【反义】形影相随  亲密无间

举棋不定
【注音】jǔqíbùdìnɡ

【释义】拿着棋子不知下哪一着好。比

喻临事犹豫不决 , 拿不定主意。

【出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弈者

举棋不定 , 不胜其耦。”( 耦 , 下棋的对

方)

【例句】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您怎么还

～?

【近义】犹豫不决  优柔寡断

【反义】当机立断  斩钉截铁

举世闻名
【注音】jǔshìwén mínɡ

【释义】举 : 全。全世界都闻知其名声。

形容名声很大。

【出处】《颜氏家训》: “王逸少风流才

士 , 萧散名人 , 举世但知其书, 翻以能

自蔽也。”

【例句】1934 年 10 月 , 中国工农红军开

始了 ～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近义】遐迩闻名  誉满天下

【反义】默默无闻

举世瞩目
【注音】jǔshìzhǔmù

【释义】举 : 全。瞩目 : 注视。全世界的

人都关注着。指某一重要的人或事

件受到全世界的人普遍关注。

【出处】战国·楚·屈原《楚辞·渔

父》: “举世皆浊我独清。”

【例句】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 是 ～的

大事。

【近义】引人注目  举世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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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默默无闻

【辨析】～和“引人注目”相比 : ～侧重

于被注意的范围; 而“引人注目”侧重

强调特别吸引人。

举手投足
【注音】jǔshǒu tóu zú

【释义】一抬手, 一动脚。形容轻而易

举 , 毫不费力。

【出处】唐·韩愈《应科目时与人书》:

“如有国箸 , 哀其穷而运转之 , 盖一举

手一投足之劳也。”

【例句】在公共汽车上为老幼妇孺让座

不过是 ～之劳 , 然而一些青年人却不

愿为之。

【近义】轻而易举

【反义】难于登天

举一反三
【注音】jǔyīfǎn sān

【释义】反 : 指推演。举出一件或一方

面已知的事理 , 可以推知与其同类的

许多事理。比喻善于学习 , 由此及

彼 , 触类旁通。

【出处】《论语·述而》“举一隅不以三

隅反 , 则不复也。”

【典故】孔子是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

人 , 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

家。由于政治上不得意 , 他退而收徒

讲学 , 并有自己的一套教育理论和方

法。有一次他说: 如果受教育者没有

强烈而迫切的学习要求, 那么, 教的

人纵然费尽心力 , 也不以获得良好的

效果。

原话载《论语·述而篇》: “不愤不

启 , 不悱不发 ;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 则

不复也。”意思是说 : 求学的人自己并

不急于要求弄明白的时候 , 且不必忙

着开导他 ; 他自己并不急于说出道理

的时候 , 也不必忙着启发他。如果受

教育的人了解了一隅 , 而不能推知其

余的三隅 , 那么, 不用枉费心机再教

他什么了。

【例句】现代汉语的句型是有限的, 掌

握了句型, 我们就能 ～, 造出各种各

样的句子来。

【近义】融会贯通  触类旁通

【反义】��吞枣  不求甚解

举直措枉
【注音】jǔzhícuòwǎnɡ

【释义】举 : 推举, 选用。措: 废置, 罢

黜。本作“错”。枉 : 曲 , 指邪曲的人。

选用正直的人 , 罢黜邪曲的人。

【出处】《论语·为政》“举直错诸枉 , 则

民服 ; 举枉错诸直 , 则民不服。”

【例句】他一上任, 便 ～, 激浊扬清, 很

受群众的欢迎与拥戴。

举止大方
【注音】jǔzhǐdàfānɡ

【释义】形容姿态风度自然得体, 不拘

束也不做作。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二十一回 : “举止大方, 不轻言

笑的。”

【例句】在求职时 , 无论是自我介绍 , 还

是回答问题 , 都要面带微笑, 不卑不

亢 , ～。

【近义】落落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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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举止失措

举止失措
【注音】jǔzhǐs hīcuò

【释义】措 : 安放。一举一动不知怎么

办才好。指举动慌张或失常。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五十五

回 : “为首一员大将 , 乃关云长也。周

瑜举止失措 , 急拨马便走。”

【例句】一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 小张

吓得 ～。

【近义】惊慌失措

【反义】举止自若

举止言谈
【注音】jǔzhǐyán tán

【释义】举止: 举动。行为和言论。也

作“言谈举止”。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二十五

回 : “近来看姑娘那举止言谈 , 早把冷

森林的一团秋气化为了和蔼蔼的满

面春风 , 认定了姑娘是性情中人, 所

以也把性情来感动他。”

【例句】他 ～不错 , 很受同行们的欢迎。

举重若轻
【注音】jǔzhònɡruòqīnɡ

【释义】举起重物就像举起轻东西一

样。比喻对繁难的工作能胜任自如。

【出处】清·赵翼《瓯 ( ōu) 北诗话》卷

五 : “笔锋精锐, 举重若轻, 读之似不

甚用力 , 而力已透十分。”

【例句】别人最头疼的人事纠纷, 她总

能 ～地应付过去。

【近义】轻而易举

【反义】举鼎绝膑

举足轻重
【注音】jǔzúqīnɡzhònɡ

【释义】举 : 向上抬。一抬足就会影响

到两边的轻重平衡。比喻实力强大 ,

所处地位重要 , 一举一动都可以牵动

和左右全局。

【出处】《后汉书·窦融传》“举足左右 ,

便有轻重”。

【典故】窦融是东汉时人, 曾在刘玄手

下任张掖国都尉。

窦融在任期间 , 施政宽和, 安抚部

众 , 结交豪杰, 甚得他们的爱戴。当

时酒泉郡长梁统、金城郡长库钓、张

掖都尉史苞、酒录都尉竺曾、敦煌都

尉辛彤 , 以及州郡有实务的人物, 窦

融都跟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

来刘玄失败后 , 窦融被大家推举为河

西五大郡大将军 , 割据河西走廊。

汉武帝刘秀取得政权后 , 窦融仰慕

刘秀的威望 , 一心想归附他。于是派

长史刘钓带着奏章前往洛阳。刘秀

很高兴 , 亲自赏赐饮宴 , 盛情招待, 并

给窦融诏书说 : “现在 , 益州( 四川省)

有公孙述、天水( 甘肃省甘谷东) 有隗

嚣 , 他们都想争夺天下, 而胜败的命

运握在将军您的手里 , 随便动一下左

脚右脚 , 都有轻重。你如果决心帮助

哪一边 , 力量之大 , 岂可计算?”

窦融接到信后 , 决心归附刘秀。

【例句】一支排球队里, 主攻手具有 ～

的作用。

【反义】无关大局  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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踽踽独行
【注音】jǔjǔdúxínɡ

【释义】踽踽: 孤零的样子。独自孤零

零地走着。形容孤苦无亲。

【出处】《诗经·唐风·杕杜》: “独行踽

踽 , 岂无他人。”

【例句】试着加入社交圈子吧, 老这样

～, 要闷出病来的。

【近义】茕茕孑立

【反义】成群结队

拒谏饰非
【注音】jùjiàn s hìfēi

【释义】拒 : 拒绝; 谏 : 规劝; 饰 : 掩饰;

非 : 过错。拒不接受劝告, 掩饰自己

的过错。

【出处】《荀子·成相》: “拒谏饰非, 愚

而上同 , 国必祸。”

【例句】像他这样 ～, 一意孤行 , 是非常

危险的。

【近义】讳疾忌医

【反义】从善如流

拒人于千里之外
【注音】jùrén yúqiān lǐzhīwài

【释义】将人挡在千里之外。形容态度

傲慢或坚决拒绝和排斥别人的意见,

毫无商量余地。也作“拒人千里”。

【出处】《孟子·告子下》: “讠也讠也之声

音颜色距( 拒) 人于千里之外。”

【例句】站着陪客人 , 这有些 ～的架势。

【近义】拒之门外

据理力争
【注音】jùlǐlìzhēnɡ

【释义】依据正确的道理尽力辩论或争

取 , 以维护某种观点或利益。

【出处】《魏书·阳固传》: “初, 硖石之

役 , 固有先登之功 , 而朝赏未及 , 至是

与尚书令李崇讼勋更表。崇虽贵盛 ,

固据理力争 , 谈者欣焉。”

【例句】研讨会上 , 他 ～, 终于通过了这

项科研项目。

【近义】力排众议

【反义】无理取闹

据为己有
【注音】jùwéi jǐyǒu

【释义】据 : 占据 , 把公共的或别人的东

西当作自己的。

【例句】有的人很自私, 经常把集体的

财产 ～。

【辨析】～和“久假不归”相比: ～侧重

于把公共的东西当作自己的; 而“久

假不归”侧重于借别人的东西不还。

聚精会神
【注音】jùjīnɡhuìshén

【释义】会 : 集中。集中全部精神。原

有集思广益的意思。后专指一个人

精神高度集中。

【出处】汉·王褒《圣主得贤臣论》: “聚

精会神 , 相得益彰。”

【例句】研究室里的科学家, ～地观察

细菌的生长过程。

【近义】全神贯注

【反义】心不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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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讼纷纭
【注音】jùsònɡfēn yún

【释义】讼 : 争论, 争辩。纷纭: 多而杂

乱。形容众多的意见争辩不清 , 没有

定论。

【出处】茅盾《夜读偶记》: “有一位大名

鼎鼎的诗人兼批评家蒲伯 , 算不算古

典主义之一派, 到现在也还聚讼纷

纭 , 没有定论。”

【例句】这个问题 , 已经辩论了两天了,

～, 莫衷一是。

【近义】莫衷一是

【反义】异口同声

聚沙成塔
【注音】jùshāchénɡtǎ

【释义】聚 : 集合, 聚集。聚细沙成宝

塔。比喻积少成多。原指儿童用沙

堆来做游戏。

【出处】《妙法莲华经·方便品》: “乃至

童子戏 , 聚沙为佛塔。”

【例句】我们要用 ～的办法, 把平时的

零用钱积攒起来, 支援国家建设。

聚蚊成雷
【注音】jùwén chénɡléi

【释义】成群的飞蚊聚集在一起, 声音

就会像打雷一样响。比喻微小的东

西聚集起来会产生很大的声势和能

量。

【出处】汉·班固《汉书·中山靖王

传》: “夫众訦漂山 , 聚蚊成雷。”

【例句】说我坏话的人多 , 有如 ～, 搞得

我很头痛 , 我不辞职也不可能啊!

【近义】众口铄金

juɑn

卷土重来
【注音】juǎn tǔchónɡlái

【释义】卷土: 扬起尘土。形容失败后

重新组织力量 , 反扑过来。

【出处】唐·杜牧《题乌江亭》: “胜败兵

家事不期 , 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

弟多才俊 , 卷土重来未可知。”

【例句】一不小心就这么败了 , 我要 ～。

【近义】东山再起  死灰复燃

【反义】一蹶不振

jue

决一雌雄
【注音】juéyīcíxiónɡ

【释义】决 : 决定。雌雄 : 指胜败。决战

一次 , 分出胜负。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

纪》: “项王谓汉玉曰: ‘⋯⋯ , 徒以吾

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 , 决一雌雄,

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

【例句】来 , 再杀一盘 , 我们 ～!

【近义】决一胜负  鹿死谁手

【反义】不分胜负

绝处逢生
【注音】juéchùfénɡs hēnɡ

【释义】绝 : 尽。绝处 : 死路。在最危险

的处境中又得生路。形容脱离险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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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得生机。

【出处】《警世通言》二十五 : “常言‘吉

人天相 , 绝处逢生’。恰好遇一个人

从任所回来。”

【例句】新产品的试制成功使这个濒临

倒闭的企业 ～。

【近义】劫后余生  死里逃生

【反义】走投无路

绝代佳人
【注音】juédài jiārén

【释义】绝代: 当代独一无二。当代无

双的美人。用以形容姿色容貌最美

的女子。也作“绝世佳人”、“绝世美

人”、“绝色佳人”。

【出处】唐·杜甫《佳人》诗 : “绝代有佳

人 , 幽居在空谷。”

【例句】西施是战国时越国的一位 ～。

【近义】国色天香

【辨析】“绝”不可写作“决”。

绝顶聪明
【注音】juédǐnɡcōnɡmínɡ

【释义】绝顶 : 最高峰。比喻极端聪明,

没有谁能超过。也作“聪明绝顶”。

【例句】曹操雄才大略, 文武兼长, ～,

在群雄逐鹿当中, 打仗总是胜多败

少。

【近义】聪明伶俐

【反义】愚不可及

绝口不提
【注音】juékǒu bùfí

【释义】绝口 : 闭口。指闭口不提及( 某

事) 。也作“绝口不道”。

【出处】汉·班固《汉书·丙吉传》: “绝

口不道前恩 , 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

【例句】秦王双手捧住璧, 一边看一边

称赞 , 却 ～交城换璧的事。

【近义】避而不谈

【反义】津津乐道

绝无仅有
【注音】juéwújǐn yǒu

【释义】指极其少有。

【出处】宋代苏轼《上皇帝书》: “改过不

吝 , 从善如流, 此⋯⋯秦汉以来之所

绝无而仅有。”

【例句】德才兼备、能文能武的人才虽

然十分难得 , 但也关非 ～。

【近义】独一无二

【反义】司空见惯

jun

军法从事
【注音】jūn fǎcónɡs hì

【释义】对军队中违反军令或犯严重错

误的人按照军法进行严办。

【例句】如果违反了军令 , 就要 ～。

军令如山
【注音】jūn lìnɡrús hān

【释义】军事命令如大山一样不可动

摇 , 必须执行。

【例句】～, 来不得半点含糊。

【近义】令行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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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交淡如水
【注音】jūn zǐs hījiāo dàn rúshuǐ

【释义】君子: 人格高尚的人。交: 交

往 , 交情。君子的友谊像水一样清

淡。指高雅纯洁 , 不谋私利。

【出处】《庄子·山水》: “君子之交淡若

水。”

【例句】他俩虽是好朋友 , 来往却不多 ,

正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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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ɑi

开诚布公
【注音】kāi chénɡbùɡōnɡ

【释义】开 : 展示。布: 发布 , 展示。公:

公道。展示诚意 , 体现出公正无私。

指推诚相见 , 坦白无私。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蜀志·诸

葛亮传》: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开

诚心 , 布公道。”

【典故】诸葛亮是三国时蜀国政治家、

军事家。他善计谋 , 通晓兵法。东汉

末年 , 他在邓县的隆中躬耕读书, 隐

居十多年 , 被称为“卧龙”。

后来, 刘备听说他的才能, 于是

“三顾茅庐”登门求教。诸葛亮的一

席谈话 , 颇中刘备胸怀, 便请他出来

从政 , 而后成为刘备的主要谋士。刘

备按照他的建议 , 联合孙权, 对抗曹

操 , 取得赤壁大捷。而后又占领了荆

州和益州 , 建立了蜀汉政权 , 最后, 与

曹操、孙权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刘备做了皇帝, 诸葛亮因功拜丞

相 , 主管军国大事。他执政期间, 忠

心耿耿 , 赏罚严明 , 办事公道 , 任人唯

贤。后来人称赞他说: “诸葛亮之为

相国也⋯⋯开诚心 , 布公道。”

【例句】海峡两岸的作家就创作问题 ～

地交换了看法。

【近义】推心置腹  开诚相见

【反义】钩心斗角  处心积虑

开诚相见
【注音】kāi chénɡxiānɡjiàn

【释义】襟怀坦白, 让对方看到自己的

诚意。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马

援传》: “且开心见诚 , 无所隐伏 , 阔达

多大节 , 略与高帝同。”

【例句】双方 ～, 就两厂合作的事宜交

换了意见。

【近义】开诚布公  肝胆相照

【反义】假仁假义  尔虞我诈

开花结果
【注音】kāi huājiēɡuǒ

【释义】原指经播种耕耘后有了收获。

比喻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出处】明·冯梦龙《古今小说·蒋兴

哥重会珍珠衫》: “如今方下种, 还没

有发芽哩。再隔五六年, 开花结果。”

【例句】他们的这项发明得到了推广,

如今已经遍地 ～了。

开卷有益
【注音】kāi juàn yǒu yì

【释义】卷 : 书。开卷 : 打开书本。打开

书本读书就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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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南·梁·沈约《宋书·陶潜传》

“开卷有得 , 便欣然忘食。”

【典故】宋朝初年, 宋太宗赵光义命李

方等编一部书 , 全书共一千卷, 搜集

和摘录了一千六百多种古籍的重要

内容 , 分类归成五十五门, 是一部颇

有参考价值的书。这部书是在宋太

宗的太平兴国年间完成的 , 因此原定

书名叫做《太平编类》。

宋太宗对于这部书很感兴趣, 编

成以后 , 他自己规定, 每天至少要看

二、三卷 , 一年之内, 就全部看完了,

所以这部书后来叫做《太平御览》

( “御览”是皇帝阅览的意思) 。

【例句】重要的书必须常常反复阅读,

每读一次都觉得 ～。

开路先锋
【注音】kāi lùxiān fēnɡ

【释义】开路: 在前引路。原指作战行

军中开辟道路的先头部队或将官。

现比喻旅途、事业中的先导或工作中

的带头人。

【例句】在这次技术攻关中, 担任 ～任

务的是总工程师张爷爷。

【辨析】“锋”不可写作“峰”或“烽”。

开门见山
【注音】kāi mén jiàn shān

【释义】一开门就看见青山。比喻一开

始就进入正题 , 不转弯抹角。

【出处】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

“太白发句 , 谓之天门见山。”

【例句】他一进屋就 ～地说明了来意。

【近义】单刀直入  直言不讳

【反义】拐弯抹角  闪烁其词

开门揖盗
【注音】kāi mén yīdào

【释义】揖 : 拱手行礼。打开大门请强

盗进来。比喻引进坏人, 自招祸患。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吴书·孙

权传》: “张昭曰: “况今奸宄竞逐, 豺

狼满道 , 乃欲哀亲戚, 顾礼制, 是犹开

门而揖盗 , 未可以为仁也。’”

【例句】他们一味接受霸权主义者的援

助 , 实际上是 ～。

【近义】引狼入室

开山祖师
【注音】kāi s hān zǔshī

【释义】开山: 佛家择名山创建寺院。

佛家择山创建寺院的第一代住持。

后比喻某一学术派别、技艺派别或某

一事业的创始人。

【出处】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九版说

明》: “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

山祖师。”

【例句】屈原是“楚辞”的 ～。

开天辟地
【注音】kāi tiān pìdì

【释义】中国神话传说盘古开辟天地之

后才有了世界和人类。以后用它比

喻有史以来第一次。

【出处】《太平御鉴》引徐整《三五历

记》: “天地浑沌如鸡子 , 盘古生其中。

万八千岁。天地开辟, 阳清为天, 阴

浊为地 , 盘古在其中。”

【典故】天地未分的时候 , 一片混沌 ,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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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巨大的鸡蛋。有个叫盘古的人 , 就

孕育在这里面。

盘古 , 也称盘古氏。他在这片混沌

里慢慢成长。大约过了一万八千年,

他开始活动起来。一天, 他睁开眼

睛 , 见眼前一片漆黑 , 他非常生气 , 就

抓起一把大斧 , 用力一劈 , 混沌初开,

轻而清的阳气上升, 变成天空, 重而

浊的阴气下沉 , 变成了大地。这样才

有了天地之分。不过, 最初的天和

地 , 上下相距大概是很近的。盘古在

天地之间 , 不得不头顶天、脚立地 , 连

腰都直不起来 , 跪得他很难受。他竭

力撑持 , 不让天地合拢。以后, 天每

天升高一丈 , 地每天加厚一丈, 盘古

的身长也每天增加一丈 , 始终顶天立

地撑持着。

大约又过了一万八千年, 天已经

升得很高 , 地也已经凝结得很厚了,

中间的距离 , 推处来大约是九万里。

也就是说 , 盘古的长, 这时候大约是

九万里。他像一座高入云霄的大山,

矗立在天地之间。

神话中的盘古开天辟地这一宏伟

壮举 ,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几乎无

人不晓 , 有口皆碑, 成为创业者的一

种精神力量。

【例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这是 ～的

大事。

【近义】史无前例

【反义】筚路蓝缕

开源节流
【注音】kāi yuán jiéliú

【释义】开辟财源, 节制用度。指增加

收入 , 节约开支。

【出处】《荀子·富国》: “故明主必谨养

其和 , 节其流, 开其源, 而时斟酌焉,

潢然使天下必有余 , 而上不忧不足。”

【例句】在经济工作中, 应该经常注意

～。

【近义】厉行节约

【反义】铺张浪费

【辨析】“源”不可写作“原”。 ～和“克

勤克俭”都有“增产节约”的意思。但

～偏重指通过开辟多种渠道增加收

入 ; “克勤克俭”偏重指通过勤劳增加

收入。

开宗明义
【注音】kāi zōnɡmínɡyì

【释义】开宗 : 阐发主旨。阐发主旨 , 说

明意思。现在指在文章或讲话一开

头就说明主要意思。

【例句】文章开始 , 作者就 ～, 指出资产

阶级自由化的危害。

【近义】直截了当  开门见山

【反义】旁敲侧击  拐弯抹角

kɑn

看家本领
【注音】kān jiāběn lǐnɡ

【释义】本人特别擅长, 别人难以超过

的高超本领。

【出处】现代·茅盾《清明前后》三幕:

“为民兄 , 您再教它几句您的看家本

领。”

【例句】他的 ～从不传授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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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拿手好戏

坎坷不平
【注音】kǎn kěbùpínɡ

【释义】道路坑坑洼洼, 高低不平。引

申指不顺利 , 屡受挫折。

【出处】汉·扬雄《河东赋》: “氵岁南巢

之坎坷 , 易豳岐之夷平。”

【例句】山上只有一条 ～的小道。

【近义】崎岖不平

【反义】一马平川

侃侃而谈
【注音】kǎn kǎn ér tán

【释义】侃侃 : 直抒己见、从容不迫的样

子。指爽直、从容地谈话。

【出处】《论语·乡党》: “朝, 与下大夫

言 , 侃侃如也。”

【例句】小明在讲演比赛时, 不拿稿子

也能 ～。

【近义】口若悬河

【反义】缄口无言

看菜吃饭, 量体裁衣
【注音】kàn cài chīfàn, liànɡtǐcái yī

【释义】比喻针对实际情况处理问题。

【出处】《反对党八股》: “看菜吃饭, 量

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

情形办理。”

【例句】俗话说: ～, “体”就是中心思

想 , 根据中心思想剪裁材料, 就可缝

制出好文章。

看风使舵
【注音】kàn fēnɡshǐduò

【释义】看风向转动舵的方向。比喻看

情势随时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或

指看势头或看别人的眼色行事。也

作“见风使舵”、“看风使帆”、“顺风

转舵”。

【出处】宋·普济《五灯会元》卷四十

三 : “看风使帆 , 正是随波逐浪。”

【例句】为人不能 ～, 不讲究原则。

【近义】随机应变

【反义】刻舟求剑

看破红尘
【注音】kàn pòhónɡchén

【释义】红尘: 佛家称人世间。指看穿

了人世间的一切, 不留恋现实生活。

是悲观厌世的人对人生的消极态度。

【例句】新时代的青年不应有 ～的消极

厌世态度。

kɑnɡ

康庄大道
【注音】kānɡzhuánɡdàdào

【释义】康庄: 指道路通达各方。四通

八达的大路。也比喻光明的前途。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

列传》: “自如淳于髡以下, 皆命曰列

大夫 , 为开第康庄之衢。”

【例句】我国人民正沿着社会主义的 ～

奋勇前进。

【近义】阳关大道  前程似锦

【反义】羊肠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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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悲歌
【注音】kānɡkǎi bēi ɡē

【释义】情绪激昂地悲壮歌唱。

【出处】《雄关赋》: “一股慷慨悲歌的火

辣辣的情感 , 涌遍了我的全身。”

【例句】宋朝灭亡后 , 文天祥 ～, 写下了

许多激动人心的爱国诗篇。

慷慨陈词
【注音】kānɡkǎi chén cí

【释义】慷慨: 情绪激昂。情绪激昂地

发表言论 , 陈述自己的见解。

【例句】他曾在敌人法庭上 ～, 把敌人

驳得体无完肤。

【近义】仗义执言

【反义】理屈词穷

慷慨激昂
【注音】kānɡkǎi jīánɡ

【释义】慷慨 : 情绪激动豪壮。激昂 : 振

奋昂扬。情绪激昂 , 精神振奋。

【出处】唐·柳宗元《上权德舆补阙温

奏决进退启》: “今将慷慨激昂, 奋攘

布衣。”

【例句】在痛陈禁毒以维护社会安宁的

演讲中 , 这位代表讲得有理有据, ～,

博得全场掌声。

【近义】意气风发

【反义】萎靡不振

【辨析】“昂”不可读作“yánɡ”。 ～和

“意气风发”都用来形容昂扬的情绪。

但略有差别 : ～含有充满正气的意

思 ; “意气风发”则侧笪于表示豪迈奋

发。

慷慨解囊
【注音】kānɡkǎi jiěnánɡ

【释义】慷慨 : 大方。囊 : 指钱袋。很大

方地打开钱袋。形容在经济上豪爽

地帮助他人。

【例句】面对遭受水灾的灾民 , 他 ～, 一

次就捐款 10 万元。

【近义】仗义疏财

【反义】一毛不拔

伉俪情深
【注音】kànɡlìqínɡs hēn

【释义】伉俪 : 夫妻 , 配偶。夫妻情深。

【例句】几十年来 , 他俩休戚与共, ～。

【近义】相敬如宾

【反义】反目成仇  同床异梦

抗颜为师
【注音】kànɡyán wéi shī

【释义】抗颜 : 态度严正。指意志坚定 ,

不拘于世俗之见, 事业心强, 敢于成

为别人学习的楷模。

【例句】韩愈写作《师说》, 招收后学。

这是一种不盲从流俗, ～, 致力于传

道授业的可贵精神。

ke

苛捐杂税
【注音】kējuān záshuì

【释义】苛 : 苛细 , 繁重。杂 : 多种多样。

大大小小无数繁重的捐款和税收。

【出处】《老山界》: “广西的苛捐杂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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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民特别重, 广西军阀特别欺侮瑶

民。”

【例句】解放前 , 征收 ～是国民党反动

动派剥削人民的重要手段。

【近义】横征暴敛

可歌可泣
【注音】kěɡēkěqì

【释义】可 : 值得。歌: 歌颂。泣 : 流泪,

不出声地哭。值得歌颂赞美 , 感人至

深 , 使人下泪。指事迹英勇悲壮, 十

分感人。

【出处】清·华伟生《开国奇冤》卷上:

“细读起来 , 倒也实事实情 , 写得可歌

可泣。”

【例句】这本书记载了抗日战士 ～的英

勇事迹。

【近义】惊天动地

【反义】深恶痛绝

可见一斑
【注音】kějiàn yībān

【释义】一斑: 豹子身上一块斑纹。比

喻从一点可以推知全貌。

【出处】《晋书·王献之传》: “此郎亦管

中窥豹 , 时见一斑。”

【例句】王熙凤的富于心机和八面玲

珑 , 在《林黛玉进贾府》中 ～。

可望而不可即
【注音】kěwànɡér bùkějí

【释义】即 : 接近 , 靠近。能远远看见却

无法接近。指一时还不能实现。

【出处】唐代宋之问《明河篇》诗: “明河

可望不可亲。”

【例句】 �沙漠里的奇怪现象》: “当人们

欢天喜地向大海奔去的时候, 这蔚蓝

的湖却总有那么一个距离 , 所谓 ～。”

可乘之机
【注音】kěchénɡzhījī

【释义】乘 : 利用 , 趁 ; 机 : 机会。可以利

用的机会。

【出处】《晋书·吕纂传》: “宜缮甲养

锐 , 劝课农殖 , 待可乘之机 , 然后一举

荡灭。”

【例句】在财务管理上, 必须建立严格

的规章制度, 不给贪污盗窃分子以

～。

【反义】无隙可乘

可想而知
【注音】kěxiǎnɡér zhī

【释义】通过推想可以知道。

【例句】看他那衣衫褴褛的窘状, 其经

济的拮据境况是 ～的。

【近义】料事如神  了如指掌

【反义】不可思议

克敌制胜
【注音】kèdízhìshènɡ

【释义】克 : 指战胜。战胜敌人 , 取得胜

利。

【出处】明·徐光启《徐文定公集》: “目

前军火器械 , 皆非克敌制胜之具。”

【例句】在如此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只

有突出奇兵 , 才能 ～。

【近义】出奇制胜

【反义】损兵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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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己奉公
【注音】kèjǐfènɡɡōnɡ

【释义】克己 : 约束自己。奉公 : 一心为

公。指严格约束自己 , 以公事为重。

【出处】《后汉书·祭遵传》: “遵为人廉

约小心 , 克己奉公。”

【例句】 �海瑞传》主要突出海瑞 ～、刚

正不阿、敢于为民办事的高尚品质。

克勤克俭
【注音】kèqín kèjiǎn

【释义】克 : 能够。既能勤劳, 又能节

俭。

【出处】《宋史·王应麟传》: “克勤克

俭 , 无自纵逸。”

【例句】二老一辈子 ～, 把子女一个个

抚养成人后没有享一天清福便离世

而去。

【近义】艰苦朴素  精打细算

【反义】挥金如土

【辨析】“克”不可写作“刻”; “俭”不可

写作“捡”。

刻不容缓
【注音】kèbùrónɡhuǎn

【释义】片刻也不能拖延。形容形势十

分紧迫。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第四十

回 : “胎前产后以及难产各症 , 不独刻

不容缓 , 并且两命攸关。”

【例句】这是性命关天的事 , 当是 ～的。

【近义】迫不及待

【反义】从容不迫

刻骨仇恨
【注音】kèɡǔchóu hèn

【释义】仇恨好像刻在了骨头上。形容

永远记在心头的深仇大恨。

【例句】战士们怀着对敌人的 ～, 勇敢

地冲向前去 , 一举摧毁了敌人盘踞的

老巢。

【近义】深仇大恨  血海深仇

【反义】雨露之恩

刻骨铭心
【注音】kèɡǔmínɡxīn

【释义】铭 : 在器物上刻字。比喻永远

不会忘记。

【出处】《水浒全传》第八十回 : “万望太

尉慈悯 , 救拔深陷之人 , 得瞻天日, 刻

骨铭心 , 誓图死报。”

【例句】您说的这番道理 , 实在让人 ～。

【近义】刻肌刻骨  念念不忘

【反义】浮光掠影

刻舟求剑
【注音】kèzhōu qiújiàn

【释义】比喻拘泥固执, 不知道随着情

势的变化而变化。

【典故】春秋时期 , 有一个楚国人 , 住在

江北。

有一天 , 他要到江南去访友, 当船

开到江心时 , 一个大浪冲了过去, 船

上的楚国人不由自主地一阵摇摆, 不

小心 , 把剑掉到了江中。这时他从包

里取出一把小刀 , 在船舷上刻了一个

记号 , 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 : “这就是

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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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段时间 , 船靠了岸, 楚人就

按照船舷刻记号的地方 , 跳入江中去

找宝剑。结果找了大半天, 也没有找

到自己的宝剑。

其实 , 船已离他丢剑的地方 , 好远

好远了。

【例句】这种 ～的人, 当然不能给他做

大事的机会。

【近义】守株待兔

【反义】因时制宜

恪守不渝
【注音】kès hǒu bùyú

【释义】恪 : 谨慎, 恭敬; 渝 : 改变。严格

遵守 , 决不改变。

【例句】我们国家是重原则守信誉的,

一旦签订协议 , 历来 ～。

【近义】坚定不移

【反义】背信弃义

客死他乡
【注音】kès ǐtāx iānɡ

【释义】客死 : 死在异乡或国外; 他乡:

家乡以外的地方。死在离家乡很远

的地方。

【例句】我们对于他 ～的遭遇, 表示同

情。

kenɡ

铿锵有力
【注音】kēnɡqiānɡyǒu lì

【释义】铿锵: 形容声音响亮有节奏。

指言辞或声音响亮有力。

【例句】在誓师大会上, 王老师的发言

～, 每一句话都说到同学们的心坎

上。

【近义】铿锵顿挫

konɡ

空洞无物
【注音】kōnɡdònɡw úwù

【释义】空虚没有东西。常用以指文章

没有实在内容或不切实际。

【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排调》: “王丞相 ( 王导) 枕周伯仁

膝 , 指其腹曰: ‘卿此中何所有?’答

曰 : ‘此中空尚无物, 然容卿辈数百

人。’”

【例句】他不注意观察周围的事物, 写

出的文章也 ～。

【近义】空空如也

【反义】言之有物

【辨析】～和“空空如也”都形容空无所

有。区别在于 : ～强调没有内容, 多

指言谈、文章极其空泛 ; “空空如也”

强调没有东西 , 多指某一空间空空的

什么也没有 , 有时表示“没有知识 , 很

空虚”。

空谷足音
【注音】kōnɡɡǔzúyīn

【释义】足音: 脚步声。空旷寂静的山

谷中的脚步声。比喻难得的音信、言

论或事物。

【出处】《庄子·徐无鬼》: “夫逃空谷者

⋯⋯闻人足音 , 跫然而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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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失散多年, 突然知道了他的下

落 , 确如 ～使人兴奋不已。

【近义】凤毛麟角

【反义】纷至沓来

空空如也
【注音】kōnɡkōnɡrúyě

【释义】空空 : 空空洞洞。如: 形容词词

尾 , ⋯⋯的样子。也: 助词, 无实义。

空空洞洞 , 什么也没有。

【出处】《论语·子罕》: “有鄙夫问于

我 , 空空如也。”

【例句】他平时不努力 , 考试时 , 脑子里

～无从下笔。

空口说白话
【注音】kōnɡkǒu shuōbái huà

【释义】白 : 空 , 无实效。只说不做, 没

有实际行动。也指只是口中说说 , 无

真凭实据 , 话不可信。

【出处】《儿女英雄传》三回 : “那和尚可

是个贪利的 , 大约和他空口说白话也

不得行。”

【例句】指望你今天送钱来 , 原来是 ～。

空口无凭
【注音】kōnɡkǒu wúpínɡ

【释义】凭 : 依据。光是嘴说, 并无凭

据。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二

十七回 : “空口无凭的话 , 门生也不敢

朝着老师来说。”

【例句】你借我这笔钱不在小数, 恐日

后 ～, 还是写张借据为好。

【近义】口说无凭

【反义】白纸黑字

【辨析】“空”不可读作“kònɡ”。

空前绝后
【注音】kōnɡqián juéhòu

【释义】空 : 无 , 不存在。绝 : 无, 没有。

从前没有过 , 以后也没有。指从古到

今非常突出 , 独一无二的事物。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三十

七回 : “正是空前绝后的第一桩得意

事。”

【例句】我们共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事业是 ～的伟大事业。

【近义】超越古今  绝无仅有

【反义】承前启后

空头支票
【注音】kōnɡtóu zhīpiào

【释义】空头 : 有名无实的。支票 : 向银

行提取款项的票据。指取不到钱的

支票 , 即因票据面额超过存款金额或

透支限额而不能兑现。比喻不能实

现或不拟实现的诺言。

【例句】他的话向来是 ～, 这次却言副

其实了。

【反义】一诺千金

空穴来风
【注音】kōnɡxuélái fēnɡ

【释义】穴 : 孔 , 洞。有了孔洞才会进

风。比喻乘隙而入。常指某种消息

或传言的散布并非毫无缘由。

【出处】战国 ( 楚) 宋玉《风赋》: “臣闻

于师 , 枳句来巢 , 空穴来风。”

【例句】流言未可轻信 , 但 ～, 关于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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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传闻 , 怕还是事出有因吧?

【近义】事出有因

【辨析】“穴”不可读作“xuè”。

空中楼阁
【注音】kōnɡzhōnɡlóu ɡé

【释义】建造在半空中的楼阁。比喻脱

离实际、没有基础、虚无缥缈的事物。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天官书》:

“海旁蜃气像楼台。广野气成宫阙

然。”

【典故】从前 , 有个财主 , 想盖一座很高

很高的楼房, 这样他就可以居高临

下 , 更好监视给他干活的穷人了。于

是他找来当地最好的泥瓦匠 , 开始给

他盖高楼。

匠人打好地基, 就开始一层一层

地盖起来 , 没有几天就盖好了两层。

这时财主来了 , 气得直跺脚, 大声嚷

道 : “不行 , 不行 , 这样太费材料了 , 我

不要第一、第二层 , 只要第三层 , 你们

这些笨蛋 , 赶快拆掉 , 重新盖。”

匠人们听了财主的话, 哈哈大笑

起来 , 说 : “你要的楼房 , 没有第一、第

二层 , 只有第三层的空中楼阁, 这种

房子我们泥瓦匠是盖不出来的 , 你只

好找工匠钉一个木房子 , 然后挂到天

上去吧。”说完就走了。

【例句】他的设想好比 ～, 在现有条件

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近义】海市蜃楼

【反义】货真价实

孔武有力
【注音】kǒnɡwǔyǒu lì

【释义】孔 : 很 , 甚。形容人威武而有力

量。

【出处】《诗经·郑风·羔裘》: “羔裘豹

饰 , 孔武有力 , 彼其之子, 邦之司直。”

【例句】我疑心理发匠都是 ～的, 不然

腕臂间怎有那样大的力气?

【近义】身强力壮

【反义】弱不禁风

kou

口不应心
【注音】kǒu bùyìnɡxīn

【释义】应 : 符合 ; 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

不一致。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第八

卷 : “官人 , 你昨夜恁般说了, 却又口

不应心 , 做下那事! ”

【例句】他说话 ～, 好像神经有问题。

【近义】口是心非

【反义】言出必行

口出不逊
【注音】kǒu chūbúxùn

【释义】说出的话非常不谦恭。逊: 恭

顺 , 谦逊。

【例句】他 ～, 以势压人 , 立即引起了公

愤!

【近义】出言不逊

口惠而实不至
【注音】kǒu huìér s híbùzhī

【释义】惠 : 恩惠, 给人好处。嘴上许诺

给人好处 , 实际上并不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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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当说必说》: “或主张言行一

致 , 或强调多做少说, 或告诫人们切

勿口惠而实不至。”

【例句】他给群众许了不少愿, 但都是

～, 群众十分不满。

【反义】一诺千金

口口声声
【注音】kǒu kǒu shēnɡshēnɡ

【释义】指反复说或把某一说法常挂在

口头。

【出处】《灌园叟晚逢仙女》: “众人口口

声声骂做妖人反贼, 不由分诉, 拥出

门来。”

【例句】他 ～地说想家, 却一直又没有

回去。

【近义】呶呶不休

【反义】哑口无言

口蜜腹剑
【注音】kǒu mìfùjiàn

【释义】形容嘴甜心狠 , 阴险毒辣。

【出处】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

·玄宗天宝元年》: “李林甫为相⋯⋯

尤忌文学之士 , 或阳与之善, �以甘

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 , 腹

有剑。”

【例句】谁是 ～的伪君子 , 我心中有数。

【近义】笑里藏刀

【反义】良药苦口

口若悬河
【注音】kǒu ruòxuán hé

【释义】悬河: 急流自上而下地倾泻。

说起话来像河水倾泻一样滔滔不绝。

形容口才好 , 能言善辩。

【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赏誉》下 : “王太尉 ( 衍 ) 云 : ‘郭子

玄语议如悬河泻水 , 注而不竭。’”

【例句】～的人 , 说话不一定实际。

【近义】滔滔不竭  侃侃而谈

【反义】沉默寡言  哑口无言

口是心非
【注音】kǒu shìxīn fēi

【释义】嘴上说的是一套, 心里想的是

另一套。指想的和说的不一致。

【出处】晋·葛洪《抱朴子·微旨》: “若

乃憎善好杀 , 口是心非 , 背向异辞, 反

戾直正 , ⋯⋯凡有一事 , 辄是一罪。”

【例句】这个人一贯 ～, 当着你说好话 ,

背是里却打你的坏主意。

【近义】心口不一

【反义】表里如一

【辨析】“是”不可写作“事”。

口福不浅
【注音】kǒu fúbùqiǎn

【释义】能吃到精美的食品 , 有口福。

【例句】我们能有幸品尝一桌“满汉”酒

筵 , 真是 ～。

口说无凭
【注音】kǒu shuōwúpínɡ

【释义】口头答允的, 不能作为凭据。

【出处】元·乔吉《扬州梦》四折 : “咱两

个口说无凭。”

【例句】～, 我们必须签一张合同。

【近义】空口无凭

【反义】有案可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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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干舌燥
【注音】kǒu ɡān shézào

【释义】非常干渴。多形容天热或说话

很多 , 费尽口舌。

【出处】三国·曹植《善哉行》: “来日大

难 , 口燥唇干 ; 今日相乐 , 皆当喜欢。”

【例句】天气热得人们 ～, 都想喝水。

【近义】舌敝唇焦

口传心授
【注音】kǒu chuán xīn shòu

【释义】心授 : 不立文字 , 以师徒心心相

印 , 理解契合, 传法授受。通过口头

讲述和心中悟解来传授。

【例句】古代和尚学经 , 多半靠师傅 ～。

口快心直
【注音】kǒu kuài xīn zhí

【释义】有啥说啥, 想啥说啥。形容人

性情直爽 , 语言明快。

【出处】元·张国宝《罗李郎》四折 : “哥

哥是心直口快射粮军, 哥哥是好人,

我这里低腰曲脊进衙门。”

【例句】你如今长大了 , 越发 ～了。

【近义】心直口快

口血未干
【注音】kǒu xuèwèi ɡān

【释义】口血: 古代君主订立盟约时要

喝牲畜血或以血涂口表示信守。形

容刚刚订立盟约。多用来指责对方

背约。

【出处】梁启超《上总统书》: “明誓数

四 , 口血未干, 一旦而所行尽反于其

所言。”

【例句】两国就边界问题刚签订了协

议 , 但 ～, 边界上又发生了武装冲突。

【近义】墨汁未干

口碑载道
【注音】kǒu bēi zài dào

【释义】碑 : 比喻群众口头上的称颂像

文字刻在石碑上一样; 载道: 充满大

道。形容满路都是称颂的声音。

【出处】明·张煌言《甲辰九月感怀在

狱中作》诗 : “口碑载道是还非, 谁识

蹉跎心事违。”

【例句】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事迹家喻户晓 , 全国人民 ～。

口口声声
【注音】kǒu kǒu s hēnɡshēnɡ

【释义】每一次张开口, 每一次发出声

音 , 说的都是同样的话。形容把某一

说法或事情经常挂在口头。

【出处】《京本通俗小说·西山一窟

鬼》: “只是吃他执拗的苦, 口口声声

只要嫁个读书官人 , 却又没这般巧。”

【例句】小雷 ～喊着要去学游泳, 可到

了游泳池 , 又不敢下水。

口诛笔伐
【注音】kǒu zhūbǐfá

【释义】诛 : 谴责。伐: 讨伐, 声讨。用

言语和文字进行谴责和声讨。

【出处】鲁迅《六论“文人相轻”———二

卖》: “假使他在叉麻酱 , 念弥陀 , 一字

不写 , 就决不会惹青年作家的口诛笔

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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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人人 ～, 痛斥祸国殃民的“四人

帮”。

【近义】鸣鼓而攻之

【反义】交口称誉

扣人心弦
【注音】kòu rén xīn xián

【释义】扣 : 拉住 , 牵住 ; 心弦 : 把心比作

琴 , 比喻人的心灵。紧紧牵住人的心

灵。形容牵动人心, 使人非常感动。

也作“动人心弦”。

【例句】单机特技飞行表演更是 ～。

【近义】激动人心

【反义】索然寡味

ku

枯木逢春
【注音】kūmùfénɡchūn

【释义】枯树到了春天又有了生机。比

喻经历摧折又重获生机。

【出处】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卷二·

庐山远公话》: “是日远公犹如临崖枯

木 , 再得逢春。”

【例句】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使我们的

家乡 ～, 经济有大发展。

【近义】枯木生花

【反义】山穷水尽

枯燥无味
【注音】kūzào wúwèi

【释义】单调呆板 , 毫无趣味。

【例句】这篇小说情节不紧张, 语言也

不美 , 读起来真是 ～。

【近义】索然无味  味同嚼蜡

【反义】津津有味  妙趣横生

枯枝败叶
【注音】kūzhībài yè

【释义】干枯的树枝, 脱落的树叶。形

容景况萧条。

【出处】清·孔尚任《桃花扇·余韵》:

“鸽翎蝠粪满堂抛, 枯枝败叶当阶

罩。”

【例句】树林的地上, 铺着一层厚厚的

～。

【近义】翠消红减

【反义】勃勃生机

哭笑不得
【注音】kūxiào bùdé

【释义】哭也不是, 笑也不是。形容处

境尴尬。也形容使人感到好笑。

【例句】他的言谈举止完全是满清遗少

的派头 , 弄得我 ～。

【近义】啼笑皆非

【反义】落落大方  泰然处之

苦口婆心
【注音】kǔkǒu póxīn

【释义】苦口: 苦苦劝说、开导。婆心:

老太婆的仁慈心肠。指好心好意, 不

厌其烦地反复劝告。

【出处】元·脱脱等《宋史·赵普传》:

“臣社稷元臣 , 忠言苦口 , 三复来奏。”

【例句】老朱对老崔的规劝 , 真是 ～, 很

难再找到这样的朋友了。

【近义】语重心长

【反义】嘴甜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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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海无边
【注音】kǔhǎi wúbiān

【释义】佛教用指人生的苦难像大海无

边无际。

【出处】《镜花缘》四十四回: “据这样

说 , 明日苦海无边 , 回头是岸了。”

【例句】佛家常说 ～, 回头是岸 , 为人只

做善事 , 不做坏事 , 就能自求多福。

【近义】苦海无涯

苦不堪言
【注音】kǔbùkān yán

【释义】堪 : 能。苦痛至极 , 不能用言语

来形容、表述。

【出处】宋·李昌《刘贡父》: “晚年得恶

疾 , 须眉堕落 , 鼻梁断坏 , 苦不可言。”

【例句】他身体多病 , 又加上中年丧妻,

真是 ～。

【近义】苦不可言

【反义】喜之不尽

苦大仇深
【注音】kǔdàchóu s hēn

【释义】形容经历过长期受剥削受压迫

的艰苦生活。

【例句】～的白毛女终于获得了新生。

【近义】深仇大恨

【反义】养尊处优

苦心经营
【注音】kǔxīn jīnɡyínɡ

【释义】经营 : 筹划 , 安排。用尽心思筹

划安排。

【出处】清·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

“但专政体制不除, 任凭你君相恁地

苦心经营 , 民力是断不能发达的。”

【例句】他这部 ～多年的长篇小说, 终

于出版了。

【近义】费尽心机

【反义】撒手不管

苦中作乐
【注音】kǔzhōnɡzuòlè

【释义】在困苦中勉强自寻欢乐。

【出处】宋·陈造《同陈宰黄簿游灵山

八首》自注 : “宰云 : ‘吾辈可谓忙里偷

闲 , 苦中作乐。’”

【例句】蔡东藩《慈禧太后演义》: “咸丰

帝既遘内忧 , 又遭外患, 免不得日夕

忧闷⋯⋯亏得皇帝贴身的太监 , 导帝

游幸圆明园 , ～。”

【近义】强颜欢笑

苦心孤诣
【注音】kǔxīn ɡūyì

【释义】苦心 : 用心劳苦。孤诣 : 独到的

成就或境界。用尽苦心 , 达到了别人

达不到的境地。指精心钻研学问或

技艺 , 很有独到之处。

【出处】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格

调论下》: “今且勿以意匠之独运者言

之 , 且勿以苦心孤诣戛戛独造者言

之 , 公且以效古之作若规仿格调者言

之。”

【例句】科技论的发表 , 是他 ～的结果。

【近义】煞费苦心  费尽心机

【反义】枉费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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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尽甘来
【注音】kǔjìn ɡān lái

【释义】尽 : 终结, 完了; 甘 : 甜 , 美好。

比喻苦日子过完了 , 美好的日子到来

了。

【出处】元·关汉卿《蝴蝶梦》第四折:

“受彻了牢狱灾 , 今过个苦尽甘来。”

【例句】新中国诞生后 , 劳动人民 ～, 过

上了幸福生活。

【近义】否极泰来

【反义】乐极生悲

【辨析】～和“否极泰来”都比喻坏的方

面向好的方面转化。 ～多指生活方

面 ; “否极泰来”指运气方面。

kuɑ

夸大其词
【注音】kuādàqící

【释义】说话、写文章用语夸张 , 超过事

实原有的程度。也作“夸大其辞”。

【出处】元·脱脱等《宋史·王祖道

传》: “祖道欲乘时徼富贵 , 诱王江酋、

杨晟免等使纳士, 夸大其辞。”

【例句】现在的商品广告有很多 ～的介

绍 , 影响很不好。

【近义】言过其实

【反义】恰如其分

夸父追日
【注音】kuāfùzhuīrì

【释义】夸父: 古代神话中的人名。追

日 : 追赶太阳。

【出处】南朝宋代僧愍《戎华论折顾道

士夷夏论》: “真谓夸父逐日, 必渴死

者也。”

【例句】他想在短时间内完成一部鸿篇

巨著 , 传之不朽, 这无异于 ～, 实在是

不自量力。

夸夸其谈
【注音】kuākuāqítán

【释义】形容浮夸, 不切实际地大发议

论。

【例句】没有真才实学 , 只会 ～, 是不行

的。

【近义】侃侃而谈  高谈阔论

【反义】守口如瓶  默不作声

胯下之辱
【注音】kuàxiàzhīrǔ

【释义】胯 : 腰的两侧和大腿之间的部

分。从胯下钻过去的耻辱。比喻难

以忘记的奇耻大辱。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

传》载 : 韩信年轻时, 家贫无行, 常求

食于人。有淮阴少年当众侮辱他, 令

他从胯下爬过去。

【例句】他虽是一个度量宽大的人, 但

～未必就不计较。

【近义】奇耻大辱

kuɑi

快刀斩乱麻
【注音】kuài dāo zhǎn luàn má

【释义】比喻以果断迅捷的手段解决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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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复杂的问题。

【出处】唐·李百药《北齐书·文宣帝

纪》: “各使活乱丝 , 帝独抽刀斩之。”

【例句】巴金《谈〈灭亡〉》: “自己一直

在两者之间不停地碰来撞去 , 而终于

不能用 ～的办法一下子彻底解决。”

快马加鞭
【注音】kuài mǎjiābiān

【释义】对快跑的马再抽几鞭, 使它跑

得更快。比喻快上加快。

【出处】宋·王安石《临川集·送纯甫

如江南》: “此去还知苦相忆, 归时快

马加鞭⋯⋯。”

【例句】你们要想考进一个好学校, 就

必须 ～, 加紧学习有关知识。

【近义】马不停蹄

【反义】老牛破车

快人快语
【注音】kuài rén kuài yǔ

【释义】快 : 爽快 , 痛快。爽快人说爽快

话。

【出处】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南

源道明禅师》: “快马一鞭, 快人快

语。”

【例句】他为人十分豪爽, ～替他做事

的人 , 对他都心悦诚服。

【近义】心直口快

【反义】吞吞吐吐

脍炙人口
【注音】kuài zhìrén kóu

【释义】脍 : 切细的肉。炙 : 烤肉。美味

的食品为人们所喜欢吃。比喻好的

文艺作品人人都称赞、传颂。

【出处】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

·海叙不遇》: “李涛⋯⋯篇咏甚著,

如‘水声长在耳, 山色不离门’。又

‘扫地树留影, 拂床琴有声’。又‘落

日长安道 , 秋槐满地花’。皆脍炙人

口。”

【典故】孔子的众多弟子当中, 有两个

弟子 , 一个叫曾参 , 一个叫曾皙 , 他们

是父子俩 , 曾皙非常喜欢吃羊枣。羊

枣不是枣 , 而是一种小柿子, 人们都

称它为牛奶柿。

后来, 曾参的父亲曾皙去世了。为

了哀悼父亲 , 曾参再也不吃羊枣了。

孟子的弟子公孙丑知道此事后 , 问

孟子道 :

“先生 , 脍炙和羊枣哪一种好吃?”

孟子答道 :

“当然是脍炙啦! ”

公孙丑又问 :

“那么 , 曾子为什么吃脍炙而不吃

羊枣呢?”

孟子答道 :

“曾子吃脍炙, 并不因为脍炙好

吃 , 而是因为脍炙是大家都喜欢吃

的。曾子不吃羊枣 , 并不是因为羊枣

不好吃 , 而是因为羊枣只是个别人喜

欢吃的 , 是曾皙的特别嗜好。父名应

该避讳 , 而姓却不必避讳。因为姓是

大家共有的, 而名却是父或母个人

的 , 从此 , 曾参吃脍炙而不吃羊枣。”

【例句】一年一度的哈尔滨冰灯游园会

早已 ～。

【近义】口碑载道  爱不释手

【反义】平淡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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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脍”不可读作“huì”。

kuɑn

宽大为怀
【注音】kuān dàwéi huái

【释义】宽大: 宽宏大量。以宽大的胸

怀对待别人。

【例句】老厂长一向是 ～, 即使是对那

些说过错话的人也如此。

【近义】宽宏大量

【反义】鼠肚鸡肠

宽宏大量
【注音】kuān hónɡdàliànɡ

【释义】待人宽厚, 度量宏大。指心胸

开阔 , 能够容人容事。

【出处】元·无名氏《渔樵记》第三折:

“我则道相公不知要我多少, 原来那

相公宽宏大量。”

【例句】他一向 ～, 因此对别人的冷嘲

热讽并不介意 , 总是一笑置之。

【近义】豁达大度  宽大为怀

【反义】斤斤计较  鼠腹鸡肠

宽猛相济
【注音】kuān měnɡxiānɡjì

【释义】宽 : 宽厚; 猛 : 严厉; 济 : 调剂。

指施政手段宽和严相辅而行 , 互相补

足。

【出处】《左传·昭公二十年》: “宽以济

猛 , 猛以济宽 , 政是以和。”

【例句】～是古代帝王统治国家的一条

重要经验。

【近义】恩威并重  软硬兼施

kuɑnɡ

狂轰滥炸
【注音】kuánɡhōnɡlàn zhà

【释义】狂 : 猛烈 ; 滥 : 过度, 无限制。猛

烈、毫无限制的轰炸。泛指战斗激

烈。后也喻指盲目地、措辞强烈地批

评责备他人。

【例句】士兵并没有被敌人的 ～所吓

倒 , 仍然顽固地坚守在阵地上。

狂妄自大
【注音】kuánɡwànɡzìdà

【释义】放纵骄恣, 目空一切, 自高自

大。

【例句】～的人 , 必然独断独行 , 听不进

任何人的忠告。

【近义】妄自尊大

【反义】谦虚谨慎

旷古绝伦
【注音】kuànɡɡǔjuélún

【释义】旷古: 古来所没有; 绝伦: 超过

同类。指古来没有, 当世无双, 没有

可以相比的。

【出处】唐·李百药《北齐书·赵彦深

传》: “彦深小心恭慎 , 旷古绝伦。”

【例句】手段之卑劣 , 心术之丑陋 , 面目

之可憎 , 可谓 ～, 登峰造极!

【近义】绝世超群

【反义】无独有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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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古未闻
【注音】kuànɡɡǔwèi wén

【释义】旷古: 古来所没有。指自古以

来没有听说过( 的事) 。

【出处】明·冯梦龙《警世通言》三十四

卷 : “此事旷古未闻。”

【例句】徐向前回顾了那场 ～的劫难。

【近义】旷古奇闻

【反义】家喻户晓

旷古未有
【注音】kuànɡɡǔwèi yǒu

【释义】自古以来所没有( 的事) 。

【出处】五代( 后晋) 刘日句等《旧唐书·

颜真卿传》: “如今日之事 , 旷古未有,

是李林甫、杨国忠犹不敢公然如此。”

【例句】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使许

多 ～的事变得屡见不鲜。

【近义】旷古未闻

【反义】司空见惯

旷日持久
【注音】kuànɡrìchíjiǔ

【释义】旷 : 空废, 耽误。空废时日, 拖

延很久。

【出处】《战国策·赵策三》: “能具数十

万之兵 , 旷日持久, 数岁 , 即君之齐

已。”

【例句】这场 ～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极

大的灾难。

旷世奇才
【注音】kuànɡshìqícái

【释义】旷世: 当代没有的; 奇才: 罕见

的非一般的才能。指当代少有的杰

出人才。也作“旷世逸才”。

【出处】明·屠隆《彩毫记·祖饯都

门》: “李公旷世奇才, 正宜匡扶社

稷。”

【例句】他是 ～, 定能取得胜利。

【近义】旷古绝伦

kui

岿然不动
【注音】kuīrán bùdònɡ

【释义】岿然: 高耸挺立的样子。高耸

挺立 , 毫不动摇。

【出处】汉·刘安《淮南子·诠言训》:

“至德 , 道者若丘山 , 嵬然不动。”

【例句】敌军围困万千重 , 我自 ～。

【近义】稳如泰山

【反义】束手就擒  坐以待毙

溃不成军
【注音】kuìbùchénɡjūn

【释义】溃 : 垮, 散乱。完全被打垮, 七

零八落不成队形。形容军队惨败。

【出处】《李自成》1 卷 8 章 : “抓住要害

猛力一击 , 就可以把敌人杀得溃不成

军。”

kun

困兽犹斗
【注音】kùn shòu yóu dòu

【释义】困兽: 被围困的野兽。斗: 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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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被围困的野兽还要冲撞 , 企图突

围。比喻陷于绝境的人 , 还要挣扎抵

抗。

【出处】《左传·宣公十二年》: “困兽犹

斗 , 况国相乎?”

【例句】局长对侦察员们说: “～, 我们

要警惕敌人狗急跳墙。”

【近义】狗急跳墙  垂死挣扎

·844· kùn



 L

L

lɑ

拉拉扯扯
【注音】lālāchěchě

【释义】比喻不干脆, 不痛快。现在常

用来形容拉私人关系的不正之风。

【例句】这是一位正派同志, 看不惯 ～

的作风。

拉大旗作虎皮
【注音】lādàqízuòhúpí

【释义】比喻打着正当的旗号自卫、吓

人。

【出处】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

一战线问题》: “首先应该扫荡的 , 倒是

拉大旗作为虎皮 , 包着自己 , 去吓唬别

人。”

【例句】那个刊物的根根底底谁不清

楚 , 莫想 ～来骗人。

lɑi

来而不往非礼也
【注音】lái ér bùwǎnɡfēi lǐyě

【释义】有来无往不合乎礼节。指依照

礼节应该有来有往。

【出处】贾正华《请客记》: “来而不往非

礼也。在法国常去朋友家作客 , 自然地

产生了请他们‘撮’一顿的念头。”有时

也指必须给对方作出针锋相对的反应。

【例句】～, 小王给咱们送了这么多水

果来 , 咱们也应给他送些东西去。

【近义】礼尚往来

来龙去脉
【注音】lái lónɡqùmài

【释义】迷信风水的人称山形地势为龙

脉 , 比喻事情的前因后果或人物的来

历。

【出处】明·吾丘瑞《运甓记·牛眠指

穴》: “此间前冈有块好地 , 来龙去脉 ,

靠岭朝山 , 种之合格。”

【例句】这件劫案, 警察们从匪徒遗留

下来的指纹 , 已弄清了他们的 ～。

【近义】前因后果  木本水源

【反义】无迹可寻  有始有终

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注音】lái zhébúshàn, shàn zhěbù

lái

【释义】来的人不是善良的, 善良的就

不会来。指敌对方面的来人不怀好

意 , 要提高警惕。

【出处】清·赵翼《陔馀丛考·成语》:

“‘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亦本《老

子》‘善者不辨 , 辨者不善’句。”

【例句】小王押着罪犯正往派出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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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面走来一个彪形大汉 , 手里拿着匕

首 , 小王心想 ～。

来日方长
【注音】lái rìfānɡchánɡ

【释义】来日 : 未来的日子。方 : 正。未

来的日子还长。表示以后还有可为

或有机会。

【出处】元·文天祥《与洪端明云岩

书》: “某到郡后 , 颇与郡人相安 , 日来

四境无虞 , 早收中熟 , 觉风雨如期 , 晚

稻亦可望, 惟是力绵求牧 , 来日方

长。”

【例句】哥哥对弟弟说 : “失败了不必灰

心 , 你这么年轻, ～, 还愁没有机会

么?”

【近义】天长地久

【反义】指日可待

来势汹汹
【注音】lái s hìxiōnɡxiōnɡ

【释义】来势 : 动作或事物到来的气势。

汹汹 : 声势盛大的样子, 含贬义。来

势很凶猛。

【例句】那群劫匪 ～地跳上汽车, 威逼

乘客交出钱来。

【近义】气势汹汹

【反义】善气迎人

来者不拒
【注音】lái zhěbùjù

【释义】拒 : 拒绝。对于有事相求的人

一概接待 , 或对于送来的东西一概接

受。

【出处】《孟子·尽心下》: “往者不追,

来者不拒。”

【例句】他太贪了 , 不管谁送什么东西 ,

他都 ～。

【近义】兼容并包  兼收并蓄  有求必

应 细大不捐

【反义】门无杂宾  杜门却扫  闭门不

纳 拒人于千里之外

来之不易
【注音】lái zhībùyì

【释义】得来很不容易, 含有应该珍惜

的意思。

【出处】明·朱柏庐《治家格言》: “一粥

一饭 , 当思来之不易。”

【例句】我们活着的人都不要忘记, 我

们的红色江山 ～啊!

【反义】一蹴而就  垂手可得  轻而易

举

来踪去迹
【注音】lái zōnɡqùjì

【释义】踪、迹: 脚印。来去的踪迹, 指

人、物的来历或事物的前因后果。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第十六

卷 : “陆婆向来也晓得儿子些来踪去

迹 , 今番杀人一案 , 定有干涉, 只是不

敢问他 , 却也怀着鬼胎。”

【例句】一定要马上查清这伙盗窃犯的

～!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注音】lài hámɑxiǎnɡchītiān éròu

【释义】比喻痴心妄想。

【出处】《儒林外史》第三回: “你自己只

觉得中了一个相公 , 就癞蛤蟆想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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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肉来。”

【例句】凭他那两下子就想去争冠军,

哼 , 不要 ～了。

lɑn

烂醉如泥
【注音】làn zuìrúní

【释义】形容醉得扶都扶不住, 缩成一

团的样子。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周

泽传》: “一岁三百六十日, 三百五十

九斋”。李贤注引《汉官仪》云 ( 周)

泽“一日不斋醉如泥”。

【例句】倒在路边的那个人 ～。

【近义】酩酊大醉

滥竽充数
【注音】làn yúchōnɡshù

【释义】滥 : 不切实。竽 : 古代的一种吹

奏乐器 , 像笙。充数: 凑数。不会吹

竽的人混在乐队里凑数。

【典故】战国时期, 齐国国君齐宣王有

一个嗜好 , 就是喜欢听吹竽。于是,

他召集民间吹竽者 , 组成一个三百多

人的吹竽乐队。每天茶余饭后 , 就让

他们一齐吹竽 , 声音悠扬悦耳。齐宣

王总是闭目陶醉在竽乐声中。

在这三百多人的乐手中, 有个郭

先生 , 他本来不会吹竽, 但也混进了

乐团。因为每次都是齐奏, 每当演奏

的时候 , 他也躲在后面, 鼓着嘴 , 晃着

头 , 假装吹的样子 , 结果 , 谁也没有发

现他的假相。

几年后 , 齐宣王死了 , 他的儿子齐

泯王继承王位。齐泯王也喜欢听吹

竽 , 但他不喜欢齐奏 , 而喜欢听独奏。

有一天 , 齐泯王宣布以后不许齐

奏 , 混在里面的南郭先生这下可慌了

手脚 , 他看实在混不下去了, 便偷偷

地溜走了。

【例句】开展打假斗争, 也包括把那些

～的劣质产品从消费领域中清除出

去。

【近义】鱼目混珠

【反义】货真价实

lɑnɡ

郎才女貌
【注音】lánɡcái nǚmào

【释义】男子有才, 女子美貌。形容男

女双方很般配。

【出处】元·王实甫《西厢记》一本二

折 : “夫人太虑过, 小生空妄想, 郎才

女貌合相仿。”

【例句】小两口 ～正相当。

【近义】才子佳人

【反义】彩凤随鸦

【辨析】“郎”不可写作“朗”。

狼狈不堪
【注音】lánɡbèi bùkān

【释义】狼狈 : 窘迫的样子。不堪 : 不能

忍受。形容处境窘迫、艰难。

【出处】宋·朱熹《与政府札子》: “今已

累日 , 精神愈见昏慢 , 委是狼狈 不

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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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他的阴谋被揭穿后 ～地溜走

了。

【近义】狼狈万状

【反义】如鱼得水

狼狈为奸
【注音】lánɡbèi wéi jiān

【释义】奸 : 指邪恶。传说狈是一种与

狼类似的野兽 , 前腿很短, 行动时必

须趴在狼身上 , 否则就不能行动。狼

和狈经常一起伤害牲畜。比喻坏人

互相勾结干坏事。

【出处】清·百一居士《壶天录》卷上:

“若辈随尔之任 , 兵不由将 , 势必狼狈

为奸。”

【例句】他们两人 ～, 不到半年便将公

司的财产侵吞一半了。

【近义】同流合污

【反义】同舟共济  志同道合

狼吞虎咽
【注音】lánɡtūn hǔyàn

【释义】像狼、虎吞咽食物一样。形容

迅速而大口地吞吃。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三

十回 : “不上一刻工夫, 狼吞虎咽, 居

然吃个精光。”

【例句】他肚子饿极了, 一大碗面被他

～吃了个精光。

【近义】饥不择食

【反义】细嚼慢咽

狼奔豕突
【注音】lánɡbēn shǐtū

【释义】豕 : 猪。像狼那样奔跑 , 像猪那

样冲撞。比喻成群的坏人到处乱闯 ,

任意骚扰 , 或敌人仓皇逃跑。

【出处】清·归庄《击筑余音·重调》:

“有几个狼奔豕突的燕和赵, 有几个

狗屠驴贩的奴和盗。”

【例句】整整一天, 敌人在我们的包围

中 ～, 想冲开一个口子 , 但都失败了。

【近义】抱头鼠窜

狼心狗肺
【注音】lánɡxīn ɡǒu fèi

【释义】心肠像狼和狗一样。比喻心肠

极坏。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三十

回 : “哪知这贼子恁般狼心狗肺 , 负义

忘恩! ”

【例句】你一手提拔的小黄, 他竟在老

王面前攻击你 , 这种人真是 ～。

【近义】居心叵测

【反义】赤子之心

狼烟四起
【注音】lánɡyān sìqǐ

【释义】狼烟 : 狼粪燃烧产生的烟 , 古代

边关用作报警的信号。到处燃起报

警的狼烟。形容战乱不断, 社会动

荡。

【出处】明·沈采《千金记·宵征》: “如

今狼烟四起 , 虎斗龙争, 我到街坊上

打听楚国招兵文榜的消息。”

【例句】隋炀帝凶狠淫佚 , 横征暴敛 , 使

得民不聊生 , 国内 ～。

【近义】烽火连天

【反义】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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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子野心
【注音】lánɡzǐyěxīn

【释义】狼子: 狼崽子。狼崽子从小就

有凶恶的本性。比喻坏人残暴的本

性和疯狂的欲望。

【出处】《左传·宣公四年》: “初, 楚司

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 : ‘必杀之!

是子也 , 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 , 弗杀,

必灭若敖氏矣。’谚曰: ‘狼子野心。’

是乃狼也 , 其可畜乎?”

【典故】春秋时, 楚国有一个贵族家族

若敖氏。到了楚成王时 , 若敖氏的子

文做了令尹 , 子文的弟弟子良做了司

马。有一年 , 司马子良的夫人生了一

个儿子 , 名斗越椒。令尹子文见斗越

椒生得很凶猛 , 对司马子良说 : “越椒

这个孩子 , 长得像熊、虎一样 , 声音像

豺狼。俗话说狼的崽子心在山野 , 好

一只狼呀 , 怎能抚养他呢? 还是杀了

他吧 , 以免后患。不然我们的家族恐

怕会被他灭掉! ”

司马子良不听令尹的劝告, 把斗

越椒养成大人。十多年过去了 , 子文

还认为斗越椒活着是十分不吉利的,

在他临死的时候 , 他把全家族的人都

找到跟前 , 对大家说 : “将来如果越椒

当了官 , 你们要及早离开楚国, 免得

遭难! ”

子文死了以后, 他的儿子子扬作

了令尹 ; 司马子良的儿子斗越椒作了

司马。不久 , 一个叫贾的人替斗越椒

杀死了子扬 ; 斗越椒当了令尹, 而贾

自己则当上了司马。后来, 这个贾也

被斗越椒杀死了。

公元前 605 年秋天 , 斗越椒以为自

己力量雄厚 , 便带兵攻打楚王, 经过

几次决战 , 终于被楚王打败。楚王消

灭若敖氏全族 , 只留下了子义的孙子

箴尹克黄。

【例句】林彪的 ～是篡党夺权。

【近义】野心勃勃

【反义】赤子之心

锒铛入狱
【注音】lánɡdānɡrùyù

【释义】锒铛 : 铁锁链 , 也可指金属撞击

的声音。指身戴镣铐关进监狱。即

被捕入狱。

【例句】最后 , 这位贪官终于东窗事发 ,

～。

【近义】铁索锒铛

【反义】逍遥法外

琅琅上口
【注音】lánɡlánɡshànɡkǒu

【释义】琅琅 : 玉石相击声 , 比喻响亮的

读书声。形容诗文文辞流畅, 或对它

们极为熟悉 , 诵读起来非常顺口。

【出处】郭沫若《沸羹集·如何研究诗

歌与文艺》: “但在我自己有记忆的二

三岁时 , 她已经把唐人绝句教我暗

诵 , 能诵得琅琅上口。”

【例句】戏剧文学的语言要求明朗动

听 , ～, 清亮入耳。

【近义】声情并茂  行云流水

【辨析】～和“文通字顺”相比: ～侧重

于便于口读 ; 而“文通字顺”侧重文章

的文辞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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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子回头
【注音】lànɡzǐhuítóu

【释义】浪子 : 游荡不务正业的青年人,

二流子 ; 回头: 回心转意, 改过自新,

改邪归正。现在常用来比喻误入歧

途、做了坏事的青少年改邪归正, 重

新做人。

【例句】社会要重视对青少年进行传统

的道德教育 , 只要工作做得细, 一定

能使 ～。

浪迹天涯
【注音】lànɡjītiān yá

【释义】浪迹 : 到处漂泊。涯 : 边。流浪

的足迹遍天下。

【出处】《雄关赋》: “他带回来的唯一财

物 , 就是那漂泊异乡浪迹天涯的悲愤

往事和种种见闻。”

【例句】这些流浪汉一年复一年地在外

面 ～。

【近义】浪迹江湖

【反义】足不出户

lɑo

劳而无功
【注音】láo ér wúɡōnɡ

【释义】付出劳动而没有收到成效。

【出处】《庄子·天运》: “是犹推舟于陆

也 , 劳而无功。”

【例句】如果光凭一腔热情 , 埋头苦干,

结果常常会 ～。

【近义】徒劳无益

劳苦功高
【注音】láo kǔɡōnɡɡāo

【释义】历经艰辛困苦 , 立下很大功劳。

【出处】《鸿门宴》: “劳苦而功高如此,

未有封侯之赏。”

【例句】奥运健儿为国争光 , ～。

【近义】功德无量

【反义】一得之功

劳民伤财
【注音】láo mín s hānɡcái

【释义】既让人民劳累受苦, 又耗费了

资财。指滥用人力物力, 造成浪费。

【出处】《周易· 节》“不伤财 , 不害

民。”

【例句】史载杨贵妃喜吃鲜荔枝, 李隆

基每年都命令从南方飞马运送到长

安 , ～。

劳燕分飞
【注音】láo yàn fēn fēi

【释义】劳 : 伯劳, 鸟名。伯劳和燕子分

飞东西。比喻亲人或朋友别离。

【出处】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东飞

伯劳歌》: “东飞伯劳西飞燕, 黄姑织

女时相见。”

【例句】父亲去世后, 他们夫妻不得不

～, 各奔前程。

劳逸结合
【注音】láo yìjiéhé

【释义】逸 : 原指安乐 , 安闲。这里指休

息。工作和休息相结合。指既要积

极工作 , 又要适当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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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人未成年 , 应注意 ～, 学习之余

要多活动 , 才有利于学习和成长。

牢不可破
【注音】láo bùkěpò

【释义】牢 : 坚固。非常牢固 , 不可动摇

或摧毁。

【出处】《儒林外史》四十四回 : “因五河

人有个牢不可破的见识 , 总说但凡是

个举人进士, 就和知州知县是一个

人。”

【典故】东晋时, 前秦符坚亲自带领八

十万大军 , 浩浩荡荡地进攻晋朝。

当时晋臣朱序镇守襄阳。符坚的

军队 , 重重围困了襄阳。朱序的母亲

韩氏 , 住在城里, 她爬上城楼去查看

军情 , 她料想敌人一定会从西北方攻

进来。

于是韩氏便带领城中的所有妇

女 , 重新筑起一道新城墙。这道新城

墙 , 共有二十多丈, 筑得十分坚固。

敌人果真来了 , 集中了兵力去攻打西

北角。因为新城墙筑得很坚固 , 符坚

的部队无法攻破它。大家就把这座

城墙叫做“夫人城”。

因为这座新城墙很坚固, 符坚的

军队怎么也攻不下 , 后人便把这个故

事 , 引申为“牢不可破”。

【例句】两国人民的友谊 ～。

老成持重
【注音】lǎo chénɡchízhònɡ

【释义】老练成熟 , 办事稳重。

【出处】宋·高斯得《跋赵�-所受徽宗

皇帝御笔》: “使当时受任之臣, 皆如

之老成持重 , 不徇奸臣 , 中天之祸, 岂

至此哉! ”

【例句】王老伯为人 ～, 你可以完全信

赖于他。

【近义】老成练达

【反义】少不更事

老当益壮
【注音】lǎo dānɡyìzhuànɡ

【释义】当 : 应当。益 : 更加。年纪老了

志气应当更壮。尽管年老但干劲仍

大。

【出处】南·宋·范晔《后汉书·马援

传》: “丈夫为志, 穷当益坚, 老当益

壮 , 宁移白首之心。”

【例句】孟老先生做事 , 比年轻人还强 ,

真是 ～。

【近义】老骥伏枥

【反义】未老先衰

【辨析】“当”不可读作“dànɡ”。

老少无欺
【注音】lǎo shào wúqī

【释义】对老人和小孩子都不欺骗。

【例句】我们做生意的宗旨是 ～, 顾客

可以绝对放心。

【近义】童叟无欺

老调重调
【注音】lǎo diào chónɡtán

【释义】陈旧的曲调重新弹奏。比喻已

经说过的话再说过 , 也指说话或文章

没有新意。

【出处】朱自清《回来杂记》: “北平早被

称为‘大学城’和‘文化城’, 这原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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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重弹 , 不过似乎弹得更响了。”

【例句】邹韬奋《无政府与民主政治》:

“如今不过是略搬花样, 实际是 ～罢

了。”

【近义】故伎重演

【反义】推陈出新

老泪纵横
【注音】lǎo lèi zònɡhénɡ

【释义】老人泪流满面。形容极度悲伤

或激动。纵横 : 泪流满面的样子。

【例句】一听说外孙遇难 , 他禁不住 ～。

【近义】满面泪痕

【反义】笑逐颜开

老弱残兵
【注音】lǎo ruòcán bīnɡ

【释义】军队中年老、体弱、伤残的士

兵。

【出处】《三国演义》第三十二回 : “城中

无粮 , 可发老弱残兵并妇人出降, 彼

必不为备 , 我即以兵继百姓之后出攻

之。”

【例句】请 ～优先上车。

【近义】枯木朽株

【反义】兵强马壮

老妪能解
【注音】lǎo yùnénɡjiě

【释义】老年妇女都听得懂。

【出处】宋·曾訸《类说》卷四十八引

《墨客挥犀》: “白乐天每次作诗令老

妪解之 , 问曰 : ‘解否?’妪曰 : ‘解’, 则

录之 , 不解又易之。”

【例句】他写的诗不故作深奥, 贴近生

活 , 真正是 ～。

【近义】妇孺皆知

老牛破车
【注音】lǎo niúpòchē

【释义】老牛拉着破车。用来比喻做事

慢慢腾腾 , 效率低。

【例句】要想按时完成这项任务, 就不

能像 ～似的 , 要雷厉风行 , 说干就干。

老骥伏枥
【注音】lǎo jìfúlì

【释义】骥 : 千里马。枥 : 马槽。老马趴

在槽头 , 仍想奔驰千里。比喻年老的

人仍然怀有雄心壮志。

【出处】三国·魏·曹操《步出夏门行》

诗 : “老骥伏枥 , 志在千里 ; 烈士暮年 ,

壮心不已。”

【例句】他晚年仍对科研工作努力钻

研 , 真是“～, 志在千里”!

【近义】老当益壮

【反义】未老先衰

老奸巨猾
【注音】lǎo jiān jùhuá

【释义】极其奸诈、狡猾。

【出处】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虽老奸巨

滑 , 无能逃于其术者。”

【例句】这个 ～的家伙, 我差点上了他

的圈套。

【近义】老于世故

【反义】白发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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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识途
【注音】lǎo mǎshítú

【释义】比喻经验丰富的年长者熟悉情

况 , 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出处】《韩非子·说林上》: “管仲、隰

朋从桓公伐孤竹 , 春往冬返, 迷惑失

道。管仲曰 : ‘老马之智可用也。’乃

放老马而随之 , 遂得道。”

【典故】我国春秋时, 有位著名的政治

家 , 叫管仲, 名夷吾。历史上称他为

管子。仲不是名字 , 是兄弟排行, 如

今天的“老二”。古人称排行, 也是一

种尊重。又称敬仲。管子是位很了

不起的人 , 历史盛称他“相桓公 , 霸诸

侯 , 一匡天下。”就是他辅佐齐桓公,

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任霸主。他改革

兵剩、官制 , 提倡农业、渔业, 使齐国

成为当时最为富庶、最为强大的国

家。

齐桓 公二 十三 年 ( 公 元 前 663

年) , 北方的少数民族山戎侵犯位于

现在的北京附近的燕国 , 齐国本着一

贯提倡的扶助弱小、抗击外族侵略的

原则 , 出兵打败了山戎, 一直向北追

到孤竹( 在现在辽宁省朝阳一带 ) , 获

得了全胜 , 保护了当时还很弱小的燕

国。这次 , 是齐桓公亲自率军出征,

带上了两个最得力的大臣管仲隰朋,

是历史上一次较重大的战役。

当时 , 东北还很荒凉 , 人烟稀少 , 又

是头一次进行这样的远征 , 在莽莽的

荒原中 , 走着走着 , 大队人马迷了路。

又到了黄昏的时候, 田野迷迷蒙蒙,

眼前只见一大片一大片的灌木、长

蒿 , 无边无沿。归巢的乌鸦鸣着, 从

头顶纷纷飞过。更有那些叫人听了

起鸡皮疙瘩的狼嚎和猫头鹰的凄厉

叫声 , 从四面传来! 脚下却越来越没

有路了。离国千里 , 当时最快的交通

工具只是战车, 还有大群步兵, 怎么

回去呢? 别说军士们已经是人心惶

惶 , 连一代霸主齐桓公也着起了急,

不知该怎么办了。因为 , 一旦被困在

这灌木与长蒿的深丛中, 百里无人

烟 , 而且从春天出征起, 到如今已是

深秋 , 军备已经不多了。几天就会断

了军粮 , 这大队人马可就十分危险

了。

在自齐桓公以下 , 全军将士正不知

如何是好的时候, 管仲却异常冷静,

他沉思了一下 , 对齐桓公说 : “主公不

必担心 , 可以利用一下老马的智慧

呀! ”齐桓公马上明白了 , 众军士从战

车上卸下几十匹老马来 , 让它们在前

头行走。它们扬起头望望 , 就慢慢地

向前走去 , 渐渐地越走越快, 大队人

马也就跟着往前走 , 终于走上了归国

的旧路。

【例句】这项工作还是交给老张吧, 他

有丰富的经验, ～, 一定会完成得很

好。

【近义】老成独到

老谋深算
【注音】lǎo móu shēn s uàn

【释义】周密地策划, 深远地打算。指

人深沉老练 , 善于计谋。

【出处】清·曾朴《孽海花》二十九回:

“沉毅哉! 老谋深算 , 革命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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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他一向 ～, 却没料到今日会一

败涂地。

【近义】老奸巨猾

【反义】口尚乳臭

老虎头上搔痒
【注音】lǎo hǔtóu shànɡs āo yǎnɡ

【释义】比喻触犯有权势或强横的人。

【出处】《药》: “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

便给他两个嘴巴! ”

【例句】这个小偷居然扒县长的钱包,

真是 ～。

【近义】太岁头上动土

老牛舐犊
【注音】lǎo niúshìdú

【释义】舐 : 舔。犊: 小牛。老牛舐小

牛。比喻父母疼爱子女。

【出处】《后汉书·杨彪传》: “后子修为

曹操所杀 , 操见彪 , 问曰: ‘公何瘦之

甚?’对曰 : ‘愧无日�#先见之明, 犹怀

老牛舐犊之爱。’”

【例句】就是对最不长进的儿子, 父母

也有 ～之情啊!

【近义】舐犊情深

【反义】童叟无欺

【辨析】“舐”不可读作“tián”。

老气横秋
【注音】lǎo qìhénɡqiū

【释义】老气 : 老成的样子。横秋 : 横亘

秋空。形容神态老练严肃。也形容

为人死板 , 缺乏朝气。

【出处】宋·楼钥《攻�=集·题杨子元

琪所藏东坡古木》: “东坡笔端游戏,

槎牙老气横秋。”

【例句】我的伯父 ～, 常常使人十分讨

厌。

老生常谈
【注音】lǎo shēnɡchánɡtán

【释义】老生: 老书生。老书生经常谈

论的事物或观点。指毫无新意的理

论或老话。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魏书·管

辂传》: “此老生之常谭( 谈) 。”

【例句】他讲的这些道理都是 ～, 不听

也罢!

【近义】老调重弹

【反义】标新立异

老鼠过街, 人人喊打
【注音】lǎo shǔɡuòjiē, rén rén hǎn dǎ

【释义】过 : 经过, 跑过。比喻害人的东

西 , 人人痛恨。

【出处】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如果我

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 , 那就算对于主

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

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 老鼠过

街 , 人人喊打 , 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

消灭了。”

【例句】这两个家伙, 在我们这里已原

形毕露 , 声名狼藉 , ～了!

老态龙钟
【注音】lǎo tài lónɡzhōnɡ

【释义】龙钟: 行动不灵便。形容年老

体衰 , 动作迟钝。

【出处】宋·陆游《听雨》诗: “老态龙钟

疾未平 , 更堪俗事败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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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他才四十岁 , 就一副 ～的样子。

【近义】老气横秋

【反义】年富力强

老天拔地
【注音】lǎo tiān bádì

【释义】形容年老体衰 , 动作不灵活。

【例句】您老人家已是 ～的了, 就不要

跟年轻人一样忙上忙下。

【近义】老态龙钟

【反义】风华正茂  生龙活虎

老有所终
【注音】lǎo yǒu s uǒzhōnɡ

【释义】终 : 归。指让年老者有个好的

归宿。

【出处】《礼记·礼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 幼有所长。”

【例句】孝敬老人 , 使其 ～, 是我们民族

的传统美德。

【反义】老死沟壑

老于世故
【注音】lǎo yús hìɡù

【释义】老 : 老练 , 有经验 ; 世故 : 处世经

验。指为人处事非常老练, 富有经

验。

【出处】唐·韩愈《石鼓歌》诗 : “中朝大

官老于事。”

【例句】这家伙 ～, 办事说话都很圆滑。

【近义】老成持重

【反义】少不更事

老羞成怒
【注音】lǎo xiūchénɡnù

【释义】老 : 很 , 极。羞愧或恼恨到极点

而发怒。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十六

回 : “那一个老羞成怒, 就假公济私,

把他参革 , 拿问在监。”

【例句】达不到目的 , 这个歹徒就 ～, 杀

了这个小孩。

【近义】怒气冲天

【反义】和颜悦色  喜笑颜开

le

乐不可支
【注音】lèbùkězhī

【释义】支 : 支撑, 自持。快乐到不能自

持的地步。形容快乐到极点。

【出处】汉·班固《东观汉记·张堪

传》: “桑无附枝, 麦穗两歧, 张君为

政 , 乐不可支。”

【例句】听说我得了奖 , 我很高兴, ～。

【近义】乐不可言  欢天喜地  其乐无

穷 乐以忘忧

【反义】悲不自胜  痛不欲生  忧心忡

忡 哀感天地

乐不思蜀
【注音】lèbùsīshǔ

【释义】用以比喻乐而忘返或乐而忘

本。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后

主禅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 “他

日 , 王问禅曰 : ‘颇思蜀否?’禅曰 : ‘此

间乐 , 不思蜀。’”

【典故】蜀汉时期 , 曾南征北战 , 创建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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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的刘备在征伐东吴失败后去世。

之后 , 诸葛亮、关羽、张飞等相继去

世。刘备死后 , 他的儿子刘禅继承了

帝位。刘禅是个昏庸无能之辈 , 蜀汉

的根基开始动摇。

公元二百六十二年, 以司马昭为

首的曹魏军队大举进攻蜀汉。蜀汉

的皇帝刘禅抵挡不住 , 已到了穷途末

路的时候 , 就率太子以及亲王、文武

官员六十多人 , 双手捆绑背后, 带着

棺木俯首投降。

投降后 , 魏王封他为安乐公, 全家

被迁往曹魏首都洛阳居住。在此居

住期间。刘禅完全忘记了国家覆灭,

丧失祖先领地的教训 , 没有丝毫复兴

蜀汉的信念。

一天 , 司马昭设宴款待刘禅 , 席间 ,

故意演蜀国歌舞。当时跟随刘禅左

右的蜀人 , 都感到一种国破家亡的羞

辱和难过 , 而只有刘禅却谈笑风生,

没有一点伤感之意。歌舞演完 , 司马

昭问刘禅 : “你是不是很想念蜀地

啊?”刘禅回答说 : “这里快乐得很 , 我

怎么会想念蜀地呢?”

酒后 , 司马昭对别人说: “一个人

没有灵性竟到如此地步 , 即使诸葛亮

在 , 也无法辅佐他长久不衰呀! ”

【例句】这个富翁到了纸醉金迷的巴黎

后 , 便 ～, 决定不再回香港了。

【近义】乐而忘返

【反义】饮水思源

乐此不疲
【注音】lècǐbùpí

【释义】指对某事物特别有兴趣, 因而

沉浸于其中 , 不知疲倦。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 “一

年三百六十日, 日日如此, 倒也乐此

不疲。”

【典故】东汉的第一个皇帝刘秀, 九岁

时父母就去世了 , 成了孤苦伶仃的孤

儿。他叔父看他可怜, 就领了去抚

养。刘秀小的时候 , 是个很懂事的孩

子。干什么都勤快 , 对种庄稼很有兴

趣 , 不怕劳累。

刘秀当了皇帝后 , 他的这种良好习

惯仍保持了下来 , 处理起事情来仍然

很勤快, 很认真, 从不拖拖拉拉。刘

秀深知人民不喜欢再打仗了, 为此他

下了一个命令, 除非遇到特别情况,

一般情况下 , 朝廷不准谈论战争。

有一次 , 太子向他请教打仗的学

问。他对太子说 :

“春秋时期的卫灵公 , 有一次向孔

子问打仗的事 , 孔子说‘关于祭祀、礼

仪方面的事情, 我还经常听说过; 至

于军旅之事 , 我可没有学过! ’我看你

也该这样 , 战争的事不是你应该接触

的。”

刘秀处理朝政 , 每天从天亮开始,

一直忙到天黑才停止。还经常与近

臣、公卿、将军们一起谈论治国的方

略 , 直到半夜才去睡觉。太子看到他

这样操劳 , 就劝他说 :

“你虽然有太禹、汤武那样的贤

明 , 却没有黄帝、老子那样的养性之

福 , 望您爱惜自己的身体, 保养好精

神。”

刘秀说 : “我这样操劳, 自己感到

很快乐 , 并不觉得疲劳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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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刘秀兢兢业业治理国家, 十

几年内 , 天下太平 , 老百姓安居乐业。

【例句】他对这件工作倍感兴趣, 虽常

夜以继日 , 但却 ～。

【近义】乐而忘返

【反义】深恶痛绝

【辨析】“疲”不可读作“bǐ”。

乐极生悲
【注音】lèjíshēnɡbēi

【释义】极 : 到极点。高兴得过了头 , 将

转而招致悲伤的事出现。

【出处】《史记·滑稽列传》: “故曰:

‘酒极则乱 , 乐极则悲?’”

【典故】战国时期 , 齐威王不理朝政 , 放

荡享乐 , 经常通宵沉溺在酒色中。很

多诸侯乘机侵扰, 国家处于危旦之

际。大臣们谁也不敢规劝, 只是干着

急。

齐国有个淳于髡的人, 他说话诙

谐善辩。喜欢用隐语、微言讽谏威王

的过失。

有一次 , 楚国大规模发兵侵犯齐

国 , 多亏淳于髡请来了赵国的精兵来

援救 , 楚军当夜撤回。齐威王非常高

兴 , 设宴庆祝淳于髡请兵有功, 宴饮

中 , 威王问淳于髡能喝多少酒才醉?

淳于髡回答说 , 喝一斗也醉, 喝一石

也醉。威王觉得淳于髡的话很奇怪,

就问他 : “此话怎讲?”淳于髡回答说:

“像今天这样 , 喝大王赏赐给的酒 , 旁

有执行酒令的执法官, 后有御史官,

我一边喝酒 , 心里一边在害怕, 所以

喝一斗就醉了。假如遇到久别的朋

友 , 边喝酒边谈笑 , 这样可以喝八斗、

一石了。所以说饮酒过分 , 就会昏乱

失礼 , 行乐到极点就会转化为悲哀,

天下的事都是这样。”

齐威王知道淳于髡是在委婉规劝

他 , 于是取消了通宵达旦畅饮的恶

习。

【例句】这几个少年参加圣诞舞会后,

得意忘形 , 大开快车 , 结果 ～, 闹出车

祸。

【近义】物极必反

乐善好施
【注音】lèshàn hào shī

【释义】乐于做善事, 喜欢施舍。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乐书二》:

“闻徵音 , 使人乐善而好施; 闻羽音,

使人整齐而好礼。”

【例句】这位老太太自己省吃俭用 , ～,

为乡邻称道。

【近义】慷慨解囊

【反义】一毛不拔

乐而忘返
【注音】lèér wànɡfǎn

【释义】返 : 回还。快乐得忘了回去。

【出处】《晋书·苻坚载记上》: “坚尝如

邺 , 狩于西山 , 旬余 , 乐而忘返。”

【例句】游览乐山大佛 , 使他 ～。

【近义】乐不可支

乐在其中
【注音】lèzài qízhōnɡ

【释义】乐 : 快乐, 乐趣。在做事情中能

得到乐趣。

【出处】《论语·述而》: “饭疏食 , 饮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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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肱而枕之 , 乐亦在其中矣。”

【例句】虽然做清洁工很累 , 但她却 ～。

乐天知命
【注音】lètiān zhīmìnɡ

【释义】天 : 天命, 天的意志。命 : 命运。

甘心服从上天的旨意 , 安于自己的处

境或命运。这是古代宿命论的思想。

【出处】唐·陈子昂《无端帖》“道既不

行 , 复不能知命乐天, 又不能隐于山

薮。”

【例句】学校里的教师们, 虽然月薪收

入不多 , 但都 ～。

【近义】怨天尤人

【反义】万念俱灰

lei

雷打不动
【注音】léi dǎbùdònɡ

【释义】形容决心和意志坚定, 在任何

情况下也不能动摇 , 或形容不可改变

的规定和制度。

【例句】我每天早晨六点到七点学习外

语 , 这是 ～的安排。

雷厉风行
【注音】léi lìfēnɡxínɡ

【释义】厉 : 猛烈。像雷一样猛烈 , 像风

一样迅速。形容行动快。也比喻政

策、法令的执行严格迅速。

【出处】宋·曾巩《元丰类稿·卷二十

七·亳州谢至任表》: “运独断之明,

则天清水止 ; 昭不杀之武, 则雷厉风

行 , 故能并起百工。”

【近义】令行禁止  急风暴雨  大刀阔

斧 疾风扫落叶

【反义】拖泥带水  慢条斯理  迟疑不

决

雷霆万钧
【注音】léi tínɡwàn jūn

【释义】雷霆: 暴雷。钧: 古代重量单

位 , 一钧合当时的三十斤。像雷霆的

威势 , 像万钧的力量。形容威力极

大。

【出处】汉·贾山《至言》: “雷霆之所

击 , 无不摧折者; 万钧之所压, 无不糜

灭者。今人主之威, 非特雷霆也; 势

重 , 非特万钧也。”

【例句】我军正以 ～之力 , 向敌军挺进。

【近义】排山倒海  气势磅礴  势不可

挡 泰山压顶

【反义】强弩之末  和风细雨

泪如泉涌
【注音】lèi rúquán yǒnɡ

【释义】眼泪像泉水一样涌出。形容极

其悲痛。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八回:

“( 王) 允曰: ‘汝可怜汉天下生灵! ’

言讫 , 泪如泉涌。”

【例句】他听说妻子已气绝 , ～。

【近义】泪如雨下  泫然流涕  涕泗滂

沱 泪流满面

【反义】笑逐颜开  笑容满面

泪如雨下
【注音】lèi rúyǔxi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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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泪水如同雨水一样流下来。形

容极其悲伤。也作“泪下如雨”。

【出处】晋·干宝《搜神记》: “姑忆念新

妇 , 声彻黄天 , 泪下如雨。”

【例句】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 , 她 ～。

【近义】泪如泉涌

泪眼汪汪
【注音】lèi yǎn wānɡwānɡ

【释义】汪汪 : 眼睛里充满泪水的样子。

两眼含满泪水。

【例句】听到老师要走的消息, 同学们

个个 ～。

【近义】热泪盈眶

【反义】眉开眼笑  喜笑颜开  笑逐颜

开

lenɡ

冷嘲热讽
【注音】lěnɡcháo rèfěnɡ

【释义】用尖刻辛辣的语言讽刺嘲笑。

【出处】蔡东藩《后汉通俗演义》二十

回 : “郭皇后暗中窥透, 当然怀疑, 因

此 , 对着帝前 , 往往冷嘲热讽 , 语带蹊

跷。”

【例句】我们不应该对学习差的同学

～。

【近义】冷言冷语  贫嘴薄舌  反唇相

讥

【反义】语重心长

冷若冰霜
【注音】lěnɡruòbīnɡshuānɡ

【释义】像冰霜一样寒冷。形容态度严

峻 , 使人不易接近。

【出处】汉·王逸《正部论》: “明刑审

法 , 怜民惠下, 生者不怨, 死者不恨。

谚曰 : 政如冰霜, 奸宄消亡; 威如雷

霆 , 寇贼不生。”

【例句】她很高傲, 总是板着一副 ～的

面孔。

【近义】漠不关心  漠然置之  正颜厉

声

【反义】满腔热忱

冷言冷语
【注音】lěnɡyán lěnɡyǔ

【释义】指讽刺讥笑的话。

【出处】明·天然痴叟《石点头》: “及至

背后向着徐氏却又冷言冷语的挑

唆。”

【例句】这个人最喜欢对别人 ～。

【近义】冷嘲热讽  阴阳怪气  冷语冰

人

【反义】语重心长

冷眼旁观
【注音】lěnɡyǎn pánɡɡuān

【释义】用冷淡或冷静的态度在一旁观

看。指置身事外。

【出处】唐·徐夤《上卢三拾遗以言见

黜》: “冷眼静看真好笑, 倾怀与说却

为冤。”

【例句】对于坏人坏事 , 我们不应该 ～。

【近义】袖手旁观  隔岸观火  见死不

救 坐观成败

【反义】见义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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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血动物
【注音】lěnɡxuèdònɡwù

【释义】比喻人没有感情或行为可鄙。

【例句】这个人 , 自己大鱼大肉 , 却让亲

生儿子行乞街头, 难怪被人称为 ～。

【反义】古道热肠

冷眼相待
【注音】lěnɡyǎn xiānɡdài

【释义】冷 : 冷淡, 不热情 ; 待 : 对待。用

冷淡的态度接待。也比喻不欢迎或

看不起。

【例句】对这场闹剧 , 你最好是 ～, 静观

其变。

【反义】暗送秋波

愣头愣脑
【注音】lènɡtóu lènɡnǎo

【释义】形容言行鲁莽冒失, 行为不检

点 , 不谨慎 , 给人以慌乱的感觉。

【例句】一看到他走进屋的那种 ～的样

子 , 就惹人发笑。

【近义】呆头呆脑

li

离经叛道
【注音】líjīnɡpàn dào

【释义】离 : 偏离。叛 : 背叛。经道 : 正

统的学说或学派。背离儒家尊奉的

经典和教旨。后指行为异常 , 违背占

主导地位的思想学说的行为。

【出处】元·费唐臣《贬黄州》: “且本官

志大言浮 , 离经叛道。”

【例句】他为了个人私利 , 而 ～, 做出有

辱家门的事。

【近义】大逆不道

【反义】循规蹈矩

离群索居
【注音】líqún suǒjū

【释义】索 : 孤独。离开群体孤独地生

活。

【出处】《隋书·经籍志》: “自孔子没而

微言绝 , 七十子丧而大义乖, 学者离

群索居 , 各为异说。”

【例句】他的个性孤僻 , 喜欢 ～。

【近义】孤苦伶仃

【反义】门庭若市

离心离德
【注音】líxīn lídé

【释义】德 : 信念。指思想、行为各自分

离 , 不团结一致。

【出处】《尚书·泰誓中》: “受 ( 纣 ) 有

亿兆夷人 , 离心离德。”

【例句】要想把事情办好, ～是肯定不

行的。

【近义】同床异梦  人心涣散

【反义】同心同德  一心一德

离乡背井
【注音】líxiānɡbèi jǐnɡ

【释义】背 : 离开。井 : 上古八家为一

井 , 引申指家乡。指不得已离别家

乡。

【出处】《雄关赋》: “善感的心灵, 也曾

为离乡背井 , 远适异地的行人⋯⋯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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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过伤感的眼泪。”

【例句】小王被迫 ～, 搬到偏远的农村

去住。

礼贤下士
【注音】lǐx ián xiàshì

【释义】礼 : 以礼相待, 对待有礼貌。

贤 : 指贤 士, 有美德、有才能的 人。

下 : 谦居于别人之下 , 以示对人尊敬。

士 : 旧指有知识学问的人。对贤者以

礼相待 , 对学者真诚尊敬。

【出处】《旧唐书·李勉传》: “其在朝

廷 , 鲠帝谦介 , 为宗臣表 , 礼贤下士有

始终 , 尝引李巡、张参在幕府。”

【例句】他虽身居高位 , 便谦恭屈己 , 能

～。

【近义】敬贤礼士

【反义】目中无人

礼义廉耻
【注音】lǐyìlián chǐ

【释义】有礼仪, 讲道义, 尚廉洁, 知羞

耻。本为封建时代的道德标准。后

泛指社会的一般道德规范。

【出处】《管子·牧民》: “何谓四维? 一

曰礼 , 二曰义 , 三曰廉 , 四曰耻。”

【例句】她这种人连 ～都不顾, 还要脸

面干什么?

礼义之邦
【注音】lǐyìzhībānɡ

【释义】礼义 : 即礼仪, 义同“仪”; 邦 : 指

诸侯国。原指诸侯国盟会时主持盟

会礼仪的某邦国。后泛指注重礼节

和道义的国家。也作“礼仪之邦”。

【出处】《周礼·秋官·司盟》: “凡邦国

有疑会同 , 则掌其盟约之载, 及其礼

义 , 北面诏明神。”

【例句】我们国家一向坚持原则, 讲求

信用 , 平等待人 , 历来被誉为 ～。

【反义】虎狼之国

李代桃僵
【注音】lǐdài táo jiānɡ

【释义】僵 : 僵硬而失去生命力。李树

代替桃树而僵死。古乐府诗《鸡鸣高

树巅》: “桃生露井上, 李树生桃旁。

虫来啮 ( niè, 咬 ) 桃根, 李树代桃僵。

树木身相代 , 兄弟还相忘。”原意以桃

李树能共患难 , 讽刺兄弟反而不能互

敬互爱。后用来比喻互相顶替或代

人受过。

【出处】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相和

歌辞三·鸡鸣》: “桃生露井上, 李树

生桃傍。虫来啮桃根 , 李树代桃僵。

树木身相代 , 兄弟还相忘。”

【例句】这种事 , 还能 ～吗? 简直胡闹。

【辨析】～和“代人受过”意思有互通之

处。但是 ～还含有和兄弟相爱相助

之意 ; 而“代之受过”无此意。

里通外国
【注音】lǐtōnɡwài ɡuó

【释义】与外国人勾结, 从事出卖本国

情报或国家利益的活动。

【出处】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大则指

为‘里通外国’, 就是现在之所谓‘汉

奸’。”

【例句】真想不到, 他竟干了那么多 ～

的罪恶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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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应外合
【注音】lǐyìnɡwài hé

【释义】应 : 接应, 呼应。合 : 配合。里

外配合呼应。

【出处】《古今小说》第一回 : “陈旺也思

量没甚好处了 , 与老婆商议, 教他做

脚 , 里应外合, 把银两首饰, 偷得罄

尽 , 两口儿连夜走了。”

【例句】我们在敌人内部加强策反工

作 , 这样 ～, 用不了多久 , 敌人的城防

就会崩溃的。

【反义】孤军深入

理屈词穷
【注音】lǐqūcíqiónɡ

【释义】屈 : 短 , 亏。穷 : 尽。理由站不

住脚 , 被驳得无话可说。

【出处】《论语·先进》: “是故恶夫佞

者”。朱熹注 : “子路之言 , 非其本意,

但理屈词穷 , 而取辩于口以御人耳。”

【例句】在这么多确凿的证据面前, 他

～, 再也无法辩解了。

【近义】哑口无言  张口结舌

【反义】侃侃而谈  名正言顺

理所当然
【注音】lǐs uǒdānɡrán

【释义】当然: 应当这样。按道理应当

这样。

【出处】隋·王通《文中子·魏相》: “非

辩也 , 理当然尔。”

【例句】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 这是 ～

的。

【近义】天经地义  名正言顺

【反义】岂有此理  师出无名

理直气壮
【注音】lǐzhíqìzhuànɡ

【释义】直 : 公正, 正确。理由正确充

分 , 说话就气势很足。

【出处】明·冯梦龙《喻世明言》卷三十

一 : “便提我到净罗殿前 , 我也理直气

壮 , 不怕甚的! ”

【例句】这篇 ～、词句铿锵的驳议 , 充分

显示了他敢于坚持真理的可贵品质。

【近义】振振有词  义正词严

【反义】理屈词穷  张口结舌

力不从心
【注音】lìbùcónɡxīn

【释义】很想做某件事 , 但力量不够 , 不

能达到目的。

【出处】《后汉书·西域传》: “今使者大

兵未能得出 , 如诸国力不从心, 东西

南北自在也。”

【典故】班固是东汉著名的军事家和外

交家 , 是为朝廷建有大功的老臣。

班固曾随窦固征伐匈奴 , 率三十六

人出使西域 , 平定和安抚西域五十多

个国家 , 促使他们归顺朝廷, 促进了

西域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

交流 , 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因此汉和

帝刘肇封他为定远侯。班固在西域

生活了 30 多年, 到了晚年 , 他日日夜

夜思念故乡洛阳 , 他希望有朝一日告

老还乡 , 叶落归根。

有一天 , 他的妹妹班昭替家兄给汉

和帝写了一封信 , 请求让班固回到故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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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昭在信中写道, 班固现在已七

十 , 年老多病 , 耳聋眼花 , 需拄杖才能

行走。所以即使此地发生暴乱 , 他的

气力也是不能顺从心愿, 报答皇恩

了。所以请皇上开恩, 能让他活着回

到故乡, 以免他壮年竭力效忠于沙

漠 , 死后还要捐尸于旷野。

汉和帝立刻下诏书, 请班固回到

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洛阳。

【例句】这件事对于我 , 有些 ～。

【近义】无能为力

【反义】力所能及

力不胜任
【注音】lìbùshènɡrèn

【释义】能力不足以承担所负的责任。

【出处】《孟子·梁惠王下》: “不胜其

任。”

【例句】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 我 ～, 所

以请重新考虑人选。

【近义】无能为力  力不能及  力不从

心

【反义】力所能及

力可拔山
【注音】lìkěbáshān

【释义】力气甚大 , 连山也能拔起来。

【例句】他在重量级的举重比赛上, 一

再打破世界纪录, ～之誉当之无愧。

【反义】手无缚鸡之力

力竭声嘶
【注音】lìjiéshēnɡsī

【释义】力气用尽 , 声音也嘶哑了。

【出处】郭沫若《今昔集·题话记》: “蝉

子叫得力竭声嘶了。”

【例句】他虽 ～地挣扎怒斥, 但却没有

一点效果。

【近义】大声疾呼

【反义】柔声细语

力图自强
【注音】lìtúzìqiánɡ

【释义】极力奋发使自己强大起来。

【例句】我国上下一心 , ～, 有望成为世

界强国。

【近义】自强不息

力不能支
【注音】lìbùnénɡzhī

【释义】力量不能支撑。

【出处】《文中子·事君》: “大厦将倾 ,

非一木所支也。”

【例句】我 ～, 请你找别人吧。

【近义】力所不及

【反义】游刃有余

力排众议
【注音】lìpái zhònɡyì

【释义】力 : 竭力。排 : 指排除。竭力排

除众人与自己不同的议论 , 以维护自

己的主张。

【出处】宋·苏辙《上皇帝书》: “臣以不

识忌讳 , 得罪于有司, 仁宗其狂愚, 力

排众议 , 使臣得不遂弃于世。”

【例句】校长 ～, 提拔了小周担任教导

主任。

【辨析】～和“据理力争”都有竭力辩解

之意。区别在于 : ～侧重于为了维护

自己的论点而辩解 ; 而“据理力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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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事理进行辩解。

力所能及
【注音】lìs uǒnénɡjí

【释义】及 : 达到。自己的能力可以做

到的。

【出处】唐·裴眊《传奇·韦自东》: “殿

于宏壮 , 林泉甚佳, 盖唐开元中万回

师弟子之所建也 ; 似驱役鬼工, 非人

力所能及。”

【例句】虽然退休了, 可他闲不住 , 总是

找些 ～的事来干。

【近义】力挽狂澜

【反义】力不能及

力透纸背
【注音】lìtòu zhǐbèi

【释义】力量能穿透纸张。原形容书法

遒劲有力。后形容诗文立意深刻有

力。

【出处】清·赵翼《瓯北诗话·陆游

诗》: “意在笔先 , 力透纸背。”

【例句】这本诗集是 ～的佳作。

【近义】入木三分

【反义】轻描淡写

力挽狂澜
【注音】lìwǎn kuánɡlán

【释义】比喻竭力扭转险恶危急的局

势。

【出处】清·秋瑾《无题》: “中流砥柱,

力挽狂澜 , 具天才 , 立大业, 拯斯民于

衽席 , 奠国运如磐石, 非大英雄无以

任之。”

【例句】在这危急关头 , 是他 ～, 挽救了

局势。

【近义】力所能及

【反义】力不从心

力争上游
【注音】lìzhēnɡshànɡyóu

【释义】上游: 江河的上流。比喻努力

争取先进。

【出处】清·赵翼《闲居读书作》诗 : “所

以才智人 , 不肯自弃暴 , 力欲争上游 ,

性灵乃其要。”

【例句】老师勉励我们, 学成后到社会

做事 , 要 ～, 不可自满。

【近义】勇往直前

【反义】安于现状

历历可数
【注音】lìlìkěs hǔ

【释义】历历: 一个一个清楚分明。指

可以一一数清楚。

【出处】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明

宗纪十》: “濮州进重修河堤图, 沿河

地名 , 历历可数。”

【例句】在显微镜下, 极小的细菌也是

～的。

【近义】清晰可见

历历在目
【注音】lìlìzài mù

【释义】历历: 分明可数。非常清楚地

显现在眼前。

【出处】唐·杜甫《历历》诗: “历历开元

事 , 分明在眼前。”

【例句】当年的遭遇, ～, 恍如昨日。

【近义】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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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事过境迁

历历分明
【注音】lìlìfēn mínɡ

【释义】历历: 一个一个清清楚楚。形

容事物或情景十分清晰地显现在眼

前。

【出处】《灌园叟晚逢仙女》: “想起梦中

言语 , 历历分明。”

【例句】想起往事, 如今都 ～地显现在

眼前。

【近义】历历可辨

历历可见
【注音】lìlìkějiàn

【释义】一一看得清清楚楚。

【出处】《梦溪笔谈·异事》: “登州海中

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车马、冠

盖 , 历历可见。”

【例句】这里的泉水清澈得真令人叫

绝 , 游鱼碎石 , ～。

【近义】历历分明

【反义】模模糊糊

厉兵秣马
【注音】lìbīnɡmòmǎ

【释义】厉 : 同“砺”, 磨刀石 , 引申为磨

砺。兵 : 兵器。秣: 喂牲口。磨快兵

器 , 喂饱战马。形容作好战斗准备。

【例句】曹操在北方站稳脚跟以后, 积

极 ～, 准备南下。

【近义】严阵以待

【反义】临阵磨枪

厉精图治
【注音】lìjīnɡtúzhì

【释义】厉 : 磨砺。图: 谋求。振奋精

神 , 千方百计治理好国家或干好事

业。

【出处】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

魏知古等传赞》: “观玄宗开元时, 厉

精求治 , 元老魁旧 , 动所尊悼, 故姚元

崇、宋瞡言听计行 , 力不难而功已成。

【例句】唐太宗是封建社会中一位能够

～、谋求国家富强的开明皇帝。

【近义】奋发图强

【反义】丧权辱国

厉行节约
【注音】lìxínɡjiéyuē

【释义】厉 : 严格。指严格地实行节约。

【例句】水是生命的源泉, 使用每一滴

水 , 都应本着 ～的方针。

【近义】勤俭节约

【反义】铺张浪费

立竿见影
【注音】lìɡān jiàn yǐnɡ

【释义】在阳光下竖起竹竿, 立刻可以

看到影子。比喻见效很快。

【出处】汉·魏伯阳《参同契·中篇》:

“立竿见影 , 呼谷传响 , 岂不灵哉! ”

【例句】这是 ～的事情, 不信的话你可

以试试。

【近义】立地成佛

【反义】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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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地成佛
【注音】lìdìchénɡfó

【释义】立地 : 立刻 , 马上。原是佛教用

语。禅宗认为人人都有佛性 , 作恶的

人 , 转念为善, 即可成佛。后比喻做

事想立时成就。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昭觉

勤禅师法嗣》: “广额正是个杀人不眨

眼底汉 , 飏下屠刀 , 立地成佛。”

【例句】不去下功夫努力奋斗 , 就想 ～,

是根本不可能的。

立身处世
【注音】lìs hēn chǔshì

【释义】指在社会上自立及与人们的相

处往来。立身 : 做人。

【出处】晋·无名氏《沙弥十戒法并威

仪序》: “夫乾坤覆载 , 以人为贵 , 立身

处世 , 以礼仪为本。”

【例句】人在社会上, ～的根本是以诚

待人。

【近义】安身立命

立此存照
【注音】lìcǐcún zhào

【释义】照 : 察看, 查考。立下字据, 保

存起来 , 作为凭证。

【例句】这件事确系两厢情愿, 但空口

无凭 , 特 ～。

【近义】立此为证

【反义】空口无凭

立功赎罪
【注音】lìɡōnɡshúzuì

【释义】赎 : 补偿。用立功的方式补偿

所犯的罪过。

【出处】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 “赵

衰应曰 : “当革职 , 使立功赎罪。’”

【例句】他向公安机关提供了大量线

索 , 确有 ～的表现。

【近义】将功补过

【反义】枯恶不悛

立于不败之地
【注音】lìyúbùbài zhīdì

【释义】立于: 处在。使自己处在不会

失败的地位。

【出处】刘伯承《回忆长征》: “毛主席的

正确的路线 , 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

主义的军事艺术 , 是使我军立于不败

之地的惟一保证。”

【例句】他的正确引导, 使我们的小吃

店 ～的境地。

立足之地
【注音】lìzúzhīdì

【释义】立足: 站住脚。站得住脚的地

方。比喻容身之处。

【例句】在人地两生的地方 , 找一块 ～,

谈何容易。

立锥之地
【注音】lìzhuīzhīdì

【释义】立锥: 插锥子。指插锥子的地

方。比喻能容身的极小的地方。

【出处】《庄子·盗跖》: “尧舜有天下,

子孙无置立锥之地。”

【例句】人挤得连 ～都没有, 你去看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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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令智昏
【注音】lìlìnɡzhìhūn

【释义】由于一心贪图私利而使头脑不

清醒 , 丧失理智。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平原君虞

卿列传》: “鄙语曰 : ‘利令智昏’, 平原

君贪冯亭邪说 , 使赵陷长平兵四十余

万众 , 邯郸几亡。”

【例句】他 ～, 竟然贩卖毒品 , 终于受到

了应有的惩罚。

【近义】利欲熏心  见利忘义  见财起

意 见利思义

【反义】义不苟取

利欲熏心
【注音】lìyùxūn xīn

【释义】贪图财利的欲望迷住了心窍。

【出处】宋·黄庭坚《赠别李次翁》: “利

欲熏心 , 随人翕张 , 国好骏马 , 尽为王

良。”

【例句】他生性淡泊, 绝不是那种 ～的

人。

【近义】唯利是图  利令智昏  见利忘

义

【反义】见利思义  克己奉公  大公无

私 公而忘私  清心寡欲

例行公事
【注音】lìxínɡɡōnɡshì

【释义】按照惯例或成规处理的公务。

今多指形式主义的工作。

【出处】清·王浚卿《冷眼观》十四回:

“你索性今日在这里多谈一刻⋯⋯回

来等我把那些例行公事办毕了 , 还有

几句要紧的话同你商量呢。”

【例句】车子出了事故 , 先查驾照 , 这是

～。

【近义】奉行故事  墨守成规

【反义】尽心竭力

【辨析】～和“奉行故事”相比: ～侧重

于形式主义的工作 ; 而“奉行故事”侧

重于按以前的习惯办事。

liɑn

连城之璧
【注音】lián chénɡzhībì

【释义】连城: 连成一片的许多座城。

后用来形容某种东西非常宝贵; 璧 :

玉。非常珍贵的、非常值钱的美玉。

也指价值极高的宝物或比喻珍贵的

东西。

【出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赵

惠文王时 , 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

之 , 使人遗赵王书, 愿以十五城请易

璧。”

【例句】俗话说 : 身怀绝技, 胜过 ～, 这

话很有道理。

【反义】一钱不值

连绵不绝
【注音】lián mián bùjué

【释义】绝 : 断。接连不断。

【出处】《飞向太平洋》: “火箭发射场立

即传来连绵不绝的巨大轰鸣声。”

【例句】两岸山峰 ～, 山势奇绝。

【近义】绵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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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篇累牍
【注音】lián piān lěi dú

【释义】篇 : 古代用竹简写诗、文, 把首

尾完整的, 用皮条编在一起的叫做

“篇”, 现指有头有尾的文章为一篇;

累 : 积累, 重叠; 牍: 古代写字用的 , 修

制成狭长的木片。后来形容文辞冗

长重复。

【出处】《隋书·李谔传》: “连篇累牍,

不出月露之形。”

【例句】报刊上的文章要尽可能做到简

明扼要 , 如果 ～, 报刊就失去了它的

新闻价值。

【近义】长篇大论

【反义】片言只语

连锁反应
【注音】lián suǒfǎn yìnɡ

【释义】连锁: 一环扣一环, 像锁链似

的。比喻一系列相关的事物 , 只要一

个发生变化 , 其他都跟着发生变化。

【例句】在高度现代化的生产中, 精力

必须十分集中 , 如果一个环节出现一

点儿问题 , 就会发生 ～, 影响到整个

生产环节。

连中三元
【注音】lián zhònɡsān yuán

【释义】三元 : 科举制度分别称乡试、会

试、殿试的第一名为解元、会元、状

元 , 名称“三元”。本指接连在乡试、

会试、殿试中考中第一名。后用以泛

指接连三次取得第一名 , 或连续取得

成功。

【出处】明·沈受先《三元记·格天》:

“谪下文曲星君与冯商为子, 连中三

元 , 官封五世。”

【例句】这场足球比赛中他 ～为本队取

胜立下汗马功劳。

【近义】连拔头筹

怜香惜玉
【注音】lián xiānɡxīyù

【释义】怜 : 爱怜, 疼爱 ; 香、玉 : 比喻美

好的女子。指男子对女子十分温存

爱怜。也作“惜玉怜香”。

【出处】清·魏秀仁《花月痕》六回 : “韩

师爷是个怜香惜玉的人 , 再不拘你们

的。”

【例句】贾宝玉天生一副 ～的性情。

廉洁奉公
【注音】lián jiéfènɡɡōnɡ

【释义】廉正清白地奉行公事。指在工

作中不贪污受贿, 不谋私利, 一心为

公。

【例句】国家公务员, 应有 ～的优良品

质。

【近义】克己奉公

【反义】贪赃枉法

恋恋不舍
【注音】liàn liàn bùshě

【释义】恋 : 爱慕, 留恋。舍: 放弃, 放

下。十分留恋 , 不忍离去。

【出处】《醒世恒言》卷十五: “静真见大

卿举止风流 , 谈吐开爽 , 凝眸留盼, 恋

恋不舍。”

【例句】这里的田园风光有些让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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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依依不舍  难舍难分

liɑnɡ

良辰美景
【注音】liánɡchén měi jǐnɡ

【释义】良辰: 美好的时刻。美好的时

刻和宜人的景色。形容难得的时空

环境。

【出处】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

邺中集诗序》: “天下良辰、美景、赏

心、乐事 , 四者难并。”

【例句】今晚中秋之夜 , 月光如水 , 金桂

飘香 , 作为一个诗人 , 能辜负如此 ～,

而不饮酒赋诗吗?

【近义】吉日良辰  黄道吉日  三星在

户

【反义】凶年饥岁

良师益友
【注音】lián shīyìyǒu

【释义】益友: 帮助人进步的朋友。给

人教益的好老师和好朋友。

【出处】《论语·述而》: “子曰: ‘三人

行 , 必有我师焉 , 择其善者而从之 , 其

不善者而改之。’”

【例句】和一位结交半个多世纪的 ～诀

别 , 悲痛之情是难以尽述的。

【近义】情同手足

【反义】一丘之貉  狐朋狗友

良心发现
【注音】liánɡxīn fāx iàn

【释义】良心: 指内心对是非善恶的正

确认识。内心的正确认识产生并表

现出来。

【出处】《藤野先生》: “每当夜间疲倦 ,

正想偷懒时 , 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

瘦的面貌⋯⋯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 ,

而且增加勇气了。”

【例句】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 , ～, 他越

来越感到对不起曾经被自己抛弃的

妻子和女儿。

良师诤友
【注音】liánɡshīzhènɡyǒu

【释义】良 : 好; 诤 : 敢于直言。很好的

老师 , 能够直言相劝的朋友。也指能

使人获得教益和帮助的人。

【例句】坦率无私的工人师傅, 不就是

我们的 ～吗!

【近义】良师益友

【反义】狐群狗党

良药苦口
【注音】liánɡyào kǔkǒu

【释义】良药: 能治病的好药。好药可

以治好病 , 但味道很苦。比喻有益处

的批评或衷心的劝告 , 往往听起来不

那么舒服 , 有时还可能很刺耳, 但非

常有好处。

【出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夫良

药苦于口 , 而智者劝而饮之, 知其入

而已己疾也。”

【例句】虽 ～, 但可以根治重病 ; 虽忠言

逆耳 , 但可以帮助你改正错误或不犯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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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莠不齐
【注音】liánɡyǒu bùqí

【释义】莠 : 类似谷子的野草。好苗和

野草混杂不齐。比喻好人和坏人都

有 , 混在一起 , 杂乱不一。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五十

六回 : “且说彼时捐例大开 , 各省候补

人员十分拥挤 , 其中鱼龙混杂, 良莠

不齐。”

【例句】正确的审美观是我们在 ～的小

说世界中阅读时的航标灯。

【近义】参差不齐  鱼龙混杂  龙蛇混

杂

【反义】泾渭分明

梁上君子
【注音】liánɡshànɡjìn zǐ

【释义】梁 : 房梁。躲在房梁上的君子。

本指窃贼。也比喻上不沾天下不着

地、脱离实际的人。

【出处】宋·苏轼《东坡志林》卷三 : “近

日颇多贼 , 两夜皆来入吾室。吾近护

魏王葬 , 得数千稯 , 略已散去 , 此梁上

君子当是不知耳。”

【例句】他的主意常常是想当然, 与实

情不符 , 所以人们称他为 ～。

【近义】鼠窃狗盗

【反义】草莽英雄

两败俱伤
【注音】liǎnɡbài jùs hānɡ

【释义】两方面都受到损失。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秦策二》:

“有两虎争人而斗者 , 管庄子将刺之。

管与止之曰 : ‘虎者 , 戾虫 ; 人者 , 甘饵

也。今两虎争人而斗, 小者必死, 大

者必伤。子待伤虎而刺之 , 则是一举

而兼两虎也。’”

【例句】他们不听调解, 打了十多年官

司 , 结果是 ～。

【近义】两虎相斗  同归于尽

【反义】两全其美

两虎相斗
【注音】liǎnɡhǔxiānɡdòu

【释义】比喻两个强者之间的争斗。

【出处】《三国演义》第六十二回 : “今两

虎相斗 , 必有一伤。”

【例句】这两个国家的争斗 , 就像 ～, 必

然有一方蒙受重大损失。

两情缱绻
【注音】liǎnɡqínɡqiǎn quǎn

【释义】形容男女相爱, 十分缠绵。缱

绻 : 情意缠绵 , 难舍难分。

【例句】他们一见面就十分亲昵 , ～, 如

胶似漆。

两肋插刀
【注音】liǎnɡlèi chādāo

【释义】两边肋骨插上刀。表示不怕

死 , 敢于赴汤蹈火。

【例句】朋友告诉我, 他是一个 ～的好

汉。

【近义】赴汤蹈火

【反义】胆小如鼠

两面三刀
【注音】liǎnɡmiànsān dā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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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比喻当面一套 , 背后一套 , 阴险

毒辣 , 玩弄两面派手法。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六十二

回 : “你这两面三刀的东西, 我不希

罕! 你不和宝玉好 , 他怎肯替你应。”

【例句】对于那些 ～的人, 我们应该注

意。

【近义】三头两面

【反义】表里如一

两全其美
【注音】liǎnɡquán qíměi

【释义】做一件事圆满地照顾到两个方

面 , 使两方面都得到好处。

【出处】元·无名氏《连环计》三折 : “司

徒 , 你若肯与了我呵, 堪可两全其美

也。”

【例句】你把房子让出来, 他补偿你一

笔损失 , 这样岂不是 ～吗?

【近义】一举两得

【反义】两败俱伤

两手空空
【注音】liǎnɡshǒu kōnɡkōnɡ

【释义】指手里一点钱也没有或什么东

西也没有。

【出处】清·袁枚《子不语》: “我客死于

此 , 两手空空⋯⋯”

【例句】他出门挣钱 , 回家却 ～。

【近义】囊空如洗  身无长物

【反义】富可敌国  金玉满堂  满载而

归

两厢情愿
【注音】liǎnɡxiānɡqínɡyuàn

【释义】厢 : 互相。双方都愿意。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三十回:

“女貌郎才 , 两厢情愿。”

【例句】他们 ～, 你就不要白操心了。

【反义】一厢情愿

两小无猜
【注音】liǎnɡxiǎo wúcāi

【释义】猜 : 猜忌。指男孩和女孩在一

起相处融洽 , 天真无邪, 相互间没有

猜疑。

【出处】唐·李白《长干行》: “郎骑竹马

来 , 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干里, 两小无

嫌猜。”

【例句】你俩 ～, 做一对终身伴侣 , 是双

方家长的心愿。

【近义】青梅竹马

【反义】痴男怨女

两袖清风
【注音】liǎnɡxiùqīnɡfēnɡ

【释义】原指迎风潇洒的姿态。比喻居

官廉洁 , 没有多余的钱财。

【出处】清·李宝嘉《文明小史》十二

回 : “他自己做了几十年的官 , 依然是

两袖清风。”

【例句】我父亲虽然做了二十多年的

官 , 但为官廉洁 , ～。

【近义】一贫如洗  一介不取  一清如

水

【反义】贪赃枉法

量才录用
【注音】liànɡcái lùyònɡ

【释义】量 : 估量, 衡量。才: 能力,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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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本作“材”。根据才能大小任命

适当的职务。

【出处】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布

告》: “凡愿继续服务者, 在人民政府

接管后 , 准予量才录用, 不使流离失

所。”

【例句】～是这次招聘的一个原则。

量力而行
【注音】liànɡlìér xínɡ

【释义】行 : 行事。衡量自己的能力或

力量的大小去行事。

【出处】《左传·昭公十年》: “力能则

进 , 否则退 , 量力而行。”

【例句】这个工作你要 ～, 千万别勉强。

【近义】量体裁衣

【反义】夸父逐日  不自量力  螳臂当

车

量体裁衣
【注音】liànɡtǐcái yī

【释义】量体: 衡量身体的大小。按照

身材裁剪衣服, 比喻办事从实际出

发 , 根据具体情况处理。

【例句】他的能力有限 , 你应该 ～, 不能

把这件事交给他去做。

量入为出
【注音】liànɡrùwéi chū

【释义】量 : 计量 , 依据。根据收入的情

况确定支出的数量。

【出处】清·张廷玉等《明史·孙原贞

传》: “宜量入为出 , 汰冗食浮费。”

【例句】大有大的难处 , 小有小的难处,

但若 ～地早做安排 , 但日子总能对付

过去。

【近义】精打细算

【反义】大手大脚

【辨析】“为”不可读作“wèi”。

踉踉跄跄
【注音】liànɡliànɡqiànɡqiànɡ

【释义】走路不稳 , 跌跌撞撞。

【出处】清·钱彩《说岳全传》三十二

回 : “立起身来 , 踉踉跄跄 , 走下大

堂。”

【例句】他看见一个人 ～地走了出去。

【近义】跌跌撞撞

【反义】健步如飞

liɑo

聊表寸心
【注音】liáo biǎo cùn xīn

【释义】聊 : 略微; 寸心: 微小的心愿。

指略微表示一点心意。自谦之词。

【例句】这是家乡带来的土特产, 东西

不值钱 , ～, 请笑纳。

聊胜于无
【注音】liáo shénɡyúwú

【释义】聊 : 略微。比没有稍好一点。

【出处】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

言》: “得寸得尺 , 聊胜于无。”

【例句】对他这样一个高阳酒徒来说,

啤酒差不多等于白开水 , 但眼下却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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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以解嘲
【注音】liáo yǐjiěcháo

【释义】聊 : 姑且。解 : 消除。姑且用言

语或行动来消除别人对自己的嘲笑。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六十一回 : “这只可算是聊以解

嘲的举动。”

【例句】孔乙己还常以什么“君子固

穷”、什么“者乎”之类来 ～。

聊以卒岁
【注音】liáo yǐzúsuì

【释义】卒 : 尽 , 结束。岁 : 年。勉勉强

强地过完一年。

【出处】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

析》: “于艰难竭蹶之中, 存聊以卒岁

之想。”

【例句】去年生意不好, 我是在艰难窘

迫之中 ～的。

聊以塞责
【注音】liáo yǐsèzé

【释义】聊 : 姑且; 塞 : 搪塞; 责 : 责任。

姑且用以敷衍搪塞。常作自谦之词。

【出处】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八

十二 : “或问之 , 则愧谢曰 : ‘聊以塞责

耳。’”

【例句】 �你这篇文章写得真不错! ”“好

什么 , 命题作文 , ～罢了。”

【近义】敷衍塞责

【反义】一丝不苟

聊以自慰
【注音】liáo yǐzìwèi

【释义】聊 : 姑且。姑且用来安慰自己。

【出处】蔡东藩《唐史演义》五十七回:

“无聊语 , 聊以自慰。”

【例句】我不喜欢唱歌 , 只因太寂寞了 ,

就唱几句 ～罢了。

【近义】聊以解嘲

寥寥无几
【注音】liáo liáo wújǐ

【释义】寥寥: 稀少。指非常稀少。没

有几个。

【出处】清·李宝嘉《文明小史》六回:

“动身的那一天, 绅士们来送的寥寥

无几 , 就是万民伞亦没有人送。”

【例句】阳台上约摸有几张桌子, 但顾

客 ～。

【近义】寥寥可数

【反义】不计其数

寥若晨星
【注音】liáo ruòchén xīnɡ

【释义】寥 : 稀少。稀少得像清晨的星

星一样。形容稀少 , 罕见。

【出处】唐·韩愈《华山女》诗 : “黄衣道

士亦讲说 , 座下寥落如明星。”

【例句】有的地方举办种田大赛, 但涌

现出来的青年好把式却 ～。

【近义】寥寥无几  寥寥可数

【反义】多如牛毛

燎原之火
【注音】liáo yuán zhīhuǒ

【释义】燎 : 烧; 原 : 原野。燃遍原野的

大火。比喻不断壮大 , 不可阻挡的革

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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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尚书·盘庚上》: “若火之燎于

原 , 不可向迩。”

【例句】秋收起义点燃的星星之火, 最

终燃成了烧毁旧世界的 ～。也作“燎

原烈火”。

【近义】星火燎原

【反义】星星之火

了如指掌
【注音】liǎo rúzhǐzhǎnɡ

【释义】了 : 明了。掌 : 手掌。对事情非

常清楚 , 就像指着自己的手掌给别人

看一样。

【出处】《荡寇志》一○三回 : “虽未出兵

打仗 , 而战阵攻取之法 , 了如指掌。”

【例句】我对这一带的地形 ～。

【近义】洞若观火

【反义】一无所知

料事如神
【注音】liào shìrús hén

【释义】料 : 预料 , 推测。预料事情好像

神仙一样。形容预料事情非常准确。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三十

五回 : “何师爷广有韬略, 料事实如

神。”

【例句】一个好的军事家, 一个好的经

商能手 , 常常有 ～的本领。

【近义】未卜先知

lin

林林总总
【注音】lín lín zǒnɡzǒnɡ

【释义】纷纭众多的样子。

【出处】秦牧《鲁班的妙手》: “在林林总

总的这类故事中 , 也有一个是说鲁班

学习海龙王宫殿建筑艺术的。”

【例句】世界上的景物 ～, 变幻多姿。

临危不惧
【注音】lín wēi bùjù

【释义】遇到危难, 毫无惧色。形容勇

敢无畏。

【出处】唐·骆宾王《萤火赋》: “临危不

惧 , 勇也。”

【例句】这折戏写的是关云长单刀赴会

～的故事。

【近义】奋不顾身  了无惧色

【反义】贪生怕死  惊惶失措

【辨析】～和“无所畏惧”都有不害怕的

意思。区别在于 : ～强调的是在危 急

关头不怕 ; 而“无所畏惧”强调的是什

么也不怕。

临渴掘井
【注音】lín kějuéjǐnɡ

【释义】临 : 到。到口渴的时候才去挖

井。比喻事情急迫时才想办法。

【出处】《封神演义》三十五回 : “临渴掘

井 , 悔之何及。”

【例句】～的做法是愚昧的。

【近义】临阵磨枪

【反义】未雨绸缪

临深履薄
【注音】lín shēn lǚbó

【释义】深 : 指深渊。履: 践, 踩踏。薄 :

指薄冰。面临深渊 , 脚踏薄冰。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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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戒备 , 十分谨慎小心。

【出处】元代施君美《幽闺记·绿林寄

迹》: “我只得临深履薄 , 悚惧恐惶。”

【例句】他听说这里人事关系极为复

杂 , 所以初来乍到 , 便有一种 ～之感,

说话做事都十分小心谨慎。

【近义】三思而行

【反义】无所忌惮

临渊羡鱼
【注音】lín yuān xiàn yú

【释义】渊 : 深潭。羡 : 羡慕。在深潭边

看到鱼而很希望得到。比喻空有愿

望而无实际行动。

【出处】《六十年的变迁》三章 : “可惜你

我手无寸铁 , 还是临渊羡鱼么。”

【例句】要竞争 , 就得参与 , 不然则便是

～, 夺冠拿奖只是空想。

临阵磨枪
【注音】lín zhèn móqiānɡ

【释义】临到快要打仗时才忙着去磨刀

枪。形容事到临头 , 才做准备。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七回 : “临

阵磨枪 , 也不中用。”

【例句】明天就要考试了, 今晚他才拿

出复习提纲 , ～, 不知能否考好。

【近义】临渴掘井

【反义】备而不用  有备无患

临阵脱逃
【注音】lín zhèn tuōtáo

【释义】脱 : 离开。临到上阵打仗时便

逃跑了。指贪生怕死 , 没有胆量。比

喻怕苦畏难。

【出处】清·无名氏《官场维新记》四

回 : “你们中国的兵勇, 一到有起事

来 , 不是半途溃散 , 便是临阵脱逃。”

【例句】平时不好好操练, 难道想在战

场上 ～吗?

【近义】畏缩不前  逃之夭夭

【反义】一马当先  身先士卒

琳琅满目
【注音】lín lánɡmǎn mù

【释义】琳琅 : 美玉。满眼是珍珠宝贝。

形容美好珍贵的东西特多。

【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容止》: “今日之行, 触目见琳琅珠

玉。”

【例句】～的展品让人目不暇接。

【近义】美不胜收

【反义】满目疮痍

淋漓尽致
【注音】lín líjìn zhì

【释义】淋漓: 形容畅快; 尽致: 达到了

极点。形容文章或说话详尽透彻。

能充分地表现出事物的情态。有时

也指观点表达得详尽、充分, 也指暴

露得充分。

【出处】明·李清《三垣笔记·崇祯补

遗》: “叙次大内规制井井, 而所纪客

氏 , 魏忠贤骄横状 , 亦淋漓尽致 , 其为

史家必采无疑。”

【例句】鲁迅以笔做刀枪, ～地揭露了

辛亥革命的弊端。

鳞次栉比
【注音】lín cìzhìb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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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鳞次: 像鱼鳞一样顺次排列。

栉 : 梳子、篦子的总称。比 : 排列。像

鱼鳞或梳篦的齿一个挨一个地顺次

排列着。多用以形容房屋或船只密

集。

【出处】明·陈贞慧《秋园杂佩兰》: “自

长桥以至大街 , 鳞次栉比, 春光皆馥

也。”

【例句】都市宽阔繁华的街道, ～的高

楼 , 交相辉映的霓虹灯, 令她艳羡不

已。

【近义】星罗棋布

麟凤龟龙
【注音】lín fènɡɡuīlónɡ

【释义】麒麟、凤凰、神龟、蛟龙 , 都是传

说中的神物。用来比喻品格高尚、出

类拔萃的人。

【出处】《礼记·礼运》: “麟凤龟龙, 谓

之四灵。”

【例句】他们用最优厚的待遇, 在全国

范围内广召 ～。也作“龟龙麟凤”。

【近义】出类拔萃

麟凤一毛
【注音】lín fènɡyīmáo

【释义】麟 : 麒麟 , 传说中的神兽 ; 凤 : 凤

凰 , 传说中的神鸟。麒麟和凤凰的一

根毛。比喻珍贵稀少的细小东西。

【出处】唐·张怀瑾《书议》: “麟凤一

毛 , 龟龙片甲 , 亦无所不录。”

【例句】这件珍品有如 ～, 天上难寻 , 地

上难找。

【近义】龟龙片甲  骐骥一毛

linɡ

灵丹妙药
【注音】línɡdān miào yào

【释义】灵验的仙丹, 奇妙的药物。比

喻能解决问题的奇妙方法。

【出处】清·李绿园《歧路灯》四十七

回 : “望大圣爷爷早发灵丹妙药打

救。”

【例句】你快说, 有什么 ～能使公司起

死回生?

【近义】锦囊妙计  神机妙算

灵机一动
【注音】línɡjīyīdònɡ

【释义】灵巧的心机动了一下。形容突

然有了好的想法。

【出处】老舍《牛天赐传》: “她忽然灵机

一动 , 又把小行李卷抢出来, 重新检

查。”

【例句】老石急急向院内扫了一眼 , ～,

抓起斧子就向那黑影掷去。

【近义】计上心头  心血来潮

【反义】处心积虑

伶牙俐齿
【注音】línɡyálìchǐ

【释义】伶、俐: 乖巧, 灵活。形容为人

机灵 , 能说会道 , 善于应付。

【出处】《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 : “袭人

本来老实 , 不是伶牙俐齿的人。”

【例句】你 ～的 , 我怎么说得过你。

【近义】能说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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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呆头呆脑

玲珑剔透
【注音】línɡlónɡtītòu

【释义】玲珑 : 精致 , 灵巧。剔透 : ( 镂空

物) 明彻 , 透亮。形容精工制作、镂空

的工艺品。比喻人聪明伶俐。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二十三

回 : “及至见了褚大娘子 , 又是一对玲

珑剔透的新媳妇。”

【例句】展台上 , 那 ～的象牙球格外引

人注目。

【近义】小巧玲珑  鬼斧神工

【辨析】～和“小巧玲珑”都形容器物精

巧细致。区别 : ①“小巧玲珑”为细小

灵巧 ; ～为孔穴明晰。②“小巧玲珑”

可用于园林 ; ～不能。

凌乱不堪
【注音】línɡluàn bùkān

【释义】形容杂乱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

度。

【例句】很久没有整理内务了, 屋子里

显得 ～。

【近义】杂乱无章

【反义】井井有条  秩序井然

凌云之志
【注音】línɡyún zhīzhì

【释义】凌云: 直上云霄。原指离开尘

世成仙的志愿。现指远大的志向。

【例句】青年人不仅要有 ～, 还要有真

才实学 , 这样才能干出一番事业。

【近义】雄心壮志  豪情壮志

【反义】胸无大志

凌云壮志
【注音】línɡyún zhuànɡzhì

【释义】凌云: 直上云霄。形容志向宏

伟高远。也作“壮志凌云”。

【例句】在困难面前 , 中国人民满怀 ～,

奋发图强。

【近义】凌云之志

【反义】胸无大志

零零星星
【注音】línɡlínɡxīnɡxīnɡ

【释义】形容零散而不完整。

【出处】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九

·论语( 语孟纲领) 》: “夫子教人 , 零

零星星 , 说来说去 , 合来合去, 合成一

个大事物。”

【例句】舅妈把平时剩下的 ～毛线, 合

起来打成了一件花毛衣 , 图案还很新

奇呢。

【近义】零零碎碎

零敲碎打
【注音】línɡqiāo suìdǎ

【释义】零零碎碎, 断断续续的方式进

行。也作“零打碎敲”。

【出处】明·贾凫 ( fú) 西《木皮词·引

子》“这生活都不过是零敲碎打 , 信中

诌成。”

【例句】他没有固定工作, 全靠 ～地帮

人干活挣点钱养活母亲。

【近义】见缝插针

另辟蹊径
【注音】lìnɡpìxījìn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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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另 : 另外; 辟 : 开辟; 蹊径: 路。

另外开辟一条路。比喻另创一种新

风格或新方法。

【例句】他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 , ～, 创

造出一套新的教学方法。

【近义】匠心独运  独辟蹊径

【反义】萧规曹随  陈陈相因

另起炉灶
【注音】lìnɡqǐlúzào

【释义】比喻重新做起或另搞一套。

【出处】清·无名氏《少年登场》: “我索

要辛辛苦苦 , 轰轰烈烈, 另起炉灶 , 重

铸新民脑。”

【例句】原来的教材过于陈旧, 这次编

写实际上是 ～。

【近义】重整旗鼓  弃旧图新

【反义】抱残守缺

【辨析】～和“重整旗鼓”都有“重新开

始干”的意思。区别在于: “重整旗

鼓”比喻失败或受挫后 ; ～则不限。

另眼相看
【注音】lìnɡyǎn xiānɡkàn

【释义】用另外一种眼光看待。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十一

回 : “大家晓得他与中丞有旧 , 莫不另

眼相看。”

【例句】沿海经济特区经济上高速发

展 , 海外客商莫不 ～。

【近义】刮目相看

【反义】一视同仁  等闲相看

令人发指
【注音】lìnɡrén fàzhǐ

【释义】令 : 使。发指 : 头发竖起来。形

容使人极为愤怒。

【出处】《庄子·盗跖》: “盗跖闻之大

怒 , 目如明星 , 发上指冠。”

【例句】这伙歹徒肆行抢劫手段残忍,

其罪行 ～。

【近义】怒发冲冠  怒不可遏

【反义】大快人心  兴高采烈

令人神往
【注音】lìnɡrén s hén wǎnɡ

【释义】神往: 一心向往。使人内心非

常向往。

【出处】《青纱帐———甘蔗林》: “北方的

青纱帐啊 , 你至今还这样令人神往。”

【例句】他讲的美妙仙境 , 真 ～。

【近义】梦寐以求  心向往之

【反义】令人作呕

令行禁止
【注音】lìnɡxínɡjìn shǐ

【释义】命令一下立即执行, 禁令一到

立即停止。形容执法严正, 纪律严

明。

【出处】梁启超《诗话》: “乡中十余万

人 , 令行禁止 , 赌盗之风顿息。”

【例句】军队没有严明的纪律和 ～的作

风是不行的。

【近义】雷厉风行  军令如山

【反义】三令五申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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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之大吉
【注音】liūzhīdàjí

【释义】大吉 : 圆满 , 顺畅。指悄悄地跑

掉了事。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二十

八回 : “其在一班势利小人 , 早已溜之

大吉。”

【例句】海洋中的水母总是在风暴来到

之前几小时就 ～。

【近义】溜之乎也

【反义】流连忘返

溜之乎也
【注音】liūzhīhūyé

【释义】溜 : 偷偷地跑开 ; 乎 : 语气助词。

悄悄地跑掉。

【例句】大会还没有开完 , 他俩就 ～。

【近义】临阵脱逃

流芳百世
【注音】liúfānɡbǎi shì

【释义】芳 : 香 , 比喻美名。百世: 古人

以三十年为一世 , 百世比喻时间极其

久远。好名声永远流传于后世。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魏志·后

妃记》: “并以贤明 , 流芳百世。”

【例句】岳飞虽然屈死风波亭 , 却 ～, 为

后人所敬仰。

【近义】青史流芳  万古流芳

【反义】遗臭万年

流离失所
【注音】liúlíshīsuǒ

【释义】流离: 亲人离散, 流落他乡; 失

所 : 失去安身的地方。转徙离散, 没

有安身的地方。常用来形容战乱或

灾荒年月中人民生活的惨景。

【出处】《金史·完颜匡传》: “今已四

月 , 农事已晚 , 边民连岁流离失所, 扶

携道路 , 即望复业 , 过此农时, 遂失一

岁之望。”

【例句】中东战争的后果, 使很多难民

～。

【反义】安居乐业

流金铄石
【注音】liújīn shuòshí

【释义】流 : 使流动。铄 : 熔化。形容天

气酷热 , 好像可以使金石熔化一样。

【出处】《南齐书·东昏侯本纪》: “时暑

赫曦 , 流金铄石。”

【例句】这个鬼天 , 真是 ～。

【反义】滴水成冰

流连忘返
【注音】liúlián wànɡfǎn

【释义】指留恋美好的景致或事物而舍

不得离去。

【出处】《孟子·梁惠王下》: “从流下而

忘反 ( 返 ) 谓之连。从流上而忘反

( 返) , 谓之流。”

【例句】桂林山水的秀美景色使他 ～。

【近义】乐而忘返  乐不思蜀

【反义】归心似箭

【辨析】～和“恋恋不舍”都有舍不得离

开的意思。区别在于 : ～偏重于对景

物的留恋 ; 而“恋恋不舍”语义广, 可

指一切所依恋的人、景、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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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言蜚语
【注音】liúyán fēi yǔ

【释义】流言 : 谣言。蜚 : 同“飞”。没有

根据的话。多指背后议论、诽谤或挑

拨离间的话。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魏其武安

侯列传》: “乃有蜚语 , 为恶言闻上。”

【例句】你少信那些 ～。

【近义】风言风语  蜚短流长

【反义】金玉之言  药石之言

留有余地
【注音】liúyǒu yúdì

【释义】指说话、办事不走极端 , 留下可

以回旋的地方。

【出处】清·宋用纯《治家格言》: “凡是

当留余地 , 得意不宜再科往。”

【例句】话不能说得那样绝对, 还是 ～

的好。

【反义】不留余地

柳暗花明
【注音】liǔàn huāmínɡ

【释义】形容绿柳成阴、繁花似锦的景

象。比喻又是一番情景或进入一种

新的境界。

【出处】宋·陆游《游山西村》: “山重水

复疑无路 , 柳暗花明又一村。”

【例句】当人们处在最困难的时候, 总

是希望像古诗中所描写的那样: “山

重水复疑无路 , ～又一村”, 出现美好

的转机呀!

【近义】绝处逢生

【反义】山穷水尽  走投无路

六亲不认
【注音】liùqīn bùrèn

【释义】六亲: 泛指亲属。指不认所有

的亲属 , 无情无义。

【出处】冯德英《苦菜花》三: “我丢了差

事去找他 , 他不唯不帮, 反倒六亲不

认了。”

【例句】有人说他 ～, 其实他是坚持原

则 , 不徇私情。

六神无主
【注音】liùshén wúzhǔ

【释义】六神 : 道教的说法 , 人的心、肺、

肝、肾、脾、胆 , 各有神灵主宰 , 称为六

神。后来指人的精神。形容人的精

神慌乱、焦急 , 不知如何是好。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卢太

学诗酒傲王侯》: “吓得知县已六神无

主 , 还有甚心肠去吃酒。”

【例句】发了这么大的水, 要不是政府

立即派人来援救, 大家全都 ～, 傻了

眼了。

【反义】泰然自若  从容不迫

lonɡ

龙飞凤舞
【注音】lónɡfēi fènɡwǔ

【释义】龙 : 传说中能兴云作雨的神异

动物。凤 : 凤凰传说中的神鸟。神龙

飞腾 , 凤凰起舞。形容气势奔放雄

壮。形容书法笔势有力而活泼。

【出处】汉·张衡《东京赋》: “我世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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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白水 , 凤翔参墟。”

【例句】某书法家的字写得 ～, 天马行

空。

【近义】挥洒自如

龙马精神
【注音】lónɡmǎjīnɡshén

【释义】龙马: 骏马。像龙马一样的精

神。比喻人精神壮健。多用来称赞

老年人体魄强健, 精力旺盛。

【出处】唐·李郢《上裴晋公》: “四朝忧

国鬓如丝 , 龙马精神海鹤姿。”

【例句】这些生产上的能手, 改革中的

闯将 , 个个都具有高昂旺盛的 ～。

【近义】精力充沛

龙潭虎穴
【注音】lónɡtán hǔxuè

【释义】潭 : 深水池。龙潜藏的深渊 , 虎

居住的山洞。比喻极其险恶的地方。

【出处】《儿女英雄传》第十九回 : “你父

亲因他不是个诗书礼乐之门 , 一面推

辞 , 便要离了这龙潭虎穴。”

【例句】他是一个有胆有识的, 就是 ～

也要闯一闯。

【近义】剑树刀匕

【反义】康庄大道

龙腾虎跃
【注音】lónɡténɡhǔyuè

【释义】龙升腾, 虎跳跃。形容生气勃

勃、威武雄壮。

【出处】唐·严从《拟三国名臣赞序》圣

人受命 , 贤人受任 ; 龙腾虎跃 , 风流云

蒸 , 求之精微, 其道莫不咸系天者

也。”

【例句】足球场上 , 运动员个个如 ～。

【近义】生气勃勃

【反义】死气沉沉

龙行虎步
【注音】lónɡxínɡhǔbù

【释义】行走的姿态像龙虎一样。形容

威武庄重 , 仪态不凡。比喻诗文威严

有气势。

【出处】南朝·梁·沈约《宋书·武帝

( 刘裕) 纪上》: “刘裕龙行虎步, 视瞻

不凡 , 恐不为人下 , 宜早为其所。”

【例句】他生得仪表堂堂 , 虽说不上 ～,

但走起路来还挺像个样子。

【近义】龙骧虎视

【反义】獐头鼠目

龙争虎斗
【注音】lónɡzhēnɡhǔdòu

【释义】形容斗争或竞争非常激烈。

【出处】元·马致远《汉宫秋》: “枉以

后 , 龙争虎斗 , 都是俺鸾交凤友。”

【例句】运动会上 , 大家 ～, 都想取得好

成绩。

【近义】明争暗斗

笼中之鸟
【注音】lónɡzhōnɡzhīniǎo

【释义】比喻处境不自由的人。也指陷

于困境易于擒拿的敌人。

【出处】《曷鸟( hé) 冠子·世兵十二》:

“一目之罗 , 不可以得雀; 笼中之鸟,

空窥不出。”

【例句】合围已经完成 , 敌人如 ～, 插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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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逃。

【近义】瓮中之鳖

【反义】漏网之鱼

笼络人心
【注音】lǒnɡluòrén xīn

【释义】笼络 : 原是羁绊牲口的用具 , 引

申为用手段拉拢人 , 收买人心。耍手

段收买人心 , 使之受自己利用。

【例句】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 他想方

设法 ～。

【近义】曲意逢迎  投其所好

lou

漏网之鱼
【注音】lòu wǎnɡzhīyú

【释义】从网眼里漏掉的鱼。比喻侥幸

逃脱的人。

【出处】明·张景《飞丸记》: “他道是漏

网之鱼 , 我视他兀上之肉。”

【例句】严打中的这条 ～终被公安局逮

捕。

【近义】丧家之犬

lu

庐山真面目
【注音】lúshān zhēn miàn mù

【释义】庐山 : 我国名山, 在江西九江。

比喻事实的真相或人的本来面目。

【出处】宋代苏轼《题西林壁》诗: “不识

庐山真面目 , 只缘身在此山中。”

【例句】做了很久的朋友, 今天才算认

清了这个伪君子的 ～。

【近义】本来面目

炉火纯青
【注音】lúhuǒchún qīnɡ

【释义】古时道家炼丹, 炉中火焰由红

色转为纯青色时成功。比喻达到纯

熟完美的境界。

【出处】《孽海花》第二十五回 : “到了现

在 , 可已到了炉火纯青的气候, 正是

弟兄们各显身手的时期。”

【例句】毛泽东自己修改文章时, 连标

点也不放松 , 他的文章达到了千锤百

炼 , ～的地步。

【近义】出神入化

【反义】羽毛未丰

【辨析】～和“出神入化”都可指达到的

境界很高。区别在于 : ～可用于学术

修养方面 ; 而“出神入化”只能形容技

艺高超、神妙。

鲁莽从事
【注音】lǔwǎnɡcónɡshì

【释义】鲁莽: 粗鲁莽撞; 从事: 做事。

指做事草率 , 不谨慎 , 不细致。

【例句】像你这样 ～, 好事都会办成坏

事。

【近义】草率从事

【反义】胆大心细

鲁莽灭裂
【注音】lǔmǎnɡmièliè

【释义】鲁莽 : 粗鲁。灭裂 : 轻率。说话

做事草率冒失 , 粗鲁莽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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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庄子·则阳》: “君为政焉勿卤

葬 , 治民焉勿灭裂。”

【例句】他是一个 ～的人。

【近义】粗枝大叶  粗心大意

【反义】谨言慎行  计深虑远

鹿死谁手
【注音】lùsǐshuís hǒu

【释义】鹿 : 指争夺对象, 比喻政权。原

指不知政权落到谁的手中。后指在

争斗或竞赛中 , 不知道谁能获胜。

【出处】《晋书·石勒载记》: “勒巴飨酒

酣 , 笑曰 : ‘朕若逢高皇 ( 汉高祖刘

邦) , 当北面而事之 , 与韩彭竞鞭而争

先耳 ; 脱遇光武 ( 汉光武帝刘秀 ) , 当

并驱于中原 , 未知鹿死谁手! ’”

【例句】中国女排和苏联女排今天比

赛 , 两强相遇 , ～, 真难以预料了。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注音】lù jiàn bùpínɡ, bádāo xiānɡ

zhù

【释义】路上遇见不公平的事情, 就拔

出刀来帮助被欺负的一方。形容为

人正直 , 见义勇为。

【出处】元·张国宾《合汗衫》四折 : “道

我是个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义士。”

【例句】他性情刚烈 , 为人正直 , 常有 ～

的义举。

【近义】见义勇为  挺身而出

【反义】袖手旁观  见死不救  坐山观

虎斗

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
【注音】lùyáo zhīmǎ lì, rìjiǔ jiàn rén

xīn

【释义】路途远了才知道马的脚力如

何 , 时间久了才知道人心的好坏。指

对事物要长期观察、检验, 才能见其

真假高低和优劣。

【出处】元·无名氏《争报恩》一折 : “若

有些儿好歹, 我少不得报答姐姐之

恩 , 可不道路遥知马力 , 日久见 人

心。”

【例句】～。与他相处久了才知道他的

真正价值。

【近义】自吹自擂

【反义】不露圭角  大智若愚  功成不

居

碌碌无为
【注音】lùlùwúwéi

【释义】碌碌 : 平庸。没有能力 , 无所作

为。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酷吏列

传》: “九卿碌碌奉其官 , 救过不赡 , 何

暇论绳之外乎?”

【例句】他几十年来有不少建树, 怎能

说是 ～呢?

【近义】无所作为  一无所为

【反义】大有作为  出类拔萃

戮力同心
【注音】lùlìtónɡxīn

【释义】戮力: 并力, 合力 ; 同心 : 思想一

致 , 很齐心。指齐心合力 , 团结一致。

【出处】《左传·成公十三年》: “昔逮我

献公及穆公相好, 戮力同心, 申之以

盟誓。”

【例句】全国各族人民 ～, 才是实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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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反义】离心离德

lü

屡见不鲜
【注音】lǚjiàn bùxiān

【释义】屡 : 多次。鲜: 本指新杀的禽

兽 , 引指新鲜。对于常客就不必宰杀

禽兽来款待了。后来指多次看见就

不觉得新奇。

【出处】鲁迅《而已集·略谈香港》: “第

三条是“搜身”的纠葛 , 在香港屡见不

鲜。”

【例句】在改革开放的今天, 中国农民

自费出国考察已是 ～的事情。

【近义】司空见惯  不一而足  不足为

奇 习以为常  家常便饭

【反义】少见多怪  触目惊心  蜀犬吠

日

屡教不改
【注音】lǚjiào bùɡǎi

【释义】屡 : 多次, 一次又一次; 教 : 教

育。经过多次教育 , 仍然不改正。

【例句】那些 ～的罪犯, 终于逃不脱法

律的惩处。

屡试不爽
【注音】lǚshìbùshuǎnɡ

【释义】爽 : 差错。经过多次试验都没

有差错。

【出处】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冷

生》: “拱手谢曰: ‘适忙不遑下骑, 勿

罪。’言未已 , 驴已蹶然伏道上, 屡试

不爽。”

【例句】这种草药能治疗高血压病, 对

人体又没有任何副作用, 我们 ～, 所

以你是不应该怀疑的。

屡战屡败
【注音】lǚzhàn lǚbài

【释义】屡 : 多次。多次战斗多次失败。

指每战必败。

【出处】唐·房玄龄等《晋书·桓温

传》: “时殷浩至洛阳修复园陵, 经涉

数年 , 屡战屡败 , 器械都尽。”

【例句】敌人在战场上 ～, 在谈判桌上

也未捞到便宜。

【反义】百战百胜

履险如夷
【注音】lǚxiǎn rúyí

【释义】履 : 踩 , 行走。夷 : 平 , 平地。走

在险峻的地方像走在平地上一样。

比喻身处险境而毫不畏惧。

【出处】欧阳山《苦斗》四十九 : “愿你福

星高照 , 履险如夷! ”

【例句】训练有素的消防队员攀登危

楼 , ～。

【近义】临危不惧

luɑn

乱箭攒心
【注音】luàn jiàn cuán xīn

【释义】攒 : 聚集。一阵乱箭射在心窝

处。比喻内心极端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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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二

十 : “二子一见 , 犹如乱箭攒心, 放声

号哭。”

【例句】听到丈夫亡故的消息, 妻子如

～, 顿时昏了过去。

【近义】万箭攒心

乱七八糟
【注音】luàn qībāzāo

【释义】形容非常杂乱 , 毫无条理。

【出处】清·吴趼人《发财秘诀》四回:

“只见床前放着一只衣箱, 就将衣箱

面做了桌子 , 上面乱七八糟堆了些茶

壶、茶碗、洋灯之类 , 又放着几本书。”

【例句】走进屋子 , 到处摆得 ～, 一看就

知道主人不善于收拾。

【近义】经纬万端  横七竖八  杂乱无

章 杂七杂八

【反义】有条有理  井然有序  一丝不

紊 井井有条  有条不紊

lüe

略高一筹
【注音】lüèɡāo yīchóu

【释义】筹 : 筹码 , 用竹木等制成的记数

用具。相比起来略为高过一码。指

比较之下 , 稍强一点。

【出处】清·蒲松龄《聊斋志异·辛十

四娘》: “小生所以忝 ( tiǎn) 出君上

者 , 以起处数语 , 略高一筹耳。”

【例句】鲁迅《两地书》四: “我这‘兄’

字的意思 , 不过比直呼其名 ～, 并不

如许叔重先生所说, 真含有‘老哥’的

意义。”

【近义】道高一尺 , 魔高一丈

【反义】望尘不及

略迹原情
【注音】lüèjīyuán qínɡ

【释义】略 : 省简。原 : 原谅。撇开表面

的事实 , 从情理上加以原谅。

【出处】鲁迅《我之节烈观》: “万一幸而

遇着宽厚的道德家 , 有时也可以略迹

原情 , 许他一个烈字。

【例句】对于老刘这件事 , 我们已 ～, 具

体分析他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是不

自觉地犯下了错误。

掠人之美
【注音】lüèrén zhīměi

【释义】掠 : 夺取; 人之美 : 别人的美名。

指夺取别人的功劳或声誉占为己有。

【出处】宋·王訧《野客丛书·龚张对

上无隐》: “汤以宽对, 不掠人之美以

自耀。”

【例句】他的论文虽在国际上得了奖,

但有 ～的嫌疑。

【近义】贪天之功

【反义】成人之美

lun

论功行赏
【注音】lùn ɡōnɡxínɡshǎnɡ

【释义】评论功劳的大小, 给予一定的

奖赏。

【出处】汉·傅訮《谏曹公南征》: “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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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且按甲寝兵 , 息军养士, 分士定

封 , 论功行赏。”

【例句】这次行动他表现得最为出色,

可是 ～却没有他的份, 这真叫人纳

闷。

【近义】赏罚严明

论资排辈
【注音】lùn zīpái bèi

【释义】论 : 根据 ; 资 : 资历 , 资格 ; 辈 : 大

小或者前后顺序。根据资历深浅、辈

分的大小决定级别、待遇的高低。

【例句】在用人上, 要敢于打破 ～的观

念。

luo

锣鼓喧天
【注音】luóɡǔxuān tiān

【释义】喧 : 声音大而杂乱。敲锣打鼓,

声响震彻云天。原形容古代战场两

军相搏 , 声势震人。现也形容欢庆气

氛热烈。

【出 处】元 · 关 汉 卿 《单 鞭 夺 槊

( shuò) 》四折 : “早来到北邙 ( mánɡ)

前面 , 猛听的锣鼓喧天。”

【例句】大街小巷 , ～, 人们正在庆祝我

国奥运健儿的胜利。

【近义】急管繁弦  吹吹打打

【反义】万籁俱寂  悄然无声

【辨析】～和“欢声雷动”都形容热烈欢

庆的程度。但是“欢声雷动”比 ～的

范围要大 , 程度要深。

荦荦大端
【注音】luòluòdàduān

【释义】荦荦 : 明显, 分明。端 : 项目。

明显的要点或主要的项目。

【出处】梁启超《变法通议》: “今之言变

法者 , 其 ～, 必曰练兵也, 开矿也, 通

商也。”

【例句】我们要提高教学质量 , 其 ～, 不

外乎整顿教学秩序 , 强化师资力量。

洛阳纸贵
【注音】luòyánɡzhǐɡuì

【释义】比喻作品风行一时 , 广为流传。

【出处】唐·房玄龄等《晋书·左思

传》: “左思用十年时间, 写成《三都

赋》, 大家竞相传写 , 洛阳为之纸贵。”

【例句】为求知识 , 求学历 , 风行一时的

职业教育热 , 使得各种大中专教材出

版量和发行量一时间猛增 , 真有 ～的

势头。

【近义】风行一时  不胫而走

【辨析】～和“风行一时”意义相同 , 它

们的主要区别是; ～仅用于文学作

品 ; 而“风行一时”没有这样的限制。

络绎不绝
【注音】luòyìbùjué

【释义】络绎 : 前后相接 , 连续不断。形

容过往人马或车辆连接不断。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

“舟楫聚泊 , 如蚂蚁一般。车音马迹 ,

日夜络绎不绝。”

【例句】今天是星期日, 到这里参观的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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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川流不息  车水马龙  连绵不

绝 源源不绝  南来北往  联翩而

至 接二连三  接连不断  接踵而

至

落花流水
【注音】luòhuāliúshuǐ

【释义】像落下的花, 流走的水一样。

形容残春景象。也比喻零乱或惨败

的景象。

【出处】唐·李群玉《奉和张舍人送秦

炼师归岑公山》: “兰浦苍苍春欲暮,

落花流水怨离琴。”

【例句】数万金兵被岳家军打得 ～, 仓

皇而逃。

【近义】溃不成军  一败涂地  一败如

水

落荒而逃
【注音】luòhuānɡér táo

【释义】落荒 : 离开大路, 走向荒野。形

容战败后惊慌逃命。也泛指失败后

溜走。

【出处】《短论两篇·失败是个未知

数》: “有一位英国将军在战场上吃了

败仗 , 落荒而逃。”

【例句】那人好像一个挨了打的狗, 夹

着尾巴 ～。

落井下石
【注音】luòjǐnɡx iàshí

【释义】别人掉进井里 , 不但不救 , 反而

往井下投石。比喻乘人之危加以陷

害。

【出处】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落陷阱, 不一引手救, 反挤之,

又下石焉者 , 皆是也。”

【例句】他对你纵有深仇大恨, 也不该

～。

【近义】乘人之危  雪上加霜

【反义】雪中送炭  济困扶危

落落大方
【注音】luòluòdàfānɡ

【释义】落落: 坦率开朗的样子。形容

举止洒脱自然 , 大大方方。

【出处】杜雍却不推辞 , 将通身换了 , 更

觉落落大方。

【例句】他态度潇洒, ～。

【近义】豁达大度

【反义】扭扭捏捏  矫揉造作

【辨析】～和“雍容大方”都有举止大方

之意。区别在于 : ～另有自然、洒脱

之意 ; 而“雍容大方”另有文雅、从容

的含义。

落落寡合
【注音】luòluòɡuǎhé

【释义】落落 : 孤独 , 不合群的样子。

寡 : 少。孤孤单单 , 很难合群。

【出处】明·名教中人《好逑传》: “母亲

石氏 , 随父在任, 因铁公子为人落落

寡合 , 见事又敢作敢为 , 恐怕招惹, 所

以留在家下。”

【例句】清·石玉昆《三侠五义》: “原来

此人姓杜名雍, 是个饱学儒流, 一生

性气刚直 , 又是个 ～之人。”

【近义】孤芳自赏

【反义】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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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霞孤鹜
【注音】luòxiáɡūwù

【释义】指傍晚时美景。

【例句】晚饭后我们在湖畔漫步, 但见

～, 那如画的景色 , 使人流连忘返。

落叶知秋
【注音】luòyèzhīqiū

【释义】看到植物落叶 , 便知秋天来临。

【出处】汉·刘安《淮南子·说山》: “见

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

【例句】银行、商行连续倒闭, ～, 经济

大萧条快要来临啦!

【近义】见微知著

【反义】一叶障目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注音】luò huā yǒu yì, liú shuǐwú

qínɡ

【释义】一方有意, 另一方无情。多指

男女情爱。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五

十回·温州龙翔竹庵士皀禅师》: “落

花有意随流水 , 流水无情恋落花。”

【例句】小明对蔷儿一见钟情, 不能自

拔 , 但 ～, 蔷儿早已另有所属了。

落叶归根
【注音】luòyèɡuīɡēn

【释义】树叶落到树根旁。比喻事物有

一定的归宿。多指客居异乡的人 , 最

终还是要回归本乡本土。

【出处】明·王世贞《鸣凤记》: “落叶归

根 , 丰城剑回。”

【例句】有多少在异国他乡漂泊半生的

老华侨 , 临终前叮嘱儿女将其骨灰撒

到神州大地上 , 他们想 ～。

【近义】故土难离

【反义】流离失所

落拓不羁
【注音】luòtuòbùjī

【释义】落拓 : 不受约束或行为散漫 ; 不

羁 : 不受束缚。形容行为散漫, 不受

拘束的样子。

【出处】宋·刘斧《春琐高议》: “韩湘字

清夫 , 文公侄也 , 落魄( 拓) 不羁 , 醉则

高歌。”

【例句】因为他那 ～的性格, 所以今年

已经 35 岁了 , 仍然是个单身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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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痹大意
【注音】mábìdàyì

【释义】麻痹 : 一种病态 , 某一部分肢体

丧失知觉或运动功能。比喻对事物

不敏感 , 失去警觉 , 疏忽大意。

【出处】巴金《坚强战士》: “我要当心,

不能麻痹大意 , 我应当找个隐蔽的地

方。”

【例句】在这样的天气、这样的路上开

车 , 只要有丝毫的 ～, 就可能出事故。

【近义】粗心大意  善游者溺  高枕而

卧 马放南山

【反义】有备无患  居安思危  安不忘

危

麻木不仁
【注音】mámùbùrén

【释义】不仁: 感觉不灵或没有感觉。

肢体麻木 , 没有感觉。比喻对外界事

物没有反应或漠不关心。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班

超传》: “衰老被病 , 头发无黑, 两手不

仁。”

【例句】灾情如此严重, 那些富翁仍不

肯解囊救济 , 真是 ～。

【近义】无动于衷  漠然置之  漠不关

心

【反义】体贴入微  如醉如痴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注音】máquèsuīxiǎo, wǔzànɡ jù

quán

【释义】俱 : 都。比喻某一事物的规模

虽小 , 所具有的内容却很齐全。

【例句】～, 这家医院虽小 , 但各种医疗

设备十分齐全。

【近义】一应俱全

【辨析】“俱”不可写作“具”。

马不停蹄
【注音】mǎbùtínɡtí

【释义】马不停下脚步。形容不间断地

进行。

【出处】元·王实甫《丽堂春》二折 : “赢

的他急难措手 , 打的他马不停蹄。”

【例句】他刚出差回来, 又 ～地去了厂

里。

【近义】快马加鞭  昂首阔步

马革裹尸
【注音】mǎɡéɡuǒs hī

【释义】革 : 皮革。用战马的皮包裹战

士的尸体。指战死疆场。

【出处】《东观汉记·马援传》: “男儿要

当死于边野 , 以马革裹尸还葬耳。”

【典故】东汉时 , 北方匈奴经常侵犯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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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他们入境后烧抢掠, 无恶不作。

皇帝为此事一直忧心忡忡。匈奴善

于骑射 , 来去倏忽 , 规律不好掌握 , 又

远在北部边境 , 当得知入侵消息, 派

重兵往剿时 , 他们早已逃之夭夭了。

因此 , 自西汉以来, 一直是朝廷最头

疼的大患。

朝中有一位著名的大将, 名叫马

援。他曾经跟随光武帝刘秀南征北

战 , 立下了汗马功劳。刚建立政权不

久 , 边境便发生动乱。他率领士卒奔

赴战场 , 身先士卒 , 大破敌军 , 平定了

边境。从此 , 他的名声威震天下, 皇

帝封他为伏波将军。

可是 , 马援不肯让步 , 他向皇帝请

命道 :

“谁说臣老了? 臣的筋骨硬朗着

哩。臣常说 , 男儿当死于沙场, 以马

革裹尸还葬。今日有此机会 , 怎能退

缩呢?”

皇帝为他的精神所感动, 只好命

他为帅 , 率兵奔赴战场。后来, 他不

幸在军中病故。他死后 , 人们还是念

念不忘他的那句“男儿当死于沙场,

以马革裹尸还葬”的话 , 把它当作名

言传诵着。

【例句】志愿军战士勇敢作战 , 即使 ～,

也在所不惜。

【近义】杀身成仁

【反义】寿终正寝

马到成功
【注音】mǎdào chénɡɡōnɡ

【释义】战马一到就取得胜利。原为古

代祝愿军队出征一举得胜的话。后

形容迅速获胜或取得成效。

【出处】元·郑廷玉《楚昭公》第一折:

“管取马到成功 , 奏凯回来也。”

【例句】有总工程师坐镇指挥, 这次试

验一定能 ～。

马马虎虎
【注音】mǎmǎhǔhǔ

【释义】疏忽大意 , 随随便便。

【例句】做作业时 , 要仔细认真 , 不能随

随便便 , ～。

马首是瞻
【注音】mǎshǒu shìzhān

【释义】是 : 指示代词, 复指“马首”。

瞻 : 向前看。看着马头行事。原指作

战时看着主帅的马头以决定行动的

方向和进退。后比喻服从指挥或乐

于追随。

【出处】《左传·襄公十四年》: “荀偃令

曰 : ‘鸡鸣而驾 , 塞井夷灶, 唯余马首

是瞻。’”

【例句】这个人没有个人见解 , 唯 ～。

【近义】亦步亦趋

【反义】拒不从命

mɑi

埋没人才
【注音】mái mòrén cái

【释义】埋没 : 使显不出来 , 使不发挥作

用。有德行有才干的人没有被发现

和任用。

【例句】领导在提拔干部时决不能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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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私利而任人唯亲, 这样既 ～, 又损

害了国家利益。

【反义】人尽其才

埋头苦干
【注音】mái tóu kǔɡàn

【释义】埋头: 低头。形容专心致志勤

奋刻苦地工作。

【例句】他十余年 ～, 换回一张张大红

奖状。

【近义】艰苦奋斗

【反义】游手好闲

买椟还珠
【注音】mǎi dúhuán zhū

【释义】椟 : 木匣子。买下匣子 , 退还珍

珠。比喻没有眼光 , 取舍失当。

【出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楚人

有卖其珠于郑者 , 为木兰之椟, 缀以

珠玉 , 饰以玫瑰 , 辑以羽翠, 郑人买其

椟而还其珠。”

【典故】春秋时期 , 楚国有一个商人 , 专

门经营珠宝生意。他是一位精明人,

为使他的买卖做得更好 , 想出一个非

常巧妙的方法: 他设计一个小盒子,

盒子是由最名贵的木料制作的 , 并且

雕刻了美丽的花纹 , 然后把珠宝放在

里面去。

有一次 , 他到齐国去卖珠宝, 正好

有一个郑国人到齐国旅行。那个郑

国人看见了珠宝的盒子精致漂亮 , 就

想买。两人谈好价钱, 郑国人买了一

份。

付了钱之后 , 郑国人打开盒子, 把

里面的珠宝拿了出来 , 还给楚国商人

说 : “这个还给你吧。”商人觉得很奇

怪 , 说 : “你还是拿回去吧。”郑国人

说 : “我中意的是盒子。”楚国商人劝

着说 : “可是这珠宝的价钱要比那个

盒子的价钱多出许多倍啊。”

【例句】像这类 ～、舍本逐末的事 , 他没

有少做。

【近义】舍本逐末  本末倒置

买空卖空
【注音】mǎi kōnɡmài kōnɡ

【释义】一种商业投机行为。投机者预

料到股票、债券、外币或某些商品行

情的涨落 , 乘机买进或卖出, 到期结

算 , 从差价中获取暴利。因买卖双方

都没有实物或货款进出 , 所以称为买

空卖空。也用以比喻政治上招摇撞

骗的投机活动。

【出处】梁启超《实业与虚业》: “纯粹买

空卖空者 , 如各大通商口岸买卖金镑

银条及他种货物之人 , 有滥发纸币省

分卖买纸币之人是也。”

【例句】他们采用 ～的手段, 获取了一

大笔钱财。

卖官鬻爵
【注音】mài ɡuān yùjué

【释义】鬻 : 卖。爵 : 爵位。掌权者出卖

官职爵位 , 以聚敛财富。

【出处】后晋·张昭远、贾纬等《旧唐书

·柳泽传》: “臣窃见神龙以来, 纲纪

大坏 , 内宠专命, 外嬖制权, 因贵凭

势 , 卖官鬻爵。”

【例句】这个贪官 , 除了受贿 , 还 ～。

【近义】政以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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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身投靠
【注音】mài shēn tóu kào

【释义】出卖自己 , 投靠他人。

【出处】鲁迅《准风月谈·后记》: “我见

这富家儿的鹰犬 , 更深知明季的向权

门卖身投靠之辈是怎样的阴险了。”

【例句】为了谋取一官半职, 他不惜 ～,

甘当敌人的走狗爪牙。

【近义】降志辱身  趋炎附势  认贼作

父 卖国求荣

【反义】宁死不屈  宁为玉碎, 不为瓦

全

mɑn

蛮不讲理
【注音】mán bùjiǎnɡlǐ

【释义】态度蛮横 , 不讲道理。

【例句】谁知道那势利鬼不但不依, 还

～, 说了许多可恶的废话。也作“蛮

横无理”。

【近义】不可理喻

【反义】通情达理

瞒上欺下
【注音】mán shànɡqīxià

【释义】哄骗上级 , 欺压下属和百姓。

【例句】这些“人民公仆”～, 根本不为

国家着想。也作“欺下瞒上”。

【近义】瞒天昧地

瞒天过海
【注音】mán tiān ɡuòhǎi

【释义】比喻玩弄花招, 暗中进行放肆

的欺骗活动。

【出处】明·阮大铖《燕子笺·购幸》:

“我做提控最有名 , 瞒天过海无人问 ,

今年大比期又临。”

【例句】一边暗中大做其军火生意, 一

边却高喊和平口号, 这种 ～的伎俩,

又能欺骗谁呢?

【近义】一手遮天  瞒天昧地  移天易

日 瞒上欺下  暗度陈仓

【反义】童叟无欺

瞒心昧己
【注音】mán xīn mèi jǐ

【释义】昧 : 隐瞒。指昧着良心干坏事。

【出处】明·凌闬初《初刻拍案惊奇》卷

十五 : “僧家四大俱空, 反要瞒心昧

己 , 图人财利。”

【例句】做生意 , 不能 ～只图赚钱。

【近义】丧尽天良  伤天害理  丧心病

狂

满不在乎
【注音】mǎn bùzài hū

【释义】完全不放在心上。形容对人或

事极不在意。

【例句】对事情 ～是人取得成就的大

敌。

【近义】若无其事  漫不经心  安之若

素

【反义】郑重其事  专心一致  杯弓蛇

影 如临大敌

满坑满谷
【注音】mǎn kēnɡmǎn ɡ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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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比喻物品数量堆积, 多至不可

胜计。

【出处】《庄子·天运》: “在谷满谷, 在

坑满坑。”

【例句】今年全国粮食大丰收, 各地农

村无不 ～。

【近义】车载斗量

【反义】寥若星晨

满则招损
【注音】mǎn zézhāo sǔn

【释义】过分骄傲自满, 必然要招致损

失。

【出处】明·沈采《千金记·延访》: “谦

受益 , 满招损。”

【例句】～, 谦则受益 , 这是一句至理名

言。

【反义】谦则受益

满城风雨
【注音】mǎn chénɡfēnɡyǔ

【释义】原本形容秋天的景象, 后用于

比喻事物弄得大家都知道 , 无法保守

秘密。

【出处】宋·潘大临《寄谢无逸书》: “满

城风雨近重阳。”

【典故】宋朝时候, 有一个名叫潘大临

的诗人 , 他家庭贫困, 常常是吃了上

顿没下顿。他有点钱就买书看 , 勤奋

刻苦地学习 , 写了不少好诗, 尤其喜

欢写四季的景色。

有一年秋天, 他的一位好朋友来

信问他有没有新作的诗。他回信说:

“秋天的景物最令人陶醉, 漫出遍野

涂上了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颜色。应

该说 , 触景生情 , 能写出好的诗句来。

可是贫困却带走了我的灵感。昨天

晚上 , 我躺在床上, 听到了飒飒的秋

风拍打着树叶, 雨水洗涤着万物, 很

有情趣。于是下床提笔 , 在墙上写

道 : ‘满城风雨近重阳’, 刚写完这一

句 , 却听到‘呼呼’的敲门声, 原来是

催租的人又来了 , 真是败兴极了。现

在只好把这一句诗寄给你了, 实在对

不起。”

【例句】会考试题泄漏 , 一时闹得 ～, 有

人主张重新考一次 , 也有人主张处罚

当事人。

满腹牢骚
【注音】mǎn fùláo s āo

【释义】比喻人心中愤愤不平。

【出处】清·孙雨林《皖江血》: “说不尽

满腹牢骚 , 心中懊恼。”

【例句】他在单位上受到领导的批评,

回到家后便 ～。

【近义】满肚牢骚

【反义】心满意足

满腹疑团
【注音】mǎn fùyítuán

【释义】一肚子弄不清的疑问。指很多

弄不清的问题。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第八十七

回 : “弄得宝玉满肚疑团, 没精打采,

归至怡红院中。”

【例句】虽然他 ～, 但最终还是签了字。

【近义】满腹狐疑

【反义】坚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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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面红光
【注音】mǎn miàn hónɡɡuānɡ

【释义】满面: 整个面部。形容心情舒

畅 , 精神健旺的样子。

【例句】看样子你的身体状况很好 , ～。

【近义】容光焕发

【反义】面容憔悴

满腹经纶
【注音】mǎn fùjīnɡlún

【释义】经纶: 整理丝缕。引申为治理

国家大事。也指政治才能。比喻学

问渊博 , 才能出众。

【出处】明·冯惟敏《海浮山堂词稿·

商调集贤宾·题春图·浪里来煞》:

“论英雄何必老林泉? 满腹经纶须大

展 , 休负了苍生之愿。”

【例句】老黄是一个 ～的人。

【近义】满腹文章

【反义】胸无点墨

满腔热忱
【注音】mǎn qiānɡrèchén

【释义】热忱: 热情。心里充满了热烈

真挚的感情。

【出处】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对同志

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 而是冷冷清

清 , 漠不关心 , 麻木不仁。”

【例句】对待同事要 ～。

【近义】古道热肠  急人之难

【反义】冷若冰霜

满打满算
【注音】mǎn dǎmǎn suàn

【释义】满 : 全部的意思。全部打算在

内 , 一点亏耗都不扣, 或一点剩余都

不留。

【例句】工程师对厂长说: “原料不多

了 , ～还能够一星期生产用, 再不想

办法进原料 , 就得停工了。”

满载而归
【注音】mǎn zài ér ɡuī

【释义】载 : 装载。装得满满的回来。

比喻收获很大。

【出处】明·李贽《焚书·又与焦弱

侯》: “彼无一任不往, 往必满载而

归。”

【例句】我的兄弟在英国经商数载, 现

在 ～。

【反义】两手空空  一无所得

【辨析】“载”不可读作“zǎi”。

满招损, 谦受益
【注音】mǎn zhāo s ǔn, qiān s hòu yì

【释义】骄傲自满会招来损失, 谦虚谨

慎能得到益处。

【出处】宋·陈师道《拟御试武举策》:

“君子胜人不以力 , 有化存焉 , 化者诚

服之也。故曰 : ‘满招损 , 谦受益。’”

【例句】～, 我们应当作为座右铭。

满门抄斩
【注音】mǎn mén chāo zhǎn

【释义】抄没财产 , 全家人被处死刑。

【出处】《药》: “夏三爷儿真是乖角儿,

要是他不先告官 , 连他满门抄斩。”

【例句】在古代的刑法中 , 一人犯错 ,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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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都是 ～。

满面春风
【注音】mǎn miàn chūn fēnɡ

【释义】形容十分喜悦 , 满脸笑容。

【出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商

店披着节日的盛装 , 人们满面春风地

南来北往。”

【例句】今天是他领奖的好日子, 所以

他 ～。

【近义】喜笑颜开  喜形于色  笑逐颜

开 怡然自得

【反义】愁眉苦脸  愁眉不展

满目疮痍
【注音】mǎn mùchuānɡyí

【释义】疮痍 : 创伤 , 比喻战乱或灾害的

破坏。眼里看到的全是凄凉残破的

景象。

【出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

扬爱国主义传统》: “四十多年来的社

会主义建设 , 已经使我国改变了民生

凋敝、满目疮痍的面貌。”

【例句】旧社会 , ～, 民不聊生。

【近义】千疮百孔  民生凋敝  赤地千

里 哀鸿遍野

【反义】琳琅满目  歌舞升平

慢条斯理
【注音】màn tiáo s īlǐ

【释义】形容说话或做事慢吞吞的, 不

慌不忙。

【出处】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三十

回 : “一个风火事 , 还像寻常慢条斯礼

儿的?”

【例句】大家要节约时间, 不提倡吞吞

吐吐、～地说话。

【近义】不慌不忙  老牛破车

【反义】雷厉风行  流星赶月

漫不经心
【注音】màn bùjīnɡxīn

【释义】漫 : 指随随便便。经心: 在意,

留心。随随便便 , 不放在心上。

【出处】明·任三宅《覆耆老汪源论设

塘长书》: “连年修西北二塘, 责重塘

长而空名应役, 漫不经心, 以至渐成

大患 , 愈能捍御。”

【例句】赵玉林一边走一边说, ～地就

走回来了。

【近义】掉以轻心  心不在焉  满不在

乎 丢三落四

【反义】郑重其事  专心致志  专心一

致

漫山遍野
【注音】màn s hān biàn yě

【释义】漫 : 满。遍 : 到处。山上和原野

里到处都是。形容很多。

【出处】《三国志·孙恒传》: “备军众甚

盛 , 弥山盈谷。”

【例句】站在山上 , 向下望去, ～都是红

色的枫叶。

【近义】满坑满谷  比比皆是

【反义】寥寥无几  寥若星辰

漫天要价
【注音】màn tiān yào jià

【释义】漫天 : 弥漫天空 , 引申为无边无

垠。形容无限制地要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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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十四

回 : “这个正合着古语 , ‘瞒天要价 , 就

地还钱。’”

【例句】小商贩扯着嗓门 ～, 令人吃惊

而又厌恶。

【近义】狮子开口

【反义】就地还钱

漫无边际
【注音】màn wúbiān jì

【释义】漫 : 广泛。范围广大, 无边无

际。比喻说话写文章离题很远 , 抓不

住中心。

【出处】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

话》第二十四章: “( 徐世昌 ) 只向黎

( 元洪) 说了一些海阔天空、漫无边际

的话。”

【例句】这篇文章写不好 , ～, 不知道什

么是中心。

【近义】不知所云  一望无际  不着边

际

mɑnɡ

芒刺在背
【注音】mánɡcìzài bèi

【释义】芒刺: 植物茎叶、果实上的细

刺。芒刺扎在背上。比喻心中惶恐,

非常不安。

【出处】汉·班固《汉书·霍光传》: “宣

帝始立 , 谒见高庙 , 大将军光从骖乘,

上内严惮之 , 若有芒刺在背。”

【近义】如坐针毡  心惊胆战  惶恐不

安 忐忑不安

【反义】泰然自若  悠然自得

芒然自失
【注音】mánɡrán zìshī

【释义】心中迷惘不安, 自感好像失去

了什么似的。

【出处】《庄子·说剑》: “此剑一用, 匡

诸侯 , 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剑也。文

王芒然自失。”

【例句】考试后 , 他 ～地回到家中。

【近义】茫然若失

【反义】泰然自若

忙里偷闲
【注音】mánɡlǐtōu xián

【释义】偷闲: 挤出空闲时间。在繁忙

中挤出点空闲时间。

【出处】宋·梅尧臣《和公仪龙图戏

勉》: “岂意来嘲饭颗句, 忙中唯此是

偷闲。”

【例句】朱自清《论严肃》: “民间文学是

被压迫的人民苦中作乐 , ～的表现。”

【近义】见缝插针

盲人摸象
【注音】mánɡrén mōxiànɡ

【释义】盲人 : 瞎子。佛经故事说 , 几个

瞎子摸象 , 摸到腿的说大象像柱子;

摸到身子的说像一堵墙 ; 摸到尾巴的

说像一条蛇。比喻看问题片面。

【出处】鲁迅《这也是生活》: “于是所见

的人或事 , 都如盲人摸象。”

【例句】看问题时以偏概全, 那就像 ～

一样 , 是得不到正确认识的。

【近义】扣�1扪烛 坐井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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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瞎马
【注音】mánɡrén xiāmǎ

【释义】瞎人骑着瞎马。比喻胡冲乱

闯 , 危险到极点。

【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排调》: “盲人骑瞎马, 夜半临深

池。”

【例句】要调查研究 , 不能 ～地乱干。

【近义】危在旦夕

【反义】轻车熟路

茫无头绪
【注音】mánɡwútóu xù

【释义】茫 : 模糊不清 , 纷乱。指摸不着

事情的一点线索, 不知从何着手。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七十九回 : “到底是哪一件事?

这样茫无头绪的, 叫我从何说起! ”

【例句】昏睡了几天几夜 , 他头脑里 ～。

【近义】扑朔迷离  错综复杂

【辨析】“茫”不可写作“芒”。

茫然若失
【注音】mánɡrán ruòs hī

【释义】茫然 : 完全不知道的样子 , 或失

意的样子 ; 若失: 好像失去了什么东

西。形容精神恍惚 , 若有所失。

【出处】《列子·仲尼》: “子贡茫然自

失。”

【例句】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活结束了,

我望着熟悉的校园 , 思绪万千 , ～。

mɑo

猫鼠同眠
【注音】māo s hǔtónɡmián

【释义】猫和老鼠睡在一起。比喻上司

纵容下属干坏事, 或互相包庇干坏

事。

【出处】《金瓶梅》七十六回: “一个使的

丫头 , 和他猫鼠同眠, 惯的⋯⋯不管

好歹就骂人。”

【例句】与坏人同流合污 , 就等于是 ～。

【反义】大法小廉

毛骨悚然
【注音】máo ɡǔsǒnɡrán

【释义】毛 : 毛发。骨: 指脊梁骨。悚

然 : 害怕的样子。毛发竖起, 脊梁骨

发冷。形容非常恐惧。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八十九

回 : “朵思见之 , 毛发耸然, 回顾孟获

曰 : ‘此乃神兵也! ’”

【例句】篝火熄灭后, 我们正准备回帐

篷睡觉 , 忽然从树林深处传来凄厉的

叫喊声 , 我们不禁 ～。

【近义】心惊胆战  不寒而栗  栗栗危

惧 毛耸骨立

【反义】无所畏惧  泰然自若  神色不

惊

毛遂自荐
【注音】máo s uìzìjiàn

【释义】荐 : 推举。如同毛遂那样主动

自我推荐承担某件事。后用以比喻

自告奋勇、自己推荐。

【出处】茅盾《劫后拾遗》: “这押送的差

使 , 大概只好我来毛遂自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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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谁能 ～, 和我一起去洽谈这项

业务?

【近义】自告奋勇  挺身而出

【反义】推三阻四  善贾而沽  待价而

沽

茅塞顿开
【注音】máo sèdùn kāi

【释义】茅塞 : 被茅草塞住。顿开 : 顿时

开通。好像被茅草堵塞的心胸顿时

被打开了。比喻立刻理解、明白。

【出处】《孟子·尽心下》: “山径之蹊,

间介然用之而成路; 为间不用, 则茅

塞之矣。”

【例句】正当我困惑不解的时候, 他一

句话使我 ～。

【近义】如梦初醒  豁然开朗  恍然大

悟 豁然贯通

【反义】一窍不通  茫然不解

冒名顶替
【注音】mào mínɡdǐnɡtì

【释义】假冒别人的名义去做事, 或窃

取权利、地位。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二十五

回 : “你走了便也罢 , 却怎么绑些柳树

在此冒名顶替?”

【例句】这个 ～的骗子终于现出了原

形。

冒天下之大不韪
【注音】mào tiān xiàzhīdàbùwěi

【释义】冒 : 冒犯, 不顾。不韪 : 过错 , 不

是。公然敢做天下人都认为不对的

大坏事。

【出处】孙中山《北伐时期之函电》: “务

立异以求自全, 充此一念, 遂冒天下

之大不韪而不恤, 其心虽鸷, 其胆则

怯。”

【例句】他们竟敢 ～, 放肆地推行种族

歧视政策。

貌合神离
【注音】mào héshén lí

【释义】外表上亲密而实际上各怀二

心。形容没有诚意。

【出处】清·夏敬渠《野叟曝言》一百一

十五回 : “若好不合, 则不和 , 不和则

离 , 虽克竭敬爱, 而貌合情离, 与从夫

之义悖矣。”

【例句】他们夫妻二人多年来 ～, 离婚

之后 , 都感到心灵得到了解脱。

【近义】貌合情离  貌合神离  同床异

梦 离心离德

【反义】同心同德  情投意合  患难与

共 心心相印

貌似强大
【注音】mào s ìqiánɡdà

【释义】表面上好像很强大。

【例句】入侵者 ～, 但在当地军民的抗

击下 , 很快便暴露出外强中干的本

质。

【近义】外强中干

mei

没大没小
【注音】méi dàméi xiǎ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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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指不分长幼 , 不讲礼貌。

【出处】《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五回 : “生

生把个丫头惯的恁没大没小 , 上头上

脸的。”

【例句】阿真嫂抱怨道: “如今的年轻

人 , ～的 , 连父亲的名字也随便喊。”

没精打采
【注音】méi jīnɡdǎcǎi

【释义】采 : 精神。形容精神萎靡不振。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二十三

回 : “小红待要过去, 又不敢过去, 只

得悄悄向潇湘馆 , 取了喷壶而回; 无

精打采 , 自回房内躺着。”

【例句】小明 ～地回到家里, 原来是挨

了老师的批评。

【近义】萎靡不振  垂头丧气  灰心丧

气

【反义】神采奕奕  精神抖擞

没完没了
【注音】méi wán méi liǎo

【释义】完 : 完结; 了 : 了结。没有一个

完结的时候。

【例句】他一喝酒 , 说起话来就 ～。

【反义】戛然而止

眉飞色舞
【注音】méi fēi sèwǔ

【释义】形容十分高兴、得意的神情。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三十

二回 : “余荩臣一听‘明保’二字 , 正是

他心上最为关切之事, 不禁眉飞色

舞。”

【例句】他一谈到自己每次考试都是名

列第一时 , 就 ～。

【近义】笑逐颜开  喜笑颜开

【反义】闷闷不乐  垂头丧气

眉开眼笑
【注音】méi kāi yǎn xiào

【释义】开 : 舒展。形容十分高兴的样

子。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 “孙悟空

在旁闻听 , 喜得他抓耳挠腮, 眉开眼

笑。”

【例句】当他得知妻子顺利分娩的消

息 , 高兴得 ～。

【近义】笑逐颜开

【反义】愁眉不展

眉清目秀
【注音】méi qīnɡmùxiù

【释义】眉、目 : 泛指容貌; 清、秀 : 秀丽

而不俗气。形容容貌清俊秀丽。

【出处】元·李直夫《合同文字》第一

折 : “有个孩儿唤做安住, 今年三岁,

生得眉清目秀 , 是好一个孩儿也。”

【例句】小侄女长得 ～, 非常惹人喜爱。

【反义】其貌不扬  面目可憎

眉来眼去
【注音】méi lái yǎn qù

【释义】指用眼睛传递情意。

【出处】宋·辛弃疾《稼轩词·卷二·

满江红》: “落日苍茫 , 风才定 , 片帆无

力。还记得 , 眉来眼去 , 水光山色。”

【例句】你不要和小强 ～, 他不是一个

好青年。

【近义】眉目传情  暗送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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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头一皱, 计上心来
【注音】méi tóu yīzhòu, jìshànɡxīn

lái

【释义】形容一下子想出了办法。

【出处】元·马致远《汉宫秋》一: “眉头

一纵 , 计上心来。只把美人图点上些

破绽 , 到京师 , 必定发入冷宫 , 教他受

苦一世。”

【例句】所谓 ～, 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

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

【近义】灵机一动  急中生智

【反义】计穷力竭  一筹莫展

每况愈下
【注音】měi kuànɡyùxià

【释义】况 : 状况。愈 : 更加。表示越往

下情况越差。形容状况越来越坏。

【出处】《庄子·知北游》: “东郭子问于

庄子曰 : ‘所谓道, 恶乎在?’庄子曰:

‘无所不在。’东郭子曰 : ‘期而后可。’

庄子曰 : ‘在蝼蚁。’曰 : ‘何其下邪?’

曰 : ‘在訯稗。’曰 : ‘何其愈下邪?’曰:

‘在瓦甓。’曰 : ‘何其愈甚邪?’曰:

‘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 : ‘夫

子之问也 , 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

市履訰也 , 每下愈况。’”

【例句】法国报纸最近公布了一个调查

报告 , 说法国中学生的知识水平 ～。

【近义】江河日下  大势已去  今不如

昔 等而下之  急转直下  一日千

里 桑榆暮景

【反义】方兴未艾  日新月异  蒸蒸日

上 欣欣向荣  更上一层楼  百尺

竿头 , 更进一步

美不胜收
【注音】měi bùshènɡs hōu

【释义】胜 : 能够承受。收 : 接受。美好

的东西太多, 来不及一一接受或欣

赏。多指美景或艺术品极为丰富。

【出处】清·曾朴《孽海花》九回 : “清词

丽句 , 觉得美不胜收。”

【例句】蜀南竹海这地方, 风景宜人,

～。

【近义】琳琅满目

【辨析】～和“琳琅满目”都形容美好的

事物很多。区别在于: ～有“来不及

看 , 来不及一一欣赏”的意思 ; “琳琅

满目”有“满眼都是”的意思。

美轮美奂
【注音】měi lún měi huàn

【释义】轮 : 轮穂( qūn) , 古代圆形谷仓 ,

形容高大。奂 : 众多, 鲜明, 形容敞

亮。后世用以形容房屋高大华丽, 多

用来赞美新屋。

【出处】汉·戴圣《礼记·檀弓下》: “晋

献文子成室 , 晋大夫发焉。张老曰:

‘美哉轮焉! 美哉奂矣! ’”

【例句】一群高层建筑在昔日的荒滩上

拔地而起 , ～, 堪称壮观。

【近义】富丽堂皇  金碧辉煌

【反义】破烂不堪  千疮百孔

美中不足
【注音】měi zhōnɡbùzú

【释义】总体很好, 但其中还有不够完

美的地方。

【出处】《香山红叶》: “也有人觉得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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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一片好红叶 , 未免美中不足。”

【例句】这幅画怎么看都有 ～的地方。

【近义】白璧微瑕

【反义】十全十美  尽善尽美  白璧无

瑕

men

门当户对
【注音】mén dānɡhùduì

【释义】当 : 相等, 相称。对 : 匹配。门

户相当 , 互相匹配。旧指结亲的男女

的两家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相当。

【出处】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

二折 : “虽然不是门当户对 , 也强如陷

于贼中。”

【例句】这对新夫妇, 都在工厂工作 , 可

说是 ～。

【近义】门户相当

【反义】齐大非耦

门户之见
【注音】mén hùzhījiàn

【释义】门户: 派别。见 : 看法 , 意见。

学术或艺术领域因派别而产生的成

见。

【出处】范文渊《贯彻“百家争鸣”方针

的关键》: “我们有些学术问题的批评

和讨论 , 离开这种积极意见, 变成了

门户之见 , 意气之气。”

【例句】他不存 ～, 虚心向各位老先生

请教 , 注重吸收各流派的长处。

【近义】入主出奴

门可罗雀
【注音】mén kěluóquè

【释义】罗 : 捕鸟的网。门口可以张网

捕雀。形容门庭冷落 , 宾客稀少。

【出处】周·鬻熊《鬻子》: “禹当朝政 ,

门可以罗雀。”

【例句】这几天因为刮风下雨, 生意清

淡 , ～。

【近义】门庭冷落

【反义】门庭若市  车马盈门  人来人

往 宾客迎门

【辨析】～和“门庭冷落”都表示冷落、

宾客少的意思。但是 ～是夸张性成

语 , 语义较重 ; 而“门庭冷落”是直陈

性成语 , 语义较轻。

门庭若市
【注音】mén tínɡruòs hì

【释义】庭 : 庭院。门前和庭院里像集

市一样。形容来的人很多。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齐策一》:

“群臣进谏 , 门庭若市。”

【典故】战国时期的齐国大夫邹忌, 长

得很漂亮, 对这点, 他十分自信。一

天 , 他穿戴整齐, 对着镜子 , 欣赏自己

的仪表风度 , 感到十分满意, 问站在

身边的妻子 , 说 : “依你看 , 我与城北

徐公 , 谁更漂亮?”

她妻子说 : “当然你漂亮, 城北徐

公哪比得上你呀。”

邹忌为了进一步得到验证 , 又问他

的小妾 , 说 : “你说说看, 我与城北徐

公比较 , 谁更漂亮一些?”

小妾不假思索便回答说: “还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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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 , 城北徐公当然也很漂亮, 但和

您比起来 , 他可就差多了。”

第二天 , 来了一位客人, 邹忌与客

人饮酒闲聊。谈话中, 邹忌觉得应该

听听客人对他长相的评价 , 便问 : “您

可以直率地谈谈, 我与城北徐公比

较 , 谁更漂亮?”

客人呷了一口酒, 仔细端详邹忌

好一会 , 才说: “我以为, 还是您更漂

亮。”

过了几天 , 城北徐公来拜访邹忌,

邹忌经过观察 , 觉得事实上, 徐公作

为齐国的闻名美男子, 确实当之无

愧 , 比自己漂亮多了。事后, 他分析

他的妻子、小妾和宾客的心理, 悟出

了他们不能实事求是的原因。他自

言自语地说 : “妻子说我漂亮是因为

爱我 , 小妾说我漂亮是惧怕我, 而客

人则是因为有求于我 , 所以他们都不

肯或不愿说实话呀。这种情况下 , 我

怎么能听到真实说法呢。”

第二天 , 邹忌把他悟出的道理向

齐威王作了详尽汇报 , 然后联系朝廷

大事 , 对齐威王说: “您也会有过失,

但您左右的人由于各种心理上 , 感情

上的因素不能直说, 您应鼓励他们,

让他们敢于指出您的不足才是呀。”

威王采纳邹忌的意见 , 立即下令:

“不论朝中大臣、地方官吏或平民百

姓 , 凡是能当面指出他的过失的, 给

上等奖励 ; 用书面形式反映的, 受中

等赏赐 ; 在路上谈论我的过失, 被我

知道的 , 给下等奖励。”

命令公布的最初几天, 向威王提

出各种意见的人像穿梭一样 , 宫门热

闹得如同市场 ( 群臣进谏, 门庭若

市) 。后来渐渐稀少, 直至无意见可

提 , 齐国迅速强盛起来。

【例句】我家对面新开了一家餐厅, 顾

客源源不断 , ～, 生意非常红火。

【近义】车水马龙

【反义】门可罗雀

门外汉
【注音】mén wài hàn

【释义】指对某项知识或技能还没有入

门的外行。

【出处】《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努力

使自己从门外汉变成有知识, 懂技

术 , 会管理的内行。”

【例句】既然不得不改行搞了这项工

作 , 她不愿永远做 ～, 于是一面工作 ,

一面利用边角时间学习有关业务。

扪心自问
【注音】mén xīn zìwèn

【释义】扪 : 触摸。手摸胸口自己问自

己。指自我反省。

【出处】梁启超《与上海某某等报馆主

笔书》: “此则请公等許心自问, 上流

社会人应作此语耶?”

【例句】～, 我经手这么多款项 , 从来没

有私自挪用过一分一厘。

【近义】清夜扪心  反躬自责  内视反

听

闷闷不乐
【注音】mèn mèn bùlè

【释义】闷闷: 抑郁不畅的样子。指心

情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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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十八

回 : “意欲弃( 吕) 布他往却又不忍 , 又

恐被人�笑 , 乃终日闷闷不乐。”

【例句】找不出这次试验失败的原因,

全组人员都 ～。

【近义】忽忽不乐  郁郁寡欢  忧心忡

忡 怏怏不悦

【反义】心花怒放  兴高采烈  眉飞色

舞

menɡ

蒙头转向
【注音】mēnɡtóu zhuàn xiànɡ

【释义】蒙 : 昏迷; 转向: 迷失方向。形

容头脑不清醒 , 搞不清方向。

【例句】儿子在大街上走丢了, 急得她

～。

【近义】晕头转向

蒙混过关
【注音】ménɡhùn ɡuòɡuān

【释义】蒙混: 欺骗, 隐瞒。指用欺骗、

伪装的手段达到目的。

【例句】犯罪分子妄图 ～。

蒙昧无知
【注音】ménɡmèi wúzhī

【释义】蒙昧 : 因没文化、无知识而不明

事理。形容没文化 , 无知识, 不明事

理。糊里糊涂的样子。

【例句】～的人往往却可得到安适的生

活。

【近义】愚昧无知

【反义】知书达理

蒙在鼓里
【注音】ménɡzài ɡǔlǐ

【释义】像被包在鼓里一样。喻指被人

欺瞒 , 对有关事情一无所知。

【例句】他对自己的婚事一无所知, 完

全 ～, 一切由他父亲做主。

【近义】懵懵懂懂

【反义】了若指掌

朦朦胧胧
【注音】ménɡménɡlónɡlónɡ

【释义】形容模模糊糊 , 不清楚的样子。

【例句】街道在月光雪影下 ～的, 像罩

上了一层烟雾。

【近义】模糊不清

【反义】清清楚楚

猛虎出山
【注音】měnɡhǔchūshān

【释义】像凶猛的老虎出山一样。形容

动作勇猛又快速。

【例句】武打演员一个腾越动作从幕后

翻将出来 , 姿势犹如 ～。

懵懵懂懂
【注音】měnɡměnɡdǒnɡdǒnɡ

【释义】形容糊里糊涂 , 什么也不知道。

【例句】你已二十多岁了, 怎么还是 ～

的。

【反义】一清二楚

梦寐以求
【注音】mènɡmèi yǐqi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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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寐 : 睡。睡梦中都在追求。形

容期望十分迫切。

【出处】《诗经·周南·关雎》: “窈窕淑

女 , 寤寐求之 , 求之不得 , 寤寐思服。”

【例句】茅盾《联系实际, 学习鲁迅》:

“这一切 , 也正是鲁迅所梦寐以求并

终生为之奋斗的! ”

【近义】求之不得  令人神往  大旱之

望云霓

mi

迷途知返
【注音】mítúzhīfǎn

【释义】迷失道路后, 知道回来。比喻

觉察到犯了错误而能改正。

【出处】南朝·梁·丘迟《与陈伯之

书》: “夫迷途知反( 返) , 往哲是与! ”

【典故】东汉末年 , 朝廷上下严重腐败,

汉灵帝中平元年 ( 公元 184 年 ) 爆发

了黄巾大起义 , 汉统治摇摇欲坠, 凉

州刺史董卓率军占据京师, 总搅朝

政。袁绍与族弟袁术为了躲避祸乱,

从京师出逃。袁术逃到南阳郡 ( 今河

南省南阳地区) 时 , 正值长沙 ( 今湖南

长沙) 太守孙坚杀死南阳郡太守张

咨 , 袁术便乘机占据南阳。袁术占据

了南阳郡后 , 骄奢淫乱, 胡作非为 , 百

姓十分不满。不久被袁绍与曹操的

联军打败 , 他又率军割据扬州。这

时 , 他看到汉朝已土崩瓦解, 天下大

乱 , 便想乘机做皇帝。就写信给少年

时的好友陈圭, 希望陈圭能支持他,

帮助他完成称帝大业。

陈圭得知袁术要称帝, 便竭力反

对 , 他在信中劝诫袁术说 : “我以为你

会齐心协力 , 救助汉室; 不料你却走

上邪路 , 自称皇帝。如果你迷了路还

知道返回 , 尚能避免一场祸患。”

袁术没有听从陈圭的劝告 , 终于在

寿春( 今安徽省寿县 ) 做起皇帝来。

从此 , 他过着更加骄奢淫逸的帝王生

活。在他统治下 , 老百姓困苦不堪。

不久 , 他被吕布、曹操先后打败 , 奔往

青州( 今山东省北部地区) , 在投靠他

的侄子袁谭 ( 袁绍之子) 的路上病死

了。

【例句】犯错误如人患病一样, 执迷不

悟无疑如忌药讳医, 难免病入膏肓;

～有如问药求医 , 可保身安体健。

【近义】改邪归正  悬崖勒马  痛改前

非 回头是岸  悔过自新

【反义】执迷不悟  迷而不返  顽固不

化 死心塌地  至死不变

弥天大谎
【注音】mítiān dàhuǎnɡ

【释义】弥天: 满天。形容极大。天大

的谎话。

【出处】冯德英《迎春花》十四章 : “谁撒

这个弥天大谎啊”, 胖老婆喊道, “那

可丧天良啊! ”

【例句】为了嫁祸于人, 他们竟撒了个

～。

【近义】欺人之谈

弥天大祸
【注音】mítiān dàhuò

【释义】弥天: 满天。形容极大。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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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灾祸。

【出处】元·无名氏《盆儿鬼》: “这都是

你不合自揽着这场弥天灾祸。”

【例句】遇上这场 ～, 老李痛不欲生。

【近义】灭顶之灾

靡靡之音
【注音】mǐmǐzhīyīn

【释义】靡靡 : 柔弱的。指柔弱、颓废或

淫荡的音乐。

【出处】清·蒲松林《聊斋志异·罗刹

海市》: “马即起舞 , 亦效白绵缠头 , 作

靡靡之音。”

【例句】灯光明灭的镭射厅里正播放着

～。

【反义】亡国之音

秘而不宣
【注音】mìér bùxuān

【释义】秘 : 不公开的。宣 : 声张 , 张扬。

保守秘密而不声张。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吴志传》裴

松之注引《江表传》: “密为肃( 鲁肃)

陈三策 , 肃敬受之 , 秘而不宣。”

【例句】你们的这种关系 , 我会 ～的。

【近义】守口如瓶  不露声色  不可告

人 人不知 , 鬼不觉

【反义】明火执仗  不打自招

密不通风
【注音】mìbùtōnɡfēnɡ

【释义】形容布置严密, 无空子可钻或

不走露风声。

【出处】元·纪君祥《赵氏孤儿》二折:

“必然把太平庄上兵围拥, 铁桶般密

不通风。”

【例句】晚上睡觉 , 怎么把窗子全关了?

这样 ～, 空气不能流通 , 对身体不好。

也作“密不透风”、“密不容针”。

【近义】水泄不通

密云不雨
【注音】mìyún bùyǔ

【释义】阴云密布却没有下雨。比喻恩

德或恩惠未能施及在下的人, 或指事

情虽然已经酝酿成熟 , 但还未立即发

生。

【出处】《周易·小畜》: “密云不雨, 自

我西郊。”

【例句】有消息说今年单位年终奖提高

幅度已定, 但财务部门却 ～, 迟迟没

有动作 , 未知何故。

【反义】拨云见日

miɑn

绵里藏针
【注音】mián lǐcánɡzhēn

【释义】绵 : 丝绵。丝绵里藏针。比喻

外貌和善而内心刻薄。也比喻柔中

寓刚。也作“绵里裹针”。

【出处】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十五

回 : “当日说知心 , 绵里藏针。”

【例句】这号“老实人”, ～, 整起人来心

肠格外狠毒。

【近义】笑里藏刀

【反义】刀子嘴 , 豆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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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为其难
【注音】miǎn wéi qínán

【释义】勉 : 努力, 后来指勉强。为 : 做。

勉强去做自己力所不及或不愿做的

事。

【出处】《塞上行·行幻·忆西蒙》: “晚

饭因干粮已尽, 而水又不足以煮面

片 , 乃以生羊肉泡其食。蒙人之甚

甘 , 我亦勉为其难。”

【例句】你一定要我写篇稿子, 我也只

好 ～。

【近义】强人所难

面不改色
【注音】miàn bùɡǎi s è

【释义】脸上不改变神色。形容沉着镇

定 , 不动声色。

【出处】元·秦简夫《赵礼让肥》二折:

“我这虎头寨上 , 但凡拿住的人呵 , 见

了俺 , 丧胆亡魂 , 今朝拿住这厮 , 面不

改色。”

【例句】江姐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

～, 大义凛然。

【近义】泰然自若  神色不惊

【反义】大惊失色  失魂落魄  面无人

色 面红耳赤  面如土色

面红耳赤
【注音】miàn hónɡěr chì

【释义】脸也红了, 耳朵也红了。形容

害羞或羞愧。形容过分用力。形容

着急。形容发怒。

【出处】明·凌闬初《初刻拍案惊奇·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那少年的弓,

约有二十斤重, 东山用尽平生之力,

面红耳赤 , 不要说扯满, 只求如初八

夜头的月 , 再不能够。”

【例句】小赵越说越结巴 , 急得 ～。

【反义】面不改色

面如菜色
【注音】miàn rúcài sè

【释义】脸色像青菜一样。

【出处】《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冬羔

裘 , 夏葛衣, 面有饥色。”

【例句】旧社会 , 逃荒的灾民, 个个 ～,

骨瘦如柴。

【近义】面黄肌瘦

【反义】红光满面

面面俱圆
【注音】miàn miàn jùyuán

【释义】形容在应酬中各方面都很圆

滑。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五

十七回 : 这位单道台办事一向是面面

俱到。

【例句】做他这一行生意的, 是不能不

～的。

【近义】八面玲珑

【反义】处处碰壁

面黄肌瘦
【注音】miàn huánɡjīs hòu

【释义】肌 : 肌体 , 身体。面色发黄, 身

体消瘦。形容身体衰弱消瘦的样子。

【出处】元·杨梓《霍光鬼谏》一折 : “眼

欺缩腮模样 , 面黄肌瘦形相。”

【例句】娟子这段时间 ～, 人也没有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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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 是不是病了。

【近义】骨瘦如柴  鸠形鹄面  形销骨

立 面有菜色

【反义】容光焕发  心广体胖  大腹便

便 面如凝脂

面面俱到
【注音】miàn miàn jùdào

【释义】俱 : 全 , 都。各个方面都照顾

到。也指虽照顾到各方面, 但重点不

突出。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五十

七回 : “这位单道台办事一向是面面

俱到。”

【例句】现在有一种风气不怎么好, 就

是讲起话写起文章来总是 ～, 叫人听

了半天 , 却弄不清重点在那儿。

【近义】八面玲珑  无微不至  天衣无

缝 四平八稳

【反义】挂一漏万  一鳞半甲  一鳞一

爪

面面相觑
【注音】miàn miàn xiānɡqù

【释义】觑 : 看。面对面互相看着。形

容无可奈何或束手无策的样子。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三

十七·海鹏禅师》: “毕钵岩中, 面面

相觑。”

【例句】听了他的话, 小胖和大个子 ～,

不知怎么办才好。

【近义】相顾失色

面目全非
【注音】miàn mùquán fēi

【释义】面目 : 面貌, 相貌。非 : 不是。

指面貌完全不同了, 样子完全改变

了。形容变化很大。

【出处】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

三朝要典》: “经此二借而三案之, 面

目全非矣。”

【例句】小孙子正抓着笔在画布上乱

画 , 画家即将完成的作品被涂得 ～。

【近义】面目一新  改头换面

【反义】一成不变  依然如故

面如土色
【注音】miàn rútǔsè

【释义】形容极度恐惧或沮丧, 面容失

去血色。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九十三:

“贾芹拾来一看, 吓得面如土色, 说

道 : ‘这是谁干的! 我并没得罪人 , 为

什么这么坑我?’”

【例句】小丫头把玉环给弄丢了, 吓得

～。

【近义】面无人色  面如死色

【反义】不动声色  了无惧色  面不改

色

面授机宜
【注音】miàn shòu jīyí

【释义】机宜: 应付局面的对策。当面

传授应付局面的策略、方法。

【出处】罗广斌、杨益言《红岩》十七章 :

“毛人凤今天刚去奉化, 请蒋介石面

授机宜。”

【例句】教练还在向运动员 ～。

【辨析】“授”不可写作“受”。

·115·miàn面



M  

miɑo

苗而不秀
【注音】miáo ér bùxiù

【释义】苗 : 禾苗成长。秀: 吐穗开花。

禾苗长成却不吐穗开花。比喻虚有

其表 , 或资质好而无成就。

【出处】元·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

二折 : “你原来苗而不秀。呸! 你是

个银样镴枪头。”

【例句】在文艺界混了几年 , 岁月蹉跎,

～, 至今没有像样的作品问世。

渺无人烟
【注音】miǎo wúrén yān

【释义】渺 : 辽远的样子。一眼望去 , 空

渺辽远 , 不见人影和炊烟。形容地广

人稀。

【例句】我们的导弹基地就建在这一片

原来是 ～的戈壁滩上。

妙不可言
【注音】miào bùkěyán

【释义】美妙得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形

容美妙到了极点。

【出处】宋·朱熹《朱子语论·卷十九

·论语( 语孟纲领 ) 》: “孟子文章, 妙

不可言。”

【例句】他把这杯饮料一饮而尽, 顿觉

甘香爽嗓 , ～。

【近义】妙趣横生  不可名状

【反义】兴味索然  索然无味

妙趣横生
【注音】miào qùhénɡshēnɡ

【释义】横 : 指弥漫。美妙的意趣层出

不穷。多用于对人的谈吐或文学艺

术作品的赞美。

【出处】冯玉祥《我的生活》二十七章:

“这番讲话 , 既有好教训又说得妙趣

横生 , 给我们官兵以极深刻的印象。”

【例句】小陈的讲演不但深刻严谨, 而

且 ～, 充满诗情。

【近义】妙不可言  饶有风趣

【反义】语言乏味  索然无味  兴味索

然

妙手回春
【注音】miào shǒu huíchūn

【释义】妙手: 这里指医术高明的人。

回春 : 使春天返回。指医术高明的医

生使垂危病人重获生机。

【出处】清·俞万春《荡寇志》一百一十

四回 : “天彪 , 希真齐声道 : “全仗先生

妙手回春。”

【例句】张大夫 ～, 治好了我父亲的病。

【近义】起死回生  着手成春

妙手偶得
【注音】miào shǒu ǒu dé

【释义】偶得: 偶然得到。文学素养很

深的人常常因一时的灵感取得意外

的成功。

【出处】《白杨礼赞》: “这时你会真心佩

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 若不是

妙手偶得 , 便确是经过锤炼的语言的

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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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他深思熟虑, 忽然想到恰好的

佳句 , ～, 喜之不尽。”

妙语连珠
【注音】miào yǔlián zhū

【释义】美妙精彩的妙语警句很多, 像

成串的珠子接连不断。形容语言非

常精彩。

【例句】辩论会上 , 双方辩论员 ～, 气氛

十分活跃。

【近义】妙趣横生

【反义】废话连篇

妙语如珠
【注音】miào yǔrúzhū

【释义】精妙的语言像晶莹圆润的珍

珠。形容语言非常精彩。

【例句】每当进入那种忘我的创作状态

时 , 他笔端就犹如神助 , ～。

【近义】妙语解颐

mie

灭顶之灾
【注音】mièdǐnɡzhīzāi

【释义】灭顶: 水漫过头顶。被水淹没

的灾难。比喻毁灭性的灾难或事件。

【出处】《周易·大过》: “过涉灭顶,

凶。”

【例句】坏事做绝的土豪恶霸终于遭到

了 ～。

【近义】弥天大祸

【反义】洪福齐天  福如东海

灭绝人性
【注音】mièjuérén xìnɡ

【释义】灭绝: 完全丧失。完全丧失人

的理性。指像野兽一般的极端残忍

行为。

【例句】对敌人这种 ～的兽行, 老百姓

无不恨之入骨。

【近义】伤天害理

【反义】大慈大悲

min

民不聊生
【注音】mín bùliáo s hēnɡ

【释义】聊 : 依赖, 靠。老百姓无法生活

下去。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张耳陈馀

列传》: “财匮力尽 , 民不聊生。”

【例句】1915 年广东的大水灾 , 使得饿

莩遍地、～。

【近义】生灵涂炭  民穷财尽  水生火

热

【反义】人寿年丰  民和年丰

民生凋敝
【注音】mín shēnɡdiāo bì

【释义】民生: 人民的生计。凋敝: 衰

败 , 困苦。指社会经济衰败, 人民生

活困苦。

【出处】《汉纪·武帝纪四》“当武帝之

世 , 赋役烦众 , 民力凋弊。”

【例句】辛亥革命后, 军阀混战, ～, 社

会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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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民不聊生

民以食为天
【注音】mín yǐshíwéi tiān

【释义】天 : 指关系生存的根本。人民

把食物当成头等大事。

【出处】汉·班固《汉书·郦食其传》:

“王者以民为天 , 而民以食为天。”

【例句】吃饭问题不解决, 社会就无法

稳定 , ～,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发展农

业生产。

民怨沸腾
【注音】mín yuàn fèi ténɡ

【释义】怨 : 怨恨。沸腾 : 像开水那样翻

滚。比喻群情激愤。形容人民群众

怨恨和反抗的情绪达到顶点。

【出处】清·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

十 : “王荆公行新法, 自知民怨沸腾。”

【例句】秦始皇修筑长城使得 ～。

【近义】怨气冲天  怨气满腹

【反义】地利人和  民和年丰

民脂民膏
【注音】mín zhīmín ɡāo

【释义】脂、膏 : 油脂。比喻人民用血汗

换来的财富。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九十四

回 : “库藏粮饷, 都是民脂民膏, 你只

顾侵来肥己。”

【例句】在封建社会里 , 官吏敲诈勒索,

搜刮 ～, 是司空见惯的事。

minɡ

名不副实
【注音】mínɡbùfùs hí

【释义】副 : 符合。名声和实际不相符

合。

【出处】三国·魏·刘劭《人物志·效

难》: “中情之人, 名不副实, 用之有

效。”

【例句】市场上有些“名牌”～。

【近义】有名无实  名高难副  名过其

实

【反义】名副其实  名不虚传  名下无

虚

名噪一时
【注音】mínɡzào yīshí

【释义】在某一个时期中 , 名声很大。

【例句】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 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 ～。

【近义】名震一时

【反义】声名狼藉

名垂青史
【注音】mínɡchuíqīnɡshǐ

【释义】垂 : 流传 ; 青史 : 历史古籍 , 古代

在青皮竹简上刻记大事 , 故史书把历

史称为“青史”。姓名和功绩在历史

典籍中流传下来。

【出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范蠡

三迁皆有荣名 , 名垂后世。”

【例句】只有为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的

人 , 才能 ～。

【近义】万古流芳

【反义】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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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胜古迹
【注音】mínɡshènɡɡǔjī

【释义】风景优美和有古代遗迹的著名

的地方。

【例句】中国是个有古老历史的文明古

国 , 有着许多的 ～。

【近义】名山大川

名实相符
【注音】mínɡshíxiānɡfú

【释义】名声和实际一致。

【出处】三国·曹操《与王修书》: “君澡

身浴德 , 流声本州 , 忠能成绩 , 为世美

谈 , 名实相副 , 过人甚远。”

【例句】香港是 ～的购物天堂。

【近义】名副其实

【反义】徒有虚名

名闻遐迩
【注音】mínɡwén xiáěr

【释义】名声传扬到各地, 形容名声很

大。

【出处】《魏书·崔浩传》: “奚斤辨捷智

谋 , 名闻遐迩。”

【例句】巴黎的埃菲尔铁塔 ～。

【近义】名噪一时

【反义】默默无闻

名不虚传
【注音】mínɡbùxūchuán

【释义】名 : 名声。虚: 虚假。传 : 流传。

传出的名声与实际情况相符。

【出处】元·任昱《咏西域吉诚甫》: “今

乐府知音状元, 古词林饱记记神仙,

名不虚传。”

【例句】眼前的湖光山色 , 令人陶醉 , 旅

游胜地确实 ～。

【近义】名实相副  名副其实  名下无

虚

【反义】名不副实  有名无实  名过其

实

名垂千古
【注音】mínɡchuíqiān ɡǔ

【释义】垂 : 流传。千古 : 千年万代。美

名永远流传。

【出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名垂

后世。”

【例句】雷锋同志把自己的一切都毫无

保留地奉献给人民 , 他虽死犹生 , ～。

【近义】名垂后世

名存实亡
【注音】mínɡcún shíwánɡ

【释义】名义上还存在 , 实际上已消亡。

【出处】宋·苏轼《论周东迁》: “其未亡

也 , 天下宗之 , 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

亡也。”

【例句】这家公司亏损严重 , 早已 ～了。

【近义】有名无实  名不副实

【反义】名副其实  名不虚传  名下无

虚

名副其实
【注音】mínɡfùqíshí

【释义】副 : 相称, 符合。名声与实际相

符合。

【出处】清·李绿园《歧路灯》九十回:

“就是那礼部门口有名的, 也要名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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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

【例句】四川是 ～的天府之国。

【近义】名不虚传  名副其实  名下无

虚

【反义】有名无实  名存实亡  名过其

实

名缰利锁
【注音】mínɡjiānɡlìs uǒ

【释义】缰 : 缰绳。锁 : 锁链。名和利就

像缰绳和锁链一样束缚人。

【出处】元代关汉卿《新水令》: “密爱幽

欢不能恋 , 无奈被名缰利锁牵。”

【例句】一个人能摆脱 ～的束缚, 就少

了许多烦恼。

名列前茅
【注音】mínɡlièqián máo

【释义】前茅: 古时用茅草做报警用的

旌旗、行军时举着走在队伍前头。比

喻名次排在前面。

【出处】姚雪垠《李自成》二卷十七章:

“听说二公子中了秀才, 且名列前

茅。”

【例句】他品学兼优 , 在班上 ～。

【近义】首屈一指  数一数二

【反义】名落孙山

名落孙山
【注音】mínɡluòsūn shān

【释义】孙山: 人名。名字落在孙山的

后面。指考试未中或落选。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五十

四回 : “等到出榜, 名落孙山, 心上好

不懊恼。”

【例句】他那么好的成绩, 参加高考却

～, 不知是什么原因。

【反义】名列前茅  金榜题名

名满天下
【注音】mínɡmǎn tiān xià

【释义】满 : 充满。名声遍传天下。形

容名声极大。

【出处】《管子·白心》: “名满于天下,

不若其已也。”

【例句】周恩来总理在世时就已 ～。

【反义】臭名远扬

名山大川
【注音】mínɡshān dàchuān

【释义】著名的山川河流。

【出处】《镜花缘》四十三回: “凡遇名山

大川 , 一经他眼 , 处处都是美景。”

【例句】他怀着一腔炽热之情, 游览了

祖国的 ～。

名正言顺
【注音】mínɡzhènɡyán shùn

【释义】名正 : 名义正当。言顺 : 道理上

讲得通。形容做事名义正当而且理

由充分 , 含有理直气壮的意思。

【出处】《论语·子路》: “名不正则言不

顺 , 言不顺则事不成。”

【例句】对不正之风提出批评, 这是 ～

的事 , 你不要藏头露尾的。

【近义】理直气壮  理所当然

【反义】岂有此理  理屈词穷

明察暗访
【注音】mínɡcháàn fǎn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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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察 : 仔细地看。访: 广泛询问。

公开仔细地察看 , 暗中询问、了解。

指从各个方面用不同方式做调查。

【出处】《儿女英雄传》二十七回 : “丈夫

的品行也丢了 , 她的名声也丢了, 她

还在那里贼去关门 , 明察暗访。”

【例句】这桩盗窃案, 经他 ～终于找到

了线索。

明察秋毫
【注音】mínɡcháqiūháo

【释义】明 : 指视力。察 : 仔细审视。秋

毫 : 鸟兽在秋天新长出的茸毛, 比喻

极细微的东西。形容目光锐利 , 连最

细微的东西都能看清楚。常用来形

容人很精明 , 不受欺瞒 , 能洞察事理。

【出处】《孟子·梁惠王上》: “明足以察

秋毫之末 , 而不见舆薪。”

【例句】罪犯在 ～的公安人员面前瞒不

过 , 只得老老实实地供出了实情。

【近义】洞若观火  火眼金睛

【反义】茫然不解  目迷五色

明火执仗
【注音】mínɡhuǒzhízhànɡ

【释义】仗 : 武器。点起火把, 手拿武

器。原指强盗公开抢劫。后指毫无

顾忌地做坏事。

【出处】元·无名氏《盆儿鬼》二折 : “我

在这瓦窑居住 , 做些本分生涯, 何曾

明火执仗 , 无非赤手求财。”

【例句】这伙人 ～, 真是无法无天。

【近义】明目张胆  肆无忌惮

【反义】鬼鬼祟祟  秘而不宣

明镜高悬
【注音】mínɡjìnɡɡāo xuán

【释义】明镜: 明亮的镜子。比喻明察

善恶的能力。后称颂官吏执法严明 ,

判案公允。

【出处】元·关汉卿《望江亭》四折:

“呀, 只除非天下怜, 奈天天又远, 今

日个幸对清官 , 明镜高悬。”

【例句】清官详查案情 , ～, 使沉冤得以

昭雪。

明目张胆
【注音】mínɡmùzhānɡdǎn

【释义】睁开眼睛, 放大胆量。原指有

胆有识 , 敢作敢为。后形容公然作

恶 , 毫无顾忌地干坏事。

【出处】唐·房玄龄等《晋书·王敦

传》: “今日之事 , 明目张胆 , 为六军之

首 , 宁忠臣而死 , 不无赖而生矣。”

【典故】唐朝有个叫韦思谦的人, 本名

仁约 , 由于“仁约”和武则天的老爹叶

寻的音差不多, 就废名, 用了字。他

为人刚正, 直言无忌。唐高宗时, 曾

任“监察御史”, 是个对各级官吏进行

考察的官。

在一次考察中 , 他发现了中书令褚

遂良压低地价、强买人家土地的事。

中书令是中央的大官 , 比韦思谦的官

高不说 , 且很得高宗的信任, 可韦思

谦毫无顾忌, 直接上书弹劾了褚遂

良。褚遂良也因此被朝廷撤去中书

令的职务 , 降为同州刺史。

过了一些年 , 褚遂良又恢复了中书

令的职务 , 由于怀恨在心, 就利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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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打击报复 , 把韦思谦贬到外地去当

一个小县官。许多人都很同情韦思

谦的遭遇, 劝他以后不要再得罪权

贵 , 他却坚定地对人说 : “我要做一个

正直的人 , 遇到邪恶的事情, 决不放

过。不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大丈

夫应当敢说敢为 , 明目张胆地报答国

家的恩惠 , 怎能庸庸碌碌, 只管保全

自己的妻子儿女呢! ”

【例句】他在光天化日之下 ～地干坏

事 , 却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止, 真令人

气愤。

【近义】肆无忌惮  胆大妄为

【反义】偷偷摸摸

明枪暗箭
【注音】mínɡqiānɡàn jiàn

【释义】比喻种种公开的和隐蔽的进攻

方式。

【出处】鲁迅《书信集·致章廷谦》: “但

一面也想漂流漂流, 可恶一通, 试试

我这个人究竟受得多少明枪暗箭。”

【例句】在那险恶的环境里, 做人是很

难的 , 处处是 ～, 让人防不胜防。

【近义】暗箭伤人

明哲保身
【注音】mínɡzhébǎo shēn

【释义】明哲: 明智, 通达事理。身: 自

身 , 自己。原指明智的人善于保全自

己。现指只顾个人利益, 回避矛盾,

保存自己。

【出处】《诗经·大雅·烝民》: “既明且

哲 , 以保其身。”

【例句】只要与自己无关 , 便不闻不问,

明知不对 , 也少说为佳。这是 ～的消

极态度。

【近义】洁身自好  独善其身

【反义】公而忘私  仗义执言

明争暗斗
【注音】mínɡzhēnɡàn dòu

【释义】在公开场合和暗地里都相互进

行争斗。形容双方勾心斗角的情形。

【出处】巴金《家》三: “明明是一家人 ,

然而没有一天不在明争暗斗。”

【例句】这些年来 , 他们双方 ～, 拼命扩

大自己的势力 , 闹得乌烟瘴气。

【近义】钩心斗角  龙争虎斗

【反义】同心协力  肝胆相照

【辨析】～和“明枪暗箭”都指做事不公

开。但是 ～重在指行为活动; 而“明

枪暗箭”重在指行为的方式。

明知故犯
【注音】mínɡzhīɡùfàn

【释义】故 : 故意。犯 : 违犯。明明知道

如此 , 却故意去违犯。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十

九 : “师曰 : ‘知而故犯。’”

【例句】 �条例》刚公布, 你竟干出这样

的事 , 不是 ～是什么?

【近义】知法犯法

【反义】恪守成宪

明眸皓齿
【注音】mínɡmóu hào chǐ

【释义】眼睛明亮 , 牙齿整齐洁白。

【出处】三国·魏·曹植《曹子建集·

卷三·洛神赋》: “丹唇外朗, 皓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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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 , 明眸善睐 , 靥辅承权。”

【例句】她很漂亮 , ～, 十分动人。

【近义】朱唇皓齿

【反义】青面獠牙

明媒正娶
【注音】mínɡméi zhènɡqǔ

【释义】明 : 光明正大。正 : 指合乎当时

的礼仪。旧指经媒妁和父母商定 , 以

传统仪式迎娶的婚姻。

【出处】元·关汉卿《救风尘》四折 : “现

放着保亲的堪为凭据 , 怎当他抢亲的

百计亏图 ; 那里是明媒正娶, 公然的

伤风败俗。”

【例句】他俩结婚, 没用老传统那种 ～

的方式。

【近义】明媒正配

明知故问
【注音】mínɡzhīɡùwèn

【释义】明明白白地知道某种情况, 却

还要故意问别人。

【出处】清·石玉昆《三侠五义》: “⋯⋯

见他这番光景 , 明知故问道 : ‘先生为

着何事伤心呢?’”

【例句】这是你应该做的事, 别 ～好不

好?

【近义】多此一举

【反义】不闻不问

【辨析】～和“明知故犯”都有知道还去

干之意。但“明知故犯”比较严重 ; 侧

重指故意去违犯。

明珠暗投
【注音】mínɡzhūàn tóu

【释义】把发光的珍珠投在黑暗的地

方。比喻怀才不遇或陷入歧途。也

指珍贵的物品落到不识货的人手里。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鲁仲连邹

阳列传》: “臣闻明月之珠 , 夜光之璧 ,

以訲投入于道路, 人无不按剑相眄

者 , 何则? 无因而至前也。”

【例句】卓云很有才华 , 但未被使用 , 可

惜 ～。

【近义】怀才不遇  误入歧途

【反义】敝帚自珍  善贾而沽

明知故犯
【注音】mínɡzhīɡùfàn

【释义】明 : 明白, 清楚 ; 知 : 知道, 了解 ;

故 : 故意 , 有意; 犯 : 触犯。明明知道

这样做不对 , 却故意违犯。

【出处】明·郑若庸《玉玦记·改名》:

“正是明知故犯 , ⋯⋯两三年间 , 破费

几尽。”

【例句】学校曾三令五申, 强调纪律是

维持正常教学秩序的重要保证 , 可有

些同学不以为然, ～, 多次违犯学校

的规章制度 , 严重地影响了教学工作

的正常进行。

冥思苦想
【注音】mínɡsīkǔx iǎnɡ

【释义】冥思: 深沉地思考。指绞尽脑

汁 , 苦苦思考。

【出处】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只有

蠢人 , 才是他一个人, 或者凑集一堆

人 , 不作调查 , 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

办法’, ‘打主意’。”

【例句】如果不深入生活, 只关在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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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好作品来

的。

【近义】搜索枯肠  苦心孤诣

【反义】不假思索

冥顽不灵
【注音】mínɡwán bùlínɡ

【释义】冥顽: 愚昧 , 糊涂。灵: 聪明。

形容愚昧无知。

【出处】唐·韩愈《祭鳄鱼文》: “不然,

则是鳄鱼冥顽不灵, 刺史虽有言, 不

闻不知也。”

【例句】他那个 ～的儿子, 昨天又因打

架被拘留了。

【近义】蒙昧无知

【反义】大智大勇

鸣鼓而攻之
【注音】mínɡɡǔér ɡōnɡzhī

【释义】鸣 : 使发出声音。鸣鼓: 擂鼓。

攻 : 声讨。指大张旗鼓地谴责、声讨。

【出处】《论语·先进》: “非吾徒也! 小

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近义】大张挞伐  口诛笔伐  群起而

攻之

【反义】啧啧称赞  击节叹赏

鸣锣开道
【注音】mínɡluókāi dào

【释义】敲锣开路。旧时官吏外出, 前

面有人敲锣, 叫人回避让路。也比喻

制造舆论或创造条件。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九十九回 : “大凡官府出街, 一

定是鸣锣开道的。”

【例句】他们大造舆论 , 为主子上台 ～。

【反义】轻车简从

命在旦夕
【注音】mìnɡzài dàn xī

【释义】命 : 性命; 旦 : 早晨 ; 夕: 傍晚。

性命只在早晚之间。指很快就要 死

亡。也作“命在朝夕。”

【出处】唐·陈子昂《为建安王与诸将

书》: “尽病水肿 , 命在旦夕。”

【例句】他身患绝症, 久治无效。近来

病情急遽恶化 , 已是 ～了。

【近义】行将就木

命中注定
【注音】mìnɡzhōnɡzhùdìnɡ

【释义】命运早已安排好了。迷信、宿

命论的说法。也作“命里注定。”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七:

“这是我命中注定, 该做他家的女

婿。”

【例句】人有三分口福 , 似乎都是 ～的。

miu

谬种流传
【注音】miùzhǒnɡliúchuán

【释义】谬种 : 荒谬的种子 , 指错误的言

论、著作或学术流派等。荒谬错误的

东西流传下去。

【出处】《改造我们的学习》: “其结果,

谬种流传 , 误人不浅。”

【例句】对教科书的错误必须修正, 否

则会 ～, 误人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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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以讹传讹

mo

模棱两可
【注音】mólénɡliǎnɡkě

【释义】模棱: 原作“摸棱”, 含糊不明。

两可 : 这样或那样都可以。指不明确

表示态度。

【出处】明·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

卷一·陈六事疏》: “上下务为姑息,

百事悉从委徇, 以模棱两可谓之调

停 , 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

【例句】对待原则问题要严肃认真, 不

苟且 , 不 ～。

【近义】不置可否  依违两可

【反义】斩钉截铁

摩拳擦掌
【注音】móquán cāzhǎnɡ

【释义】形容行动之前情绪高昂, 跃跃

欲试的样子。

【出处】元·关汉卿《单刀会》三折 : “但

题起厮杀呵 , 摩拳擦掌。”

【例句】众人听到消息 , 一个个 ～, 准备

大干一番。

【近义】跃跃欲试  蠢蠢欲动

【辨析】～和“跃跃欲试”都有“急切想

试试”的意思。区别在于: “跃跃欲

试”形容心里急切地想动手试试, 重

于内心 ; 而 ～侧重于神情、态度乃至

动作。

磨杵成针
【注音】móchǔchénɡzhēn

【释义】杵 : 棒槌。把铁棒磨成针。喻

指做事只要有恒心有毅力 , 肯下功夫

就能克服困难获得成功。也作“铁杵

成针”。

【出处】俗话有 : “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

成针。”

【典故】唐代大诗人李白 , 小的时候 , 很

贪玩 , 不爱学习。他的父亲为了让他

成才 , 就把他送到学堂去读书 , 可是 ,

那些经史、诸子百家的书学起来是很

困难 , 他更加不愿意学了, 有的时候

还偷偷跑出学堂去玩。

一天, 李白没有上学 , 跑到一条小

河边去玩。忽然看见一位白发苍苍

的老婆婆蹲在小河边的一块磨石旁 ,

一下一下地磨着一根铁棍。李白好

奇地问道 : “老婆婆, 您在干什么?”

“我在磨针。”老婆婆一边磨一边回

答。

“磨针! 用这么粗的铁棍磨成细

细的绣花 针。这什么时 候能磨 成

啊! ”李白脱口而出。老婆婆抬起头 ,

停下手 , 亲切地对李白说: “孩子, 铁

棒虽粗 , 可挡不住我天天磨, 滴水能

穿石 , 难道铁棒就不能磨成针吗。”

李白听了老婆婆的话 , 很受感动。

心想 : “是呀 , 做事只要有恒心, 不怕

困难 , 天天坚持做 , 什么事都能做好。

读书不也是一样吗?”李白转身跑回

学堂。

从此以后 , 他刻苦读书, 终于成为

一名著名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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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只要有 ～的毅力, 世上就没有

做不成的事。

【近义】有志者事竟成

【反义】半途而废

磨刀霍霍
【注音】módāo huòhuò

【释义】霍霍 : 象声词 , 磨刀声。原形容

磨刀出声。现常用以形容反动势力

加紧活动。

【出处】宋·敦茂倩《木兰诗》: “小弟闻

姊来 , 磨刀霍霍向猪羊。”

【例句】敌军 ～, 妄图侵占我革命根据

地。

【近义】磨砺以须  严阵以待

没世不忘
【注音】mòshìbùwànɡ

【释义】没世: 去世。到去世时也不会

忘记。

【出处】汉·戴圣《礼记·大学》: “君子

贤其贤而亲其亲 , 小人乐其乐而利其

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例句】恩师大德 , 门生等 ～。

【近义】没齿不忘  铭感不忘

【反义】忘恩负义  过河拆桥

莫测高深
【注音】mòcèɡāo s hēn

【释义】莫 : 不能。无法揣测高深的程

度。形容学问很高深。也用以讽刺

故弄玄虚以迷惑别人者。

【出处】道士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 ～的

笑笑 , 又闭目养神了。

【例句】他这人显得有点 ～。

莫此为甚
【注音】mòcǐwéi shèn

【释义】莫 : 没有什么。甚 : 厉害, 过分。

没有比这更过分更厉害的。极言达

到顶点的程度。

【出处】汉代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

“贼义残仁 , 莫此为甚。”

【例句】曹操杀了吕伯奢 , 还说“宁教我

负天下人 , 休教天下人负我”, 残忍自

私 , ～!

【近义】无可比拟  无以复加

莫可名状
【注音】mòkěmínɡzhuànɡ

【释义】名 : 说出。状 : 形容。不能用语

言形容。指难以描述。

【例句】目睹他这种无耻的行为, 一种

～的恶心使我几乎不能忍受。

莫名其妙
【注音】mòmínɡqímiào

【释义】莫 : 不能。名 : 说出。不能说出

其中的奥妙。指使人不可理解 , 摸不

着头脑。也指奇特荒谬。

【出处】清·吴趼人《近十年之怪现状》

五回 : “我倒莫名其妙 , 为甚忽然大请

客起来?”

【例句】他这篇文章写得既朦胧又杂

乱 , 使人 ～。

【近义】不可思议  如坠五里雾中

【反义】昭然若揭  显而易见

莫逆之交
【注音】mònìzhījiāo

·225· mó- mò 磨没莫



 M

【释义】莫逆 : 没有违逆或抵触。交 : 交

情 , 友谊。指情投意合, 友谊深厚的

朋友。

【出处】清·吴研人《二十年之怪现状》

一回 : “只有一个人, 是他莫逆之交。”

【例句】我和他是 ～。

【近义】八拜之交  生死之交

【反义】泛泛之交  一面之交

【辨析】～和“生死之交”都指非常要好

的朋友或深厚的友谊。但是 ～指情

投意合感情深挚的朋友、友谊; 而“生

死之交”指同生死, 共命运的朋友、友

谊 , 语意较重。

莫须有
【注音】mòxūyǒu

【释义】也许有。

【出处】《宋史·岳飞传》记载 : “狱之将

上也 , 韩世忠不平 , 诣 ( 秦 ) 桧诘其实。

桧曰 : ‘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 , 其事

体莫须有。’巨忠曰: ‘莫须有三字 , 何

以服天下?’”

【例句】狼指责小羊去年说过它的坏

话 , 这真是 ～的罪名, 当时小羊还没

有出生呢?

莫衷一是
【注音】mòzhōnɡyīshì

【释义】莫 : 不能。衷 : 断定。是 : 对 , 正

确。不能断定哪一个正确。

【出处】清·吴趼人《痛史》三回 : “议论

纷纷 , 莫衷一是。”

【例句】关于“美”的本质问题, 有诸种

界说 , 聚讼纷纭 , ～。

【近义】见仁见智  无所适从

【反义】异口同声  众口一词

莫逆于心
【注音】mònìyúxīn

【释义】心中没有抵触。指情感一致,

心意相投。

【出处】《庄子·大宗师》: “四人相视而

笑 , 莫逆于心 , 遂相与为友。”

【例句】他们两人 ～, 一个神色 , 或一个

动作 , 对方都能心领神会。

【近义】情投意合

【反义】貌合神离

莫予毒也
【注音】mòyúdúyě

【释义】莫 : 没有谁; 予 : 我 ; 毒: 危害;

也 : 语助词。没有人能危害我了。表

示可以为所欲为了。

【出处】《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晋侯

闻之而后喜可知也, 曰 : ‘莫予毒也

己。’”

【例句】小明总以为长大以后就可以不

受人管 , ～, 这个想法真是太幼稚了。

【近义】目空一切

漠不关心
【注音】mòbùɡuān xīn

【释义】漠 : 冷漠。态度冷漠, 毫不关

心。

【出处】清·李宝嘉《文明小史》四回:

“到底人家的马 , 漠不关心 , 并不当心

喂草喂料。”

【例句】对同志对朋友都应满腔热忱,

不应 ～。

【近义】不闻不问  视同路人  麻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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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反义】问长问短  无微不至

【辨析】～和“麻木不仁”都有冷漠、无

反应之意。但是 ～偏重于不关心 ; 而

“麻木不仁偏重于思想不敏锐、反应

迟钝或神情淡漠。

漠然置之
【注音】mòrán zhìzhī

【释义】漠然: 冷淡的样子。置: 搁置。

冷淡地把它放在一边。形容对人对

事不关心 , 不理睬。

【出处】《反对自由主义》: “见群众⋯⋯

不关心其痛痒 , 漠然置之, 忘记了自

己是一个共产党员。”

【例句】不顾大局, 对别人、别的部门、

别的地区的事 ～, 这是本位主义的态

度。

【近义】漠不关心

【反义】勃然变色

墨迹未干
【注音】mòjìwèi ɡān

【释义】迹 : 痕迹 , 遗迹。用墨写的字的

痕迹还没有干。比喻时间短。

【例句】停战协议 ～, 双方又挑起新的

事端。

【近义】口血未干

墨守成规
【注音】mòshǒu chénɡɡuī

【释义】墨守 : 战国时墨子善于守城 , 故

以称善守者。成规 : 现成的或久已通

行的规章。死守老规矩。形容思想

保守 , 不肯改进。

【出处】《谈谈虚和实的关系》: “讲‘家

法’⋯⋯也有缺点 , 容易墨守成规 , 拘

拘于一先生之言 , 不敢越雷池一步。”

【典故】战国时鲁国有个人叫墨翟, 因

为他很有学问 , 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大

家 , 所以被称为“墨子”( 当时的“子”

是尊称 , 犹如现在的先生) , 曾在宋国

做过官( 因此有的人说他是宋国人) 。

他是木匠出身, 造过车辆和守城器

械 , 技术精良 , 和当时的著名巧匠鲁

班( 即公输般) 同样有名。

墨家是一大学派 , 主要主张是“兼

爱”、“非攻”, 提倡人人相爱, 不要战

争。反对儒家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

的那一套学说, 常与儒家派进行辩

论。墨子为了传播他的学说, 推行他

的张法 , 常常不辞劳苦 , 四处奔走, 忙

个不停。

有一回 , 楚国要攻打宋国。鲁班为

楚国特设计了一种攻城用的云梯。

墨子在鲁国也得到了这个消息 , 急忙

赶到楚国去劝阻。一连走了十天十

夜 , “手足重茧也没有休息。到了楚

国的郢城 , 立刻找到鲁班, 一同去见

楚王。墨子竭力说服楚王和鲁班别

去攻打宋国。楚王终于同意了, 但

是 , 他们又都觉得放弃新造出来的攻

城器械实在有些可惜。墨子说: “那

好 , 咱们就当场试试吧。”说着, 解下

衣带 , 围作城墙, 用木片作武器 , 让鲁

班代表攻方 , 他代表守方, 两方进行

表演。鲁班多次用不同的方法攻城 ,

都被墨子挡住了。鲁班攻城的战具

已经使尽 , 而墨子守城的战具还绰绰

有余。鲁班不肯认输地说: “我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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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战胜你 , 但是我不说。”墨子说 : “公

输子是想杀害我。他以为杀了我 , 就

没有人帮宋国守城了。他哪里知道

我的门徒约有三百人早已守在那里

等着你们去进攻了。”楚王见没有把

握取胜 , 便说: “好了, 我决定不攻打

宋国了。”

【例句】在改革开放的年代 , 谁 ～, 不思

创新 , 谁就会被淘汰。

【近义】奉行故事

【反义】标新立异

默默无闻
【注音】mòmòwúwén

【释义】默默 : 不声不响、无声无息的样

子。无闻 : 不被人知。不声不响, 不

为人知。指不出名 , 没人知道。

【出处】汉·蔡邕《释诲》: “连光芒于白

日 , 属类气于景云 , 时逝岁暮 , 默而无

闻。”

【例句】成就卓著的大人物都是从 ～的

小人物成长起来的。

【近义】湮没无闻  不见经传

【反义】立身扬名  名重一时

默默无言
【注音】mòmòwúyán

【释义】默默 : 不声不响、无声无息的样

子。无言 : 不说话。不声不响地一句

话也不说。

【出处】《维摩诘经·入不二法门品》:

“时维摩诘 , 默然无言。”

【例句】夫人仔细打量着来人 , 半晌 ～。

【近义】守口如瓶  一言不发

【反义】夸夸其谈  呶呶不休

mou

谋财害命
【注音】móu cái hài mìnɡ

【释义】谋 : 谋求, 谋取。为了谋取钱财

而杀害人。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三十

三 : “这桩事须不是你一个妇人家做

的 , 一定有奸夫帮你谋财害命, 你却

从实说来。”

【例句】公安局很快就把那伙 ～的歹徒

一网打尽了。

【近义】杀人越货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注音】móu s hìzài rén, chénɡshìzài

t iān

【释义】谋求事情的成功在于人的努

力 , 事情能否成功在于天的意志。也

指不论成败 , 只求竭尽全力。

【出处】《三国演义》一百零三回 : “不期

天降大雨 , 火不能著哨马报说司马懿

父子俱逃去了。孔明叹曰: ‘谋事在

人 , 成事在天。’不可强也! ”

【例句】古人说 ～, 我相信这事一定会

办成功。

【反义】事在人为

mu

木已成舟
【注音】mùyǐchénɡzhō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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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树木已做成了船。比喻事物已

成定局 , 不能改变或无法挽回。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三十五

回 : “到了明日, 木已成舟, 众百姓也

不能求我释放 , 我也有词可托了。”

【典故】林先生是一位三心二意的人。

他的家住在小河边。

有一天 , 朋友送他一些木材。林先

生想啊想, 想不出拿它来做什么最

好。就向木匠说 : “我们来造间凉亭

吧! ”正好林先生的朋友来访, 对他

说 : “这么好的木料做凉亭, 太可惜

了 , 不如做方桌。”林先生就请木匠做

方桌。

木匠开始动工了 , 刨啊! 刨啊! 把

木材刨得漂漂亮亮的。林先生的儿

子放学回来, 看见那些刨好的木料

说 : “不要做方桌, 请帮我做个书架

吧。”林先生又告诉木匠做个书架。

可是 , 林先生的女儿回来说 : “不要做

书架 , 请造一艘船吧! ”林先生只好请

木匠休息 , 第二天再造船。

第二天下午, 林先生的太太觉得

那么好的木料造船太可惜 , 还是拿来

做栋梁吧。夫妇回到屋后, 看不见木

匠做工 , 就大声叫道: “不要造船了,

拿来做栋梁吧。”木匠在河边回答:

“对不起 , 太迟了 , 船已下水了。”

林先生看着船, 不觉长长地叹了

口气。

【例句】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 可谓 ～, 后

悔也来不及了。

【近义】覆水难收  生米做成熟饭

【反义】亡羊补牢

木本水源
【注音】mùběn shuǐyuán

【释义】本 : 树的根。源 : 源头。比喻事

物的根本或由来。

【出处】《左传·昭公九年》: “我在伯

父 , 犹衣服之有冠冕, 木水之有本原

( 源) , 民人之有谋主也。”

【例句】以 ～, 究竟我们天朝要算万邦

根本了。

【近义】前因后果  来龙去脉

目不交睫
【注音】mùbùjiāo jié

【释义】交睫: 上下眼毛相合, 即闭目。

谓不能合眼入睡。多形容因心情不

安而长夜不眠。

【出处】汉·荀悦《汉纪·汉文帝纪

上》: “太后尝病三年 , 陛下目不交睫 ,

睡不解衣冠。”

【例句】为了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 司

令部的将军们 ～, 彻夜研究作战方

案。

【近义】自知之明

目不窥园
【注音】mùbùkuīyuán

【释义】窥 : 瞥 : 看。原指汉代董仲舒专

心治学 , 几年中都无暇观赏花园中的

景致。后用以比喻埋头钻研, 不为外

事分心。

【出处】《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 “他从

唐诗下手 , 目不窥园, 足不下楼 , 兀兀

穷年 , 沥尽心血。”

【例句】他搞这些研究已经很久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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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成功了。

【近义】专心一致  手不释卷

【反义】三心二意

目不识丁
【注音】mùbùshídīnɡ

【释义】像“丁”这样简单的字看到也不

认识。形容一字不识。

【出处】后晋·张昭远、贾纬等《旧唐书

·张弘靖传》: “今天下无事, 汝辈挽

得两石力弓 , 不如识一丁字。”

【例句】他是个放牛娃 , ～, 文化都是参

加八路军后才学的。

【近义】不识之无  胸无点墨

【反义】学富五车  满腹经纶

目不转睛
【注音】mùbùzhuǎn jīnɡ

【释义】睛 : 眼珠。凝神注视 , 眼珠一动

不动。形容注意力集中 , 看得出神。

【出处】晋·杨泉《物理论》: “( 吕) 子

义燃烛危坐通晓 , 目不转睛, 膝不移

处。”

【例句】孩子捧着一本连环画 ～的看。

【近义】聚精会神  专心一致

目不暇给
【注音】mùbùxiájǐ

【释义】暇 : 空闲。给 : 供给, 接应。眼

睛没有空闲应付。形容美好的事物

太多 , 眼睛来不及看。

【出处】《地质之光》: “各种景象 , 新鲜

而又庄严, 使他目不暇给 , 驰魂夺

魄。”亦作“目不暇接”。

【例句】那壁画内容丰富 , 多彩多姿 , 令

人 ～。

【近义】应接不暇  眼花缭乱

【反义】一目了然  一览无余

目不忍睹
【注音】mùbùrěn dǔ

【释义】眼睛不忍看, 形容景象很凄惨。

【出处】清·薛福成《观巴黎油画记》:

“而军士之折臂断足 , 血流殷地 , 偃仰

僵仆者 , 令人目不忍睹。”

【例句】南京大屠杀惨状 , 令人 ～。

【近义】惨不忍睹

【反义】赏心悦目

目不斜视
【注音】mùbùxiés hì

【释义】眼睛不往旁边看。形容目光庄

重 , 神情严肃。

【出处】明·李汝珍《镜花缘》: “他们来

来往往⋯⋯都是目不斜视, 俯首而

行。”

【例句】他走路总是 ～。

【近义】目不转睛

【反义】左顾右盼

目光炯炯
【注音】mùɡuānɡjiǒnɡjiǒnɡ

【释义】炯炯: 明亮的样子。眼睛明亮

有神。

【出处】晋·潘岳《寡女赋》: “目炯炯而

不寝。”

【例句】李先生身材高大 , ～。

【近义】目光如炬

【反义】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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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瞪口呆
【注音】mùdènɡkǒu dāi

【释义】瞪 : 睁大眼睛。呆 : 发愣。两眼

睁大 , 愣着不动 , 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形容受惊或害怕而发愣的样子。

【出处】元·无名氏《赚蒯通》: “吓得项

王目瞪口呆 , 动弹不得。”

【例句】听了那话 , 他惊得 ～。

【近义】瞠目结舌  张口结舌

【反义】神色自若  泰然自若

目光如豆
【注音】mùɡuānɡrúdòu

【释义】眼光像豆子那样小。形容人缺

乏远见 , 眼光短浅。

【出处】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丁集下·茅待诏元仪》: “世所推名流

正人 , 深衷厚貌, 修饰边幅, 眼光如

豆 , 宁足与论天下士哉! ”

【例句】做事、想问题都要立足于长远,

不能 ～。

【近义】鼠目寸光  肉眼愚眉

【反义】高瞻远瞩  远见卓识

目光如炬
【注音】mùɡuānɡrújù

【释义】炬 : 火把。眼光像火炬一样明

亮。形容怒视。也形容目光明亮有

神。后也比喻见解高明 , 目光远大。

【出处】唐·令狐德盞等《周书·齐炀

王宪传》: “宪辞色不挠, 固自陈说。

帝使于智对宪 , 宪目光如炬, 与智相

质。”

【例句】那军官高大英俊 ～。

【近义】远见卓识  目光炯炯

【反义】肉眼愚眉  鼠目寸光

目空一切
【注音】mùkōnɡyīqiè

【释义】空 : 什么也没有。眼睛里除了

自己就什么也没有。形容骄傲自大 ,

什么都看不起。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五十二

回 : “但他恃着自己学问, 目空一切,

每每把人不放眼内。”

【例句】他连半挑子醋还算不上, 竟那

样 ～, 叫人不可思议。

【近义】目中无人  目无下尘

【反义】虚怀若谷  功成不居

目迷五色
【注音】mùmíwǔsè

【释义】迷 : 迷乱。五色 : 指各种颜色。

比喻事物错综复杂 , 难以分辨主次。

【出处】《儒林外史》第四十六回 : “只怕

立朝之后 , 做主考房官, 又要目迷五

色 , 奈何?”

【例句】如此乱纷纷 , 让人 ～, 从何下手

处置呢?

【近义】眼花缭乱

【反义】洞若观火

目无全牛
【注音】mùwúquán niú

【释义】全牛: 完整的牛。眼里看到的

不是整头的牛。意思是只看到牛的

骨骼间隙 , 熟知牛体结构了。比喻技

艺娴熟高超。

【出处】《庄子·养生主》记载 : 庖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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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宰牛时 , 眼中的牛是整个的身体。

几年后 , 已熟知牛的各部分结构, 动

刀时只看到皮骨间隙 , “未尝见全牛

也”。

【例句】这项工作对于他来说, 简直是

～。

【近义】得心应手  游刃有余

目中无人
【注音】mùzhōnɡwúrén

【释义】眼睛里除了自己便没有别的

人。指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形容骄

傲自大 , 目空一切。

【出处】明·凌闬初《初刻拍案惊奇》卷

十三 : “严家夫妻养娇了这孩子 , 到得

大来 , 就便目中无人。”

【例句】他仗着跟那长官有些交往, 就

～了。

【近义】目空一切  目无下尘

【反义】虚怀若谷  平易近人

【辨析】～和“目空一切”都形容狂妄自

大。常可换用 , 但有细微差别 : “目空

一切”的意思是“什么都不放在眼睛

里”, 语义范围比 ～大 , 语义比 ～重。

沐猴而冠
【注音】mùhóu ér ɡuàn

【释义】沐猴 : 猕猴。冠 : 戴帽子。猕猴

戴上帽子 , 装成人样。比喻装扮得像

个人物, 但只是虚有仪表或地位而

已。

【出处】梁启超《开明专制论》: “夫学识

幼稚之民, 往往沐猴而冠 , 沾沾自

喜。”

【例句】这个卖国贼居然大谈保家卫国

人人有责 , 其实他不过是 ～而已。

暮鼓晨钟
【注音】mùɡǔchén zhōnɡ

【释义】佛寺里, 早晨敲钟, 傍晚击鼓。

形容像僧尼那样单调孤寂的生活。

也比喻某些使人觉悟的话语。

【出处】元·无名氏《来生债》三折 : “我

愁的是更筹漏箭, 我怨的是暮鼓晨

钟。”

【例句】节约, 节约 , 母亲的口头禅如

～, 天天在耳边敲响。也作“晨钟暮

鼓”。

暮气沉沉
【注音】mùqìchén chén

【释义】暮气: 黄昏时的烟霭; 沉沉: 深

沉的样子。黄昏的烟霭格外浓重。

喻指精神萎靡不振 , 不求进取。

【出处】宋·陆游《访志平仲问疾与其

子适同游柯山》诗: “楼堞参差暮气

昏。”

【例句】他还未进而立之年 , 却成天 ～,

一副老人的神态。

【近义】老气横秋

【反义】朝气蓬勃

暮色苍茫
【注音】mùsècānɡmánɡ

【释义】暮色: 日落时的景色; 苍茫: 旷

远迷茫的样子。形容傍晚雄浑旷远

的景色。

【例句】～之中 , 远处的钓鱼城更增添

了一层历史凝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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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天席地
【注音】mùtiān xídì

【释义】以天为帐幕, 以地为铺席。形

容襟怀旷达, 不拘行迹。后用以指露

天野外。

【例句】野外露营时, ～, 别有一番光

景。

慕名而来
【注音】mùmínɡér lái

【释义】仰慕名声前来。多为客套用

语。

【例句】他千里迢迢 ～, 就是期盼得到

教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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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ɑ

拿手好戏
【注音】náshǒu hǎoxì

【释义】拿手 : 拿得出手, 指特别擅长。

原指演员最会表演的好剧目。后泛

指最擅长的本事。

【出处】峻青《壮志录》: “当老场长的拿

手好戏《借东风》收场的时候 , 三星高

高地升起 , 天已经是在半夜了。”

【例句】跑外交是他的 ～, 你只管让他

去干 , 错不了的。

nɑi

耐人寻味
【注音】nài rén xún wèi

【释义】耐 : 经得起。经得起人久久地

思索其中的深意。形容意味深长 , 值

得深思。

【出处】清·无名氏《杜诗言志》卷三:

“其所作如《少府画障歌》、《崔少府高

齐观三川水涨》诸诗 , 句句字字追琢

入妙 , 耐人寻味。”

【例句】他走时丢下了一句话, 不冷不

热 , 真是 ～。

【近义】意味深长  一唱三叹

【反义】索然无味  味同嚼蜡

【辨析】～和“回味无穷”都用来表示很

有韵味。区别在于 : “回味无穷”只限

于事后回忆, 追忆中体会到意趣很

深 , 侧重于审美者的感受; 而 ～不仅

指事后 , 也可以指当时审美客体本身

所具有的韵味。

nɑn

男盗女娼
【注音】nán dào nǚchānɡ

【释义】盗 : 盗贼。娼 : 娼妓。男的做盗

贼 , 女的是娼妓。形容言行卑劣无

耻。

【出处】明·谢谠《四喜记·天佑阴

功》: “男盗女娼, 灭门绝户, 日后之

报。”

【例句】这一伙伪君子 , 嘴上仁义道德 ,

心里却是 ～。

【反义】仁义道德

南柯一梦
【注音】nán kēyīmènɡ

【释义】做了一场梦。也比喻空欢喜。

【出处】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记

载 : 淳于棼梦中到了大槐安国, 被招

为驸马 , 并任命为南柯郡太守, 享尽

荣华富贵 , 醒来才知道大槐安国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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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大槐树下的蚂蚁窝。

【典故】隋末唐初的时候, 有个叫淳于

棼的人 , 家住在广陵。他家的院中有

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槐树, 盛夏之夜,

月明星稀 , 树影婆娑 , 晚风习习 , 是一

个乘凉的好地方。

淳于棼过生日的那天, 亲友都来

祝寿 , 他一时高兴, 多贪了几杯。夜

晚 , 亲友散尽, 他一个人带着几分酒

意坐在槐树下歇凉, 醉眼朦胧, 不觉

沉沉睡去。

梦中 , 他到了大槐安国 , 正赶上京

城会试 , 他报名入场 , 三场结束 , 诗文

写得十分顺手 , 发榜时, 他高中了第

一名。紧接着殿试 , 皇帝看淳于棼生

得一表人才 , 举止倜傥, 亲笔点为头

名状元 , 并把公主许配给他为妻, 状

元公成了驸马郎 , 一时成了京城的美

谈。

婚后 , 夫妻感情十分美满。淳于棼

被皇帝派往南柯郡任太守 , 一呆就是

20 年。淳于棼在太守任内经常巡行

各县 , 使属下各县的县令不敢胡作非

为 , 很受当地百姓的称赞。皇帝几次

想把淳于棼调回京城升迁 , 当地百姓

听说淳于太首离任, 纷纷拦住马头,

进行挽留。淳于棼为百姓的爱戴所

感动 , 只好留下来, 并面向皇帝说明

情况。皇帝欣赏淳于棼的政绩 , 赏给

他不少金银财宝, 以示奖励。

有一年 , 敌兵入侵, 大槐安国的将

军率军迎敌 , 几次都被敌兵打得溃不

成军。败报传到京城 , 皇帝震动, 急

忙召集文武群臣商议对策。大臣们

听说前线军事屡屡失利 , 敌兵逼近京

城 , 凶猛异常 , 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 ,

你看我 , 我看你 , 都束手无策。

皇帝看了大臣的样子 , 非常生气地

说 : “你们平日养尊处优, 享尽荣华,

朝中一旦有事 , 你们都成了没嘴的葫

芦 , 胆小怯阵 , 一句话都不说, 要你们

何用?”

宰相立刻向皇帝推荐淳于棼。皇

帝立即下令 , 让淳于棼统率全国精锐

与敌军决战。

淳于棼接到圣旨 , 不敢耽搁, 立即

统兵出征。可怜他对兵法一无所知 ,

与敌兵刚一接触, 立刻一败涂地, 手

下兵马被杀得丢盔解甲, 东逃西散,

淳于棼差点被俘。皇帝震怒, 把淳于

棼撤掉职务 , 遣送回家。淳于棼气得

大叫一声 , 从梦中惊醒, 但见月上枝

头 , 繁星闪烁。此时他才知道, 所谓

南柯郡 , 不过是槐树最南边的一枝树

干而已。

【例句】这些打算在一夜之间化作了

～。

【近义】黄粱一梦

南来北往
【注音】nán lái běi wǎnɡ

【释义】从南方来, 到北方去。泛指行

人来来往往。

【出处】元·马致远《岳阳楼记》一折:

“但是南来北往, 经商客旅, 做买卖,

都来这楼上饮酒。”

【例句】那儿是 ～的交通枢纽。

【近义】车水马龙  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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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腔北调
【注音】nán qiānɡběi diào

【释义】原指南北各种戏腔。后泛指口

音不纯 , 夹杂着方言。

【出处】清·赵翼《檐曝杂记》卷一 : “每

数十步间一戏台 , 南腔北调, 备四方

之乐。”

【例句】他在北京生活多年, 说起话来

仍是 ～。

南辕北辙
【注音】nán yuán běi zhé

【释义】辕 : 车子前部夹着牲口的两根

长木。辙 : 车轮碾过的痕迹。指打算

去南方 , 车子却往北走。比喻目的和

行为完全相反。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魏策》: “今

日臣来 , 见人于大行, 方北面而持其

驾 , 告臣曰 : ‘我欲之楚。’臣曰 : ‘君之

楚 , 将奚为北面?’曰 : ‘吾马良。’臣

曰 : ‘马虽良 , 此非楚之路也。’曰 : ‘吾

用多。’臣曰 : ‘用虽多, 此非楚之路

也。’”

【例句】如果无视客观规律, 只凭主观

想像 , 结果必然是 ～。

【近义】戴盆望天  背道而驰

【反义】殊途同归

【辨析】～和“适得其反”都有行动和目

的相反之意。区别在于 : “适得其反”

还表示结果和愿望相反, 而 ～不表

示。

南征北战
【注音】nán zhēnɡběi zhàn

【释义】形容转战南北 , 久经战斗。

【出处】清·无名氏《说唐》十五回 : “我

家世代忠良 , 我们赤心为国, 南征北

战 , 平定中原。”

【例句】老一辈革命家为建立新中国,

～立下了赫赫战功。

【近义】身经百战  转战千里

难解难分
【注音】nán jiěnán fēn

【释义】双方争斗相持不下 , 难以分开。

形容双方关系非常亲密 , 难以分开。

【出处】明·许仲琳《封神演义》六十九

回 : “哪吒也不知孔宣的利害, 大怒,

骂曰 : “今日定拿你成功! ”举枪来战 ,

杀在中军 , 难解难分。”

【例句】这次乒乓球赛 , 打得 ～, 先后出

现五次平局。

【近义】难舍难分  形影不离

【反义】视同路人  善罢甘休

难分难舍
【注音】nán fēn nán s hě

【释义】舍 : 放下 ; 分 : 分离、分别。形容

感情很好 , 不忍分离。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 “无

奈他迷恋龙珠⋯⋯难舍难分, 所以一

直就在船上打了‘水公馆’。”

【例句】码头上 , 他们 ～, 很不愿意从此

分离。

【近义】难解难分

【反义】一刀两断

难能可贵
【注音】nán nénɡkěɡu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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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很难做到的事情而做到, 非常

可贵。

【出处】宋·苏轼《荀卿论》: “此三者,

皆天下之所谓难能而可贵者也。”

【例句】这样贫瘠的土地, 能得到这样

好的收成 , 真是 ～呀!

【反义】不足为奇

难兄难弟
【注音】nán xiōnɡnán dì

【释义】本指兄弟才德都好 , 难分高下。

后指两件同样坏的事和两个同样坏

的人。

【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德行》: 陈元方子长文, 有英才, 与

季方子孝先 , 各论其父功德, 争之不

能决 , 咨于太丘。太丘曰 : ‘元方难为

兄 , 季方难为弟。’”

【例句】吸毒和犯罪 , 从来就是一对 ～。

难舍难分
【注音】nán shěnán fēn

【释义】舍 : 放下。形容双方感情很好,

不忍分离。

【例句】他俩是高中三年的同窗好友,

临毕业时 , 真有些 ～。

难言之隐
【注音】nán yán zhīyǐn

【释义】难于说出口的隐情。

【出处】清·钱谦益《钱牧斋尺牍·跋

留庵》: “钱氏少为党魁 , 晚托禅悦 , 生

平颇多壹郁难言之隐。”

【例句】小莉这几天突然情绪低落, 似

乎有什么 ～。

【近义】有口难言

【反义】直言不讳

难以启齿
【注音】nán yǐqǐchǐ

【释义】启齿: 开口说话。指由于种种

原因很难开口说话。

【例句】要向新来的数学老师借钱, 我

的确 ～。

【近义】难言之隐

【反义】直言坦诚

难以置信
【注音】nán yǐzhìxìn

【释义】置信 : 相信。很难相信。

【例句】浦东发展速度之快, 如果不是

亲眼所见。简直令人 ～。也作“不足

置信。”

【反义】深信不疑

��自语
【注音】nán nán zìyǔ

【释义】�� : 连续不断小声说话的声

音。指不断小声地自己跟自己说话。

【出处】唐·李延寿《北史·隋·房陵

王勇传》: “乃向西北奋头, ��细

语。”

【例句】暮色中 , 有个老妇人在路旁烧

纸 , 边烧边 ～。

【近义】自言自语

nɑnɡ

·435· nán 难�



 N

囊空如洗
【注音】nánɡkōnɡrúxǐ

【释义】囊 : 口袋。口袋空空的 , 像被洗

过一样。形容一点钱也没有了。

【出处】明·冯梦龙《警世通言·杜十

娘怒沉百宝箱》: “我非无此心, 但教

坊落籍 , 其费甚多, 非千金不可。我

囊空如洗 , 如之奈何! ”

【例句】这些难民到达香港时已 ～, 因

为他们在海上遭到海盗抢劫。

【近义】阮囊羞涩  床头金尽

【反义】腰缠万贯  轻裘肥马

【辨析】～和“一贫如洗”意思相近。区

别在于 : ～多指手头一时吃紧 ; 而“一

贫如洗”泛指穷得什么也没有。

囊萤映雪
【注音】nánɡyínɡyìnɡxuě

【释义】囊萤: 夏夜把萤火虫装在绢袋

里照明读书。映雪: 冬天坐在雪堆

旁 , 借其反射的微光照映念书。形容

想方设法勤学苦读。

【出处】元代贾仲名《萧淑兰》一折 : “虽

无汗马眠霜苦 , 曾受囊萤映雪劳。”

【例句】古人 ～的学习精神, 值得我们

学习。

【近义】悬梁刺股

囊中取物
【注音】nánɡzhōnɡqǔwù

【释义】从口袋中取出东西。喻指极简

单容易的事。也作“囊内探物”。

【出处】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南唐

世家》: “中国用吾为相, 取江南如探

囊中物尔。”

【例句】拿到及格的 60 分 , 对我来说,

恰如 ～一般。

【近义】瓮中捉鳖

【反义】难乎其难

囊中羞涩
【注音】nánɡzhōnɡxiūsè

【释义】囊 : 口袋 ; 羞涩: 难为情。钱袋

中没有钱 , 令人羞愧。形容经济困

难 , 手头拮据。也作“阮囊羞涩”。

【出处】宋·阴时夫《韵府群玉·一钱

囊》: “阮孚持一皂囊 , 游会稽。客问 :

‘囊中何物?’曰: ‘但有一钱看囊, 恐

其羞涩。’”

【例句】底层人员无权无势 , 又 ～。

【近义】囊空如洗

【反义】腰缠万贯

nɑo

呶呶不休
【注音】náo náo bùxiū

【释义】呶呶: 唠叨。形容说话唠唠叨

叨 , 没完没了。

【出处】唐·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

书》: “岂可使呶呶者早暮口弗吾耳 , 骚

吾心! ”

【例句】母亲的 ～更令我心烦意乱。

【近义】��不休

【反义】默默无言

恼羞成怒
【注音】nǎo xiūchénɡn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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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恼 : 生气。指因恼恨、羞恼下不

了台而大发脾气。也作“老羞成怒”。

【出处】清·孔尚任《桃花扇·辞院》:

“想因却奁一事。太激烈了, 故此老

羞变怒耳! ”

【例句】开玩笑过分了 , 会使他 ～的。

【近义】气急败坏

【反义】喜形于色

nei

内柔外刚
【注音】nèi róu wài ɡānɡ

【释义】内心柔弱, 外表刚强。亦指内

部脆弱 , 外表强盛。

【出处】《周易·否》: “内阴而外阳 , 内

柔而外刚。”

【例句】三大战役以后, ～的他已不堪

一击。

【近义】外强中干

内外夹攻
【注音】nèi wài jiāɡōnɡ

【释义】指内外配合, 一起进攻。也比

喻同时运用自身力量和别人力量做

某事。

【例句】我军采用 ～的战术, 把敌方全

部都歼灭了。

【近义】里应外合

内外交困
【注音】nèi wài jiāo kùn

【释义】交 : 一齐 , 同时。指内部外部同

时陷入困境。

【例句】他家里有病人 , 商店又倒闭了 ,

顿时陷入 ～之中。

【近义】内忧外患

【反义】太平无事

内忧外患
【注音】nèi yōu wài huàn

【释义】指国家内部的动乱和外来侵

略。

【出处】《管子·戒》: “君外舍而不鼎

馈 , 非有内忧 , 必有外患。”

【例句】国民党统治时期 , ～, 人民生活

在水深火热之中。

【近义】内外交困

【反义】天下太平  四海昇平

nenɡ

能工巧匠
【注音】nénɡɡōnɡqiǎo jiànɡ

【释义】指技艺精湛的人。

【出处】明·许仲琳《封神演义》三回:

“能工巧匠费经营 , 老君炉里炼成兵 ,

造出一根根尖戟 , 安邦定国正乾坤。”

【例句】这座古老的建筑群, 生动地反

映了当时 ～的高超技艺。

【近义】大方之家

【反义】酒囊饭袋

能屈能伸
【注音】nénɡqūnénɡshēn

【释义】屈 : 弯曲。伸 : 伸直。能弯曲,

也能伸直。指在逆境中能忍受屈辱 ,

在顺境中能施展抱负。形容胸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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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 能适应各种环境的考验。

【出处】宋·邵雍《诗》: “知行知止唯贤

者 , 能屈能伸是丈夫。”

【例句】大丈夫 ～, 这点小小的挫折算

得了什么!

【近义】忍辱负重  委曲求全

【反义】桀骜不驯  宁为玉碎, 不为瓦

全

能说会道
【注音】nénɡshuōhuìdào

【释义】道 : 说。形容口齿伶俐 , 很会说

话。

【出处】明·无名氏《渔樵闲话》: “但熟

甜瓜软处偏捏 , 蜡枪头会道能说。”

【例句】芳芳 ～, 所以在社会上很吃得

开。

【反义】笨口拙舌  拙嘴笨舌

能言巧辩
【注音】nénɡyán qiǎo biàn

【释义】巧 : 灵巧; 辩 : 辩论。形容很会

说话善于辩论 , 口才好。

【出处】元·无名氏《气英布》: “若得能

言巧辩之士 , 说他归降。”

【例句】辩论会上, 他 ～, 终于胜了对

方。

【反义】笨口拙舌  拙嘴笨舌

能者多劳
【注音】nénɡzhěduōláo

【释义】能者: 能干的人。能干的人应

当做得多些。也指能干的人劳累多。

【出处】《庄子·列御寇》: “巧者劳而知

者忧 , 无能者无所求 , 饱食而遨游。”

【例句】他成天东奔西跑 , 着实辛苦 , 同

事们见了面 , 都恭维他“～”。

ni

泥牛入海
【注音】níniúrǔhǎi

【释义】比喻一去不复返。

【出处】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

八·潭州龙山和尚》: “洞山又问和

尚 : ‘见个什么道理, 便住此山?’师

云 : ‘我见两个泥牛斗入海 , 直至如今

无消息。’”

【典故】佛教于魏晋时传入中国, 南北

朝时更为盛行。所谓佛教几大祖师 ,

多出于这个时代。佛家的偈语( 佛经

中的唱词) 、禅机( 禅宗和尚说法时用

言行或事物来暗示教义的诀窍) 都为

盛行 , 和尚们 , 特别是高僧 , 出语都十

分含蓄 , 甚至玄虚、奥妙难懂, 多数都

比较耐人寻味。

有个法号洞山价的和尚走着走着,

迷了路 , 天已经黑了, 却仍然处身在

荒郊野外。露天打坐吧 , 他此时还没

有“功德圆满”, 受不了野外之苦还在

其次 , 他已不愿在此时献身给野兽。

正在不知怎样是好的时候 , 忽然听

到了钟声———啊 , 太好了, 附近肯定

有寺院 , 那真是他此刻求之不得的!

他就循着钟声 , 一步一步地来到了一

座大山下 , 后来知道这儿正是潭州的

龙山。洞山价和尚就一步一步地上

了山———好远哪 , 这肯定是哪位得道

高僧在召唤他! 想着 , 洞山价和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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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了脚步 , 在山上的一个寺院里投宿

住了下来。

可是那寺中住持大师却不肯跟他

说话 , 问了几句 , 只是不语, 他只好睡

了下来。第二天 , 他又问, 大师仍不

说话。洞山价就直截了当地问: “宾

主相见 , 应该有什么话说?”

大师回说 : “清风拂白月。”( 意思

是说 , 一切都清清楚楚, 不说话也一

样。)

洞山价又问 :

“大师您是为个什么道理 , 才进山

出家的呢?”

大师回说 : “我见两个泥牛相斗入

海 , 直到如今无消息 ( 人生如梦幻 , 争

斗毫无用) 。”

【例句】他离家一年多了 , 竟然像 ～, 一

点音信都没有。

【近义】石沉大海  杳如黄鹤

泥沙俱下
【注音】níshājùxià

【释义】泥土和沙子一起被河水冲下

来。比喻好坏不同的人或事物混杂

在一起。

【出处】清代袁枚《随园诗话》卷一 : “人

称才大者, 如万里黄河 , 与泥沙俱

下。”

【例句】在革命的浪潮中 , 难免 ～, 鱼龙

混杂。

【近义】良莠不齐  鱼龙混杂

泥塑木雕
【注音】nísùmùdiāo

【释义】塑 : 塑造; 雕 : 雕刻。用泥土塑

造的或用木头雕刻的偶像。形容人

的神情、举止呆板或毫无反应。

【出处】元·无名氏《冤家债主》四折:

“有人说道 , 城隍也是泥塑木雕的 , 有

什么灵感在那里。”

【例句】听了那话, 他惊得半天回不过

神来 , 站在那里 , 如 ～的一般。

【近义】呆若木鸡  瞠目结舌  目瞪口

呆

【反义】聪明伶俐

你死我活
【注音】nǐsǐwǒhuó

【释义】争斗双方只能是一方死, 一方

活。形容双方势不两立 , 矛盾极其尖

锐。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五

十六·台州国清简堂行机禅师》“大

海只将折筋搅, 你死我活, 猛火烧铛

煮沸。”

【例句】我们和敌人短兵相接, 展开了

一场 ～的斗争。

【近义】不共戴天  势不两立

【反义】相安无事

逆来顺受
【注音】nìlái shùn shòu

【释义】逆 : 不顺。对外来的压迫或不

顺利的境遇顺从地忍受。

【出处】宋·无名氏《张协状元》第十二

出 : “逆来顺受 , 须有通时。”

【例句】面对这样的不公平待遇, 你怎

么能 ～?

【近义】犯而不校  忍气吞声

【反义】针锋相对  以牙还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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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水行舟
【注音】nìshuǐxínɡzhōu

【释义】逆着水流的方向行船。多和

“不进则退”连用。比喻在前进过程

中要克服种种困难 , 不努力前进就要

后退。

【出处】梁启超《莅山西票商欢迎会演

说词》: “夫旧而能守, 斯亦已矣! 然

鄙人以为人之处于世也, 如逆水行

舟 , 不进则退。”

【例句】学习知识如同 ～, 不刻苦勤奋

就可能退步。

【近义】不进则退

【反义】一帆风顺

匿影藏形
【注音】nìyǐnɡcánɡxínɡ

【释义】匿 : 隐藏。指隐藏形迹 , 不露真

相。

【出处】毛泽东《向国民党的十点要

求》: “若夫暗藏之汪精卫, 则招摇过

市 , 窃据要津 ; 匿影藏形 , 深入社会。”

【近义】销声匿迹  铲迹销声

【反义】原形毕露  暴露无遗

niɑn

拈花惹草
【注音】niān huārěcǎo

【释义】拈 : 摘取; 惹 : 招惹 , 逗引。旧指

男子卖弄风流 , 挑逗异性, 搞不正当

的男女关系。也作“惹草拈花”。

【出处】元·王实甫《西厢记》二本二

折 : “我从来斩钉截铁常居一 , 不似恁

惹花拈草没掂三。”

【例句】他为人放荡, 常在外边 ～。

【辨析】～和“寻花问柳”都指男人生活

放荡。但不一样 : “寻花问柳”指狎

妓 ; 而 ～指男人挑逗 , 引诱女人。“寻

花问柳”的行为比 ～严重。

拈轻怕重
【注音】niān qīnɡpàzhònɡ

【释义】拈 : 用手指夹起。拣轻活做 , 怕

挑重担。

【出处】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不少的

人对工作不负责任, 拈轻怕重, 把重

担子推给人家 , 自己挑轻的。”

【例句】在工作中要勇于挑重担。那种

～、生怕吃亏的思想和行为是不对

的。

【近义】避重就轻  挑肥拣瘦

【反义】不辞辛苦  吃苦耐劳

年富力强
【注音】nián fùlìqiánɡ

【释义】年富: 未来的年岁多。年纪还

轻 , 精力旺盛。

【出处】明·冯梦龙《配世恒言·二孝

廉让产立高名》: “二弟年富力强, 方

司民社 , 宜资宜产 , 以终廉节。”

【例句】小高 ～, 正是大显身手的时候。

【近义】年轻力壮

【反义】风烛残年  老态龙钟

年高望重
【注音】nián ɡāo wànɡzhònɡ

【释义】望 : 声望。年纪大 , 声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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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王大爷在村里可算是 ～。

年深月久
【注音】nián shēn yuèjiǔ

【释义】年月久远。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 “自别了

长安 , 年深月久, 就有些盘缠也使尽

了。”

【例句】随着 ～, 他的病也愈来愈严重

了。

【近义】天长日久

【反义】一朝一夕

年高德劭
【注音】nián ɡāo dés hào

【释义】劭 : 美好。年纪大 , 品德好。

【出处】宋·周必大《益公题跋·卷一

·跋金给事彦亨文集》: “是秋某以起

居郎兼中书舍人同在后省 , 见公直谅

多闻 , 年高而德劭。”

【例句】郑先生 ～, 深受学生们敬重。

【近义】年高望重  德高望重

年轻力壮
【注音】nián qīnɡlìzhuànɡ

【释义】壮 : 健壮。年纪轻, 身体好 , 力

气大。

【例句】这个连的战士个个 ～, 精神抖

擞 , 操练起来杀声震天。

【反义】未老先衰

念念不忘
【注音】niàn niàn bùwànɡ

【释义】念念: 时刻思念。时刻思念不

忘。

【出处】宋·苏轼《东坡志林·卷一·

谢鲁元翰寄暖肚饼》: “以活泼泼为

内 , 非汤非水 ; 以赤历历为外, 非铜非

铅 ; 以念念不忘为项, 不解不缚 ; 以了

了常知为腹 , 不方不圆。”

【例句】多少年过去了, 根据地人民对

子弟兵的情谊还 ～。

【近义】没齿不忘  记忆犹新

【反义】置之脑后

念念有词
【注音】niàn niàn yǒu cí

【释义】本指僧道方士等在作法事时口

中念着经咒。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第八十六

回 : “贺统军见折了两个兄弟 , 便口中

念念有词 , 作起妖法。”

【例句】老太太口中 ～, 不知说些什么。

【近义】自言自语  ��自语

niɑo

鸟枪换炮
【注音】niǎo qiānɡhuàn pào

【释义】打鸟用的火枪换成了大炮。形

容条件或情况有很大的改善。

【例句】过去的土房变成了一座座楼

房。真是今非昔比 , ～啊!

【反义】依然如故  依然故我

鸟入樊笼
【注音】niǎo rùfán lónɡ

【释义】樊笼: 鸟笼 , 比喻不自由的境

地。鸟飞进了笼子。比喻自投罗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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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困境。

【例句】在警方的精心布控下, 犯罪分

子终于 ～, 锒铛入狱。

鸟语花香
【注音】niǎo yǔhuāxiānɡ

【释义】鸟语 : 鸟叫。鸟儿鸣叫 , 花儿飘

香。形容春景美妙。

【出处】宋·吕本中《紫薇·庵居》: “鸟

语花香变夕阴 , 稍闲复恐病相寻。”

【例句】时值阳春三月 , 郊外早已是 ～。

【近义】莺歌燕舞  花红柳绿

nie

蹑手蹑脚
【注音】nièshǒu nièjiǎo

【释义】手脚动作放得很轻, 免得弄出

声惊动人。

【出处】《半夜鸡叫》: “等了好一会儿,

周扒皮蹑手蹑脚地出来了。”

【例句】由于回来晚了, 他 ～地溜进了

房间。

【近义】轻手轻脚

【反义】大模大样  大摇大摆

ninɡ

宁缺毋滥
【注音】nìnɡquēwúlàn

【释义】毋 : 不要。滥 : 过多。宁可缺少

一些 , 也不要降低标准凑数。

【出处】《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善为

国者 , 赏不僭 ( jiàn, 过分) 而刑不滥

⋯⋯若不幸而过 , 宁僭无滥。”

【例句】招收研究生要严格挑选 , ～。

【反义】多多益善

【辨析】“宁”不可读作“nínɡ”。

宁死不屈
【注音】nìnɡsǐbùqū

【释义】宁可牺牲 , 也不屈服。

【出处】明·赵弼《效颦集·卷上·宋

进士袁镛忠义传》: “以大义拒敌, 宁

死不屈 , 竟燎身于烈焰中。”

【例句】在敌人的铡刀面前 , 刘胡兰 ～,

大义凛然。

【近义】百折不挠  九死不悔  宁为玉

碎 , 不为瓦全

【反义】卑躬屈节  苟且偷生  奴颜婢

膝 卖身投靠  苟且偷安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注音】nìnɡwéi yù sui, bùwéi wǎ

quán

【释义】宁愿做玉器而被打碎, 也不愿

做瓦器而得以保全。比喻愿为正义

而死 , 不愿屈辱苟活。

【出处】唐·李百药《北齐书·元景安

传》: “大丈夫宁可玉碎, 不能瓦全。”

【例句】 �～”, 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近义】宁死不屈

【反义】苟且偷生  卑躬屈节  奴颜婢

膝 卖身投靠  能屈能伸  苟且偷

安

n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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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头不对马嘴
【注音】niútóu bùduìmǎzuǐ

【释义】比喻言谈或认识与事实不符。

也指所答非所问。

【出处】《警世通言》第十一卷: “苏雨

道 : ‘我是苏爷的嫡亲兄 , 特地从涿州

家乡而来。’皂隶兜脸打一啐, 骂道:

‘见鬼, 大爷自姓高, 是江西人, 牛头

不对马嘴! ’”

【例句】他说了一通谎话 , 简直就是 ～。

【近义】牛头不对马面

牛鬼蛇神
【注音】niúɡuǐshés hén

【释义】牛头的鬼, 蛇身的神。原比喻

诗句的虚幻怪诞。后用以比喻各种

坏人。

【出处】唐·杜牧《李贺集序》: “鲸稪鳌

掷 , 牛鬼蛇神, 不足为其虚荒诞幻

也。”

【例句】街市上那帮 ～, 又在兴风作浪。

【近义】魑魅魍魉  妖魔鬼怪  豺狼虎

豹

【反义】仁人君子

牛郎织女
【注音】niúlánɡzhīnǚ

【释义】牛郎、织女 : 神话人物 , 从牛郎、

织女两个星宿衍化而来。相传织女

为天帝孙女 , 因私配牛郎 , 天帝大怒,

责令他们分离 , 每年七月七日夜才能

相会一次。比喻长期分离的夫妻。

【出处】《古诗十九首》( 见《文选》卷二

十九》: “迢迢牵牛星, 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 , 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

章 , 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 相去

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 , 脉脉不得语。”

【例句】他们夫妻不能调到一起, 真成

了 ～了。

扭亏为盈
【注音】niǔkuīwéi yínɡ

【释义】盈 : 盈余。使经济上的亏损变

为盈余。也作“扭亏增盈”。

【例句】王经理到任后 , 不到一年 , 这个

厂就 ～。

扭转乾坤
【注音】niǔzhuǎn qián kūn

【释义】乾坤: 指天地。比喻彻底改变

已成的局面。也作“旋转乾坤”。

【例句】毛泽东以他 ～的气魄, 彻底改

变了中国的面貌。

【近义】改天换地

忸怩作态
【注音】niǔnízuòtài

【释义】忸怩: 羞惭的样子。指羞答答

地做出一种不好意思的模样。

【例句】她那种 ～的样子, 将女孩儿家

娇羞柔弱的情状淋漓尽致地表露了

出来。

【近义】扭扭捏捏

【反义】落落大方

non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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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妆艳抹
【注音】nónɡzhuānɡyàn mǒ

【释义】妆 : 妆饰。抹 : 涂抹。形容女妆

饰打扮得非常艳丽。

【例句】参加面试最好不要 ～。

弄假成真
【注音】nònɡjiǎchénɡzhēn

【释义】弄 : 耍弄。本来是假做 , 却变成

了真事。

【出处】元·无名氏《隔江斗智》二折:

“那一个掌亲的 , 怎知弄假成真?”

【例句】他为了罢婚, 在父亲面前假说

爱上另一个人, 怎知 ～, 后来竟和这

个人结了婚。

【近义】适得其反

弄巧成拙
【注音】nònɡqiǎo chénɡzhuō

【释义】巧 : 机巧, 聪明。拙 : 蠢笨。本

想卖弄聪明 , 不料却做了蠢事。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法云

秀禅师法嗣》: “上堂祖师妙诀, 别无

可说 , 直饶钉嘴铁舌 , 未免弄巧成拙,

净名已把天机泄。”

【典故】孙知微是北宋有名的画家, 经

常为庭堂、楼阁作画。一次, 成都寿

宁寺请他为寺院画一幅《九曜图》。

他构思了好几天 , 然后一挥而就, 一

张《九曜图》跃然纸上。他正准备着

色 , 仆人来告诉他, 他的一位好友过

生日 , 请他去赴宴。临走前, 他的几

个学生把这幅画着色。

老师走后 , 徒弟们一阵高兴 , 学了

好几年 , 总算有机会显显身手了。正

准备着色 , 突然发现图中水星菩萨的

侍从童子手中拿的水晶瓶是空的。

这时 , 有个学生自作聪明地说 : “一定

是老师急着出门 , 忘了画上花了。我

们给它添上吧。”大家听后都觉得有

道理 , 于是就在瓶上添了一朵粉红色

的莲花。

不一会儿 , 孙知微回来了。他一眼

就看到了画上新添的那朵莲花 , 便面

带怒色地对弟子们说: “谁让你们添

上这朵莲花的? 简直是胡闹。《道

经》中说 , 这瓶子是镇妖伏水的宝贝。

如果这只瓶子是用来插花的话 , 那只

是一只普通的瓶子 , 你们把我这幅画

全毁了。”

弟子们个个教训得垂头丧气 , 自知

知识浅薄。

【例句】他把钱花了 , 却去报被人抢劫 ,

结果被警方查出 , ～。

【近义】画蛇添足  多此一举

【反义】画龙点睛

弄性尚气
【注音】nònɡxìnɡshànɡqì

【释义】弄性: 耍脾气, 任性。尚气 : 意

气用事。任性、意气用事。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回:

“这薛公子的混名, 人称他‘呆霸王’,

最是天下第一个弄性尚气的人。”

【例句】遇事要冷静, 不可 ～。

弄虚作假
【注音】nònɡxūzuòjiǎ

【释义】通过做假来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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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姚雪垠《李自成》卷二·三十一

章 : “( 周后) 挂心隆福寺和尚自焚的

事 , 怕有弄虚作假, 成了京师臣民的

笑柄。”

【例句】他一贯 ～, 却骗得了领导的信

任。

【近义】瞒上欺下  瞒天昧地  乘伪行

诈

【反义】实事求是  脚踏实地

nu

奴颜婢膝
【注音】núyán bìxī

【释义】婢 : 婢女。像奴婢似的卑躬屈

膝、低声下气。形容谄媚讨好、奴性

十足的嘴脸和丑态。

【出处】唐·陆龟蒙《甫里集·卷十七

·江湖散人歌》: “奴颜婢膝真乞丐,

反以正直为狂痴。”

【例句】汉奸走狗在主子面前总是 ～

的。

【近义】奴颜媚骨  卑躬屈节

【反义】刚正不阿  傲骨嶙嶙  不屈不

挠 不亢不卑  坚贞不屈  威武不

屈

奴颜媚骨
【注音】núyán mèi ɡǔ

【释义】奴颜 : 奴才的面孔 ; 媚 : 献媚、讨

好别人。奴才相 , 贱骨头。形容低三

下四 , 卑躬屈膝地逢怨、讨好的样子。

【例句】一个外交官 , 一丝一毫的 ～, 都

会给一个民族带来极大的耻辱。

【反义】威武不屈

怒不可遏
【注音】nùbùkěè

【释义】遏 : 阻止, 抑制。愤怒得抑制不

住。形容愤怒到了极点。

【出处】《国语·周语下》: “民有怨乱 ,

犹不可遏 , 而况神乎?”

【例句】听到那种无耻的卖国言论, 同

学们义愤填膺 , ～。

【近义】怒气填胸  怒气冲天  勃然大

怒 大发雷霆  火冒三丈

【反义】欣喜若狂  心花怒放

怒发冲冠
【注音】nùfàchōnɡɡuān

【释义】冠 : 帽子。愤怒得头发直竖 , 好

像把帽子都要顶起来了。形容愤怒

到极点。

【出处】《庄子·盗跖》: “盗跖闻之大

怒 , 目如明星 , 发上指冠。”

【典故】战国时期 , 赵国得了一块“和氏

璧”, 是世上稀有的宝物。

秦王知道了 , 很想得到这块“和氏

璧”, 便要以十五个城池与赵国交换。

赵王派蔺相如送“和氏璧”到秦国交

换越池。蔺相如到秦国 , 秦王在宫殿

内接见了他。蔺相如把“和氏璧”送

上 , 秦王只是和大臣们传着观赏, 根

本就没有提到移交城池的事。

蔺相如知道秦王有意抵赖 , 便故意

说 : “我看 , ‘和氏璧’上有一块黑点。”

秦王把“和氏璧”交给蔺相如 , 要他指

出来。蔺相如接过“和氏璧”, 向后退

到一根柱子边 , 指着秦王大骂他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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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 , 假如他不移交城池 , 他就拿“和

氏璧”一起向柱子撞去。秦王担心把

宝贵的“和氏璧”撞碎 , 连忙答应。

蔺相如说话时过于激动, 头发都

竖起来 , 把帽子也顶起来了。后来人

们形容愤怒到极点, 就说“怒发冲

冠”。

【例句】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暴

行 , 民众 ～, 奋起反抗。

【近义】怒不可遏  暴跳如雷  怒形于

色 怒气冲天

【反义】喜形于色  欣喜若狂  心花怒

放

怒目而视
【注音】nùmùér s hì

【释义】愤怒地瞪大眼睛盯着对方。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八十回:

“高俅见了众多好汉, 一个个英雄猛

烈 , 林冲、杨志怒目而视 , 有欲要发作

之色。”

【例句】面对叛徒的无耻行径 , 李刚 ～,

愤怒斥责。

【近义】侧目而视

怒形于色
【注音】nùxínɡyúsè

【释义】形 : 显露, 表现。色 : 脸色。内

心的愤怒显露在脸色上。

【出处】宋·洪迈《夷坚志·丙志卷七

·子夏蹴酒》: “绍兴二十一年, 唐嘉

猷为教授 , 既试, 将揭榜 , 游学进士福

州人陈炎梦登大成殿 , 夫子赐之酒五

尊。子夏怒形于色 , 举足蹴其二。”

【例句】老方见小方出尔反尔, 不讲信

义 , 不禁 ～, 拂袖而去。

【近义】怒不可遏  怫然作色  愤然作

色

【反义】喜形于色  喜眉笑眼  喜笑颜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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呕心沥血
【注音】ǒu xīn lìxuè

【释义】呕 : 吐。沥: 滴。形容用尽心

思。

【出处】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

隐秀》: “呕心吐胆 , 不足语穷。”

【典故】唐朝著名的诗人李贺, 七岁时

就开始写诗做文章。长大后 , 他的才

华越发横溢 , 并期望朝廷能重用他。

但是他在政治上从没有得志过 , 只好

把这苦闷的心情倾注在诗歌的创作

上。

他每次外出, 都让书童背一个袋

子。只要一有灵感, 想出几句好诗,

他马上就记下来, 回家后再重新整

理、提炼。晚上回到家, 母亲看他总

带回那么多的诗句 , 便心疼地说 : “我

的儿子已把全部的精力和心血都放

在写诗上了 , 真是要把心呕出来才罢

休啊! ”

李贺在他短暂的二十六年生涯

中 , 留下了二百四十余首诗歌, 这用

毕生心血凝结成的。唐代文学家韩

愈 , 曾写过这样两句诗: “刳肝以为

纸 , 沥血以书辞。”即是说, 挖出心肝

来当纸 , 滴出血来写文章。

【例句】回忆周总理为发展教育事业而

～的动人情景 , 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勇

前进。

【近义】苦心孤诣  处心积虑

【反义】无所用心  聊以塞责

偶一为之
【注音】ǒu yīwéi zhī

【释义】偶然做一次。

【出处】宋·欧阳修《欧阳之忠公文集

·卷十八纵囚论》: “若夫纵而来归而

赦之 , 可偶一为之耳。”

【例句】我不喜欢打麻将, 但老朋友来

了 , 也 ～。

【反义】屡次三番  三番五次  几次三

番 一而再 , 再而三

藕断丝连
【注音】ǒu duàn sīlián

【释义】藕被折断后藕丝还连着。比喻

形式上断绝了关系 , 实际仍有牵连。

【出处】唐·孟郊《孟东野诗集·卷三

·北齐去妇》诗 : “妾心藕中丝, 虽断

犹牵连。”

【例句】他俩虽然离婚 , 但仍 ～, 看来有

复婚的可能。

【近义】难舍难分

【反义】一刀两断

【辨析】“藕”不可写作“偶”; “连”不可

写作“联”或“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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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ɑi

拍案而起
【注音】pāi àn ér qǐ

【释义】案 : 几案 , 桌子。猛拍桌子一下

子站起来。形容愤怒的样子。

【例句】听到汪精卫汉奸的卖国行径,

他怒不可遏 , ～。

【近义】义愤填膺

【反义】悠然自若

拍案叫绝
【注音】pāi àn jiào jué

【释义】案 : 几案, 桌子。绝: 绝妙无比,

非常之好。拍着桌子叫好。形容十

分赞赏。

【出处】《儿女英雄传》二十三回 : “当下

邓九公听了 , 先就拍案叫绝。”

【例句】这个故事不仅内容吸引人, 尤

其说书者的功力深厚, 使我没等听

完 , 就忍不住 ～。

【近义】赞不绝口  交口称著

【反义】�之以鼻

拍手称快
【注音】pāi shǒu chēnɡkuài

【释义】快 : 痛快, 高兴。拍手鼓掌, 高

喊痛快。表示非常高兴。

【例句】当坏人落入法网时, 人们无不

～。

【近义】皆大欢喜  大快人心

【反义】叫苦连天  叫苦不迭

【辨析】～和“大快人心”都可形容十分

高兴。区别在于 : ～偏重于拍着手喊

痛快 ; 而“大快人心”偏重于人们心里

非常痛快。

排除万难
【注音】pái chúwàn nán

【释义】排 : 除去。克服一切困难。

【出处】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 “我们

⋯⋯共同努力 , 一定能够排除万难,

达到胜利的目的。”

【例句】我们一定要 ～, 努力工作 , 不辜

负上级的信任和群众的希望。

【近义】披荆斩棘

排难解纷
【注音】pái nàn jiěfēn

【释义】排除危难 , 解决纠纷。

【出处】《聊斋志异·农妇》: “有农人

妇 , 勇健如男子 , 辄为乡中排难 解

纷。”

【例句】老张为人厚道, 又有一副热心

肠 , 平时喜欢 ～, 热情助人。

【近义】息事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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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搬弄是非

排山倒海
【注音】pái shān dǎo hǎi

【释义】排 : 推开。倒: 翻倒。推开高

山 , 翻转大海。形容力量强大, 来势

迅猛。

【出处】宋·魏收《魏书·高闾传》: “昔

世祖以排山倒海之威, 步骑数十万,

南临瓜步 , 诸郡尽降。”

【例句】洪水 ～地涌了过来。

【近义】雷霆万钧

【反义】和风细雨

排忧解难
【注音】pái yōu jiěnàn

【释义】排 : 排除 ; 忧 : 使人忧愁的事;

难 : 危难。指帮助别人排除忧患, 解

除危难。

【例句】张奶奶不仅把自己家管得井井

有条 , 还常帮助邻居 ～。

【近义】排难解纷

徘徊歧路
【注音】pái huái qílù

【释义】徘徊: 在一个地方来回地走。

在岔道口来回走。比喻犹豫不决。

【出处】《“旁观者”未必清》: “虽然也

会有徘徊的苦恼 , 但那是为找寻一个

更加明确的方向。

【例句】当我 ～的时候, 是张老师帮助

我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近义】犹豫不决  优柔寡断  举棋不

定

【反义】当机立断  毅然决然  斩钉截

铁

pɑn

攀龙附凤
【注音】pān lónɡfùfènɡ

【释义】攀 : 攀援。附 : 依附。龙、凤: 古

代传说中象征祥瑞的动物 , 借指圣贤

或帝王 , 后泛指有权势的人。攀龙

鳞 , 附凤翼。原意是指追随帝王或德

高望重的人 , 以便造就自己, 建功立

业。后比喻巴结依靠有权势的人。

【出处】汉·扬雄《法言·渊骞》: “攀龙

鳞 , 附凤翼 , 巽以扬之 , 勃勃乎其不可

及也。”

【例句】老张荣升董事长后, ～的人很

多 , 但是他却对这些人�之以鼻。

【近义】趋炎附势  攀龙附骥

【反义】刚正不阿

盘根错节
【注音】pán ɡēn cuòjié

【释义】盘 : 回绕曲折。错: 交错。节 :

茎上长出枝叶的部位。树根曲屈, 枝

节交错。比喻事情繁难复杂。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虞

诩传》: “志不求易 , 事不避难 , 臣之职

也 ; 不遇�1( 盘) 根错节 , 何以别利器

乎?”

【典故】东汉时的虞诩, 是一个很有才

干的人。太尉请他到太尉府帮忙。

那时, 匈奴人出兵侵略并城和凉

城 , 担任守卫任务的大将军提议将两

路驻兵合为一路, 聚集并城, 放弃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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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 有很多大都同意这个想法。可

是 , 虞诩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位将

军心里很不服气, 决心要报复虞诩。

不久 , 一些地方发生了民众杀害

官吏的事 , 朝廷虽然派兵镇压, 却无

济于事。这位将军心想 : 这是难得的

一个好机会 , 一定要让虞诩去当朝歌

县令 , 然后乘机报复。果然, 他的阴

谋得逞了 , 虞诩被调往朝歌, 做了地

方官。

当时 , 许多朋友劝他不要去 , 恐怕

凶多吉少。而虞诩笑着说 : “有志气

的人 , 是不怕困难的 , 就像我们砍树,

没有坚硬的根和节 , 就显不出斧头的

锐利。这是磨炼自己的好机会。”

虞诩整装上任 , 到了朝歌, 秉公处

理各种事情, 平息了官民之间的纠

纷。

以后 , 他又大破匈奴 , 为国立了不

少战功。

【例句】那里情况复杂 , 各种关系 ～, 解

决问题得小心谨慎。

【近义】根深蒂固  错综复杂

判若鸿沟
【注音】pàn ruòhónɡɡōu

【释义】判 : 区别。鸿沟 : 古代运河, 在

今河南省 , 秦末楚汉相争时曾以此为

界。形容界线清楚 , 区别明显。

【出处】《当说必说》: “公心和私心之间

判若鸿沟 , 是难以作比的。”

【例句】这新旧两种观念的界限, 真是

～。

判若两人
【注音】pàn ruòliǎnɡrén

【释义】判 : 区别。一个人的言行前后

显然不同 , 像两个人似的。指同一个

人前后变化非常大。

【出处】清·李宝嘉《文明小史》第五

回 : “须晓得柳知府于这交涉上头 , 本

是何等通融、何等迁就, 何以如今判

若两人?”

【例句】瞧他在赛场上生龙活虎的样

子 , 简直和平时 ～。

【近义】天差地别  截然不同

【反义】依然故我  大同小异

pɑnɡ

庞然大物
【注音】pánɡrán dàwù

【释义】庞然: 高而大的样子。又高又

大的东西。也比喻貌似强大而实际

虚弱的东西。

【出处】唐·柳宗元《黔之驴》: “黔无

驴 , 有好事者船载以入 , 至则无可用 ,

放之山下。虎见之, 庞然大物也, 以

为神。”

【例句】恐龙对蚂蚁而言 , 可说是 ～。

【近义】外强中干  硕大无朋

【反义】秋毫之末

【辨析】“庞”不可写作“旁”。

旁观者清
【注音】pánɡɡuān zhěqīnɡ

【释义】在旁观看的局外人由于客观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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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 , 看问题往往比当事者清楚全面。

常也“当局者迷”连用。

【出处】五代( 后晋) 刘日句等《旧唐书·

元行冲传》: “当局称迷 , 旁观见审。”

【例句】常言道 ～, 他的意见值得你认

真考虑。

【反义】当局者迷

旁敲侧击
【注音】pánɡqiāo cèjī

【释义】从旁边、侧面敲击。比喻说话

或写文章不从正面阐明本意 , 而是故

意绕弯子或隐晦曲折地表达。

【出处】清·蒲松龄《聊斋志异·新郑

讼》: “事有难于骤明者, 有得其端倪

而不能以口舌争者, 非旁敲侧击, 用

借宾定主之法 , 则无皂白矣。”

【例句】他对谋杀案的涉嫌犯人 ～地问

了一些问题 , 不到半天便问出了藏尸

的所在地。

【近义】含沙射影

【反义】直截了当

旁若无人
【注音】pánɡruòwúrén

【释义】周围好像没有人一样。形容态

度从容、自然。也形容傲慢或满不在

乎。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刺客列

传》: “高渐离击筑, 荆轲和而歌于市

中 , 相乐也 , 已而相泣 , 旁若无人者。”

【典故】荆轲是战国末期一位有名的刺

客。他本是卫国人 , 但因在国内不被

重用 , 于是到处游荡 , 后来到了燕国。

燕国太子姬丹 , 很怨恨嬴政 , 立志

报复。听说荆轲很有胆量和本领, 就

收买他到秦国去刺杀嬴政。

荆轲准备动身赴秦那天 , 燕太子姬

丹特意为他饯行摆酒。喝酒的时候 ,

大家都非常悲伤, 脸上没有一点笑

容 , 眼里都含着眼泪。荆轲的好朋友

高渐离平时很会击筑 ( 古代的一种乐

器) , 这时奏起悲哀的音乐。荆轲这

时心里更是沉重 , 他按着高渐离击筑

的拍子 , 仰天长叹, 又像哭又像笑似

地大声唱道 : “风萧萧兮易水寒 , 壮士

一去兮不复还! ”高渐离停下音乐 , 放

声痛哭。太子姬丹亲自斟酒一杯酒

跪着递给荆轲, 荆轲不理高渐离, 也

不看太子一眼, 旁若无人似地接过

酒 , 一口喝下去, 然后转身 , 跳上马车

头也不回地走了。

后来荆轲果然没有再回来。

【例句】三个大胆的匪徒, 竟在热闹的

弥敦道上 ～地打劫金铺。

【近义】目中无人  目空一切

旁征博引
【注音】pánɡzhēnɡbóyǐn

【释义】旁、博 : 广泛。征 : 验证。引: 引

证。指写文章、发议论时, 广泛地引

用大量资料进行论证。

【出处】清·王韬《淞隐漫录·九·红

芸别墅》: “生数典已穷, 而女博引旁

征 , 滔滔不竭 , 计女多于生凡十 四

则。”

【例句】王老师讲课 ～, 深入浅出 , 很有

知识性和趣味性。

【近义】引经据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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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头露面
【注音】pāo tóu lùmiàn

【释义】抛 : 暴露于外。旧指妇女不拘

于封建礼教 , 来往于大庭广众之中。

后泛指在公开场合露面。多含贬义。

【出处】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七十

回 : “几次欲待要往公门诉状 , 诚恐抛

头露面 , 有失先夫名节。”

【例句】只要他一 ～, 我们就能发现。

【近义】出头露面

【反义】隐姓埋名

抛砖引玉
【注音】pāo zhuān yǐn yù

【释义】把砖抛出去, 希望引出玉来。

比喻先谈出自己粗浅的不成熟的见

解 , 试图引出别人的高见宏论。常用

来表示自谦。

【出处】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

十·赵州东院从稔禅师》: “比来抛砖

引玉 , 却引得个墼子( 砖坯) 。”

【例句】各位同学不愿先发表意见, 我

就来个 ～, 先说几句吧!

【近义】以蚓投鱼

【反义】得不偿失  以珠弹雀

庖丁解牛
【注音】páo dīnɡjiěniú

【释义】庖丁 : 古代指厨师 ; 解 : 解剖 , 分

割。厨师善于把牛解剖开。比喻技

术纯熟神妙 , 运用轻松自如。

【出处】《庄子·养生主》载: “庖丁为文

惠君解牛 , 技术高超神妙。”

【例句】张师傅在机修车间工作了几十

年 , 拆卸或安装机器神速准确, 如同

～, 令人赞叹不已。

【反义】得心应手

【辨析】“疱”不可写作“疱”。

刨根问底
【注音】páo ɡēn wèi dǐ

【释义】挖掘根本, 问清底细。比喻追

究底细 , 弄清内情。也作“寻根 究

底”、“寻根问底”、“追根究底”。

【例句】他在检察院是出了名的 ～专

家。

【近义】盘根问底

【反义】浅尝辄止

pei

赔了夫人又折兵
【注音】péi le fūrén yòu zhébīnɡ

【释义】赔 : 赔偿。折 : 亏损。东吴周瑜

设计骗刘备到东吴娶孙权妹, 以便扣

作人质 , 讨还荆州。结果刘备按诸葛

亮计谋 , 成亲后带夫人逃出东吴。周

瑜领兵追赶 , 又被伏兵打败。比喻想

占便宜 , 反遭双重损失。

【出处】《李自成》一卷二十四章 : “别说

这事办不成 , 即使办得成老天爷不帮

忙 , 继续旱下 , 那才是赔了夫人又折

兵。”

【例句】他这人好卖弄小聪明, 没想到

偏偏在这种事情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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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鸡飞蛋打

【反义】一举两得  一箭双雕

pen

喷薄欲出
【注音】pēn bóyùchū

【释义】喷薄: 有力地向上涌的样子。

欲 : 将要。形容水将涌或日将出的景

象。

【出处】唐·岑参《冬夜宿仙游寺南凉

堂呈谦道人》: “乱流争迅湍, 喷薄如

雷风。”

【例句】它是立于高山之巅, 远看东方

已见光芒四射 ～的一轮朝日。

【辨析】～和“旭日东升”都描绘太阳初

升的情状。但 ～重在形容太阳初升

光芒四射的壮观场面 ; “旭日东升”直

陈太阳从东方升起 , 重在比喻蓬勃向

上的活力。

penɡ

朋比为奸
【注音】pénɡbíwéi jiān

【释义】朋比: 互相勾结; 为 : 做 ; 奸: 违

法不正之事。指坏人互相勾结在一

起干坏事。也作“朋比作奸”。

【出处】宋·欧阳修等《新唐书·李绛

传》: “趋利之人, 常为朋比, 同其私

也。”

【例句】小人之间没有真正的朋友, 不

过是 ～而已。

【近义】狼狈为奸

蓬荜生辉
【注音】pénɡbìs hēnɡhuī

【释义】蓬荜 : 用草和荆竹编的门户 , 指

贫穷人的住房, 常作自家住房的谦

辞。使我的家增添了光辉。表示由

于别人的到来或张挂别人的字画等

而使自己非常荣耀。

【出处】明·王世贞《鸣凤记·邹林游

学》: “得兄光顾 , 蓬荜( 筚) 生辉。”

【例句】有了你赠我的这幅画挂在屋

里 , 我家可是 ～了。

蓬头垢面
【注音】pénɡtóu ɡòu miàn

【释义】蓬 : 蓬乱。头发蓬乱, 满脸污

垢。形容不振作或面容腌癗的样子。

【例句】这个 ～的乞丐, 曾是商场上赫

赫有名的富商。

【近义】囚首垢面  不修边幅

【近义】油头粉面

【辨析】～和“不修边幅”都可形容人不

注重衣着、容貌的整洁。区别在于:

～偏重于容貌, 并可形容面容憔悴、

肮脏的样子 , 而“不修边幅”偏重衣

着。

鹏程万里
【注音】pénɡchénɡwàn lǐ

【释义】鹏 : 传说中的大鸟 , 能乘风直上

九万里。比喻前程远大。

【出处】《庄子·逍遥游》: “鹏之徙于南

冥也 , 水击三千里, 抟扶摇而上者九

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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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今日你去英国留学, 我以 ～相

祝。

【近义】前程似锦

【反义】前途渺茫

捧腹大笑
【注音】pěnɡfùdàxiào

【释义】捧腹: 用手捂住肚子。形容欢

笑难忍的样子。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日者列

传》: “司马季主捧腹大笑。”

【例句】故事还未讲完, 大家早已 ～起

来。

【近义】哈哈大笑  哄堂大笑

【反义】嚎啕大哭

pi

披肝沥胆
【注音】pīɡān lìdǎn

【释义】披 : 打开。沥 : 滴下。比喻真心

相见或竭尽忠诚。

【出处】唐·魏徵等《隋书·李德林

传》: “百辟庶尹 , 四方岳牧 , 稽图谶之

文 , 顺亿兆之心, 披肝沥胆, 昼夜歌

吟。”

【例句】李老为国家的科技建设 ～, 到

60 岁了还未退休。

【近义】推心置腹  肝胆相照  开诚相

见 开诚布公

【反义】钩心斗角  假仁假意  尔虞我

诈 虚情假义

披坚执锐
【注音】pījiān zhíruì

【释义】坚 : 铠甲; 执 : 拿着; 锐 : 锐利的

兵器。穿上铠甲 , 拿着锐利的武器。

形容投身战斗。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楚策一》:

“吾被( 披) 坚执锐 , 赴强敌而死 , 此犹

一卒也 , 不若奔诸侯。”

【例句】战士们 ～, 热血沸腾。

【反义】赤膊上阵

披发左衽
【注音】pīfàzuǒrèn

【释义】左衽 : 衣襟向左掩。头发披散 ,

前襟左开。指古代东方、北方少数民

族装束 , 也指沦为异族( 处于落后) 。

【出处】晋·潘岳《西征赋》: “或披发左

衽 , 奋迅泥滓, 或从容傅会, 望表知

里。”

【例句】只要明日上午无变, 我们就可

以免于 ～。

【近义】披发文身

披荆斩棘
【注音】pījīnɡzhǎn jí

【释义】披 : 劈开。斩 : 砍去。清除阻碍

前进的多刺的灌木丛。比喻扫除前

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障碍。也比喻艰

苦创业 , 英勇奋斗。

【出处】南·宋·范晔《后汉书·冯异

传》: “异朝京师。引见 , 帝谓公卿曰 :

‘是吾起兵时主簿也 , 为吾披荆棘 , 定

关中。’”

【例句】这个海岛城市从前是个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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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辈们 ～, 艰苦创业, 才有了今天

的繁荣。

【近义】筚路蓝缕  排除万难

【反义】安于一隅

披麻戴孝
【注音】pīmádài x iào

【释义】麻 : 泛指麻绖( dié, 古代丧服用

的麻带) 和丧服。古代的习俗, 直系

尊亲死后 , 子孙穿白袍、白鞋 , 并在肩

背上披带白麻的重孝。身穿麻衣 , 佩

带孝仪。

【出处】明·冯梦龙《古今小说〈喻世明

言〉·蒋兴歌重会珍珠衫》: “我如今

教他披麻戴孝 , 与亲儿一般行礼。”

【例句】父亲死了, 他 ～, 以尽哀悼之

情。

披沙拣金
【注音】pīshājiǎn jīn

【释义】披 : 拨开。拣: 挑选。拨开沙

砾 , 挑选真金。比喻从大量芜杂的事

物中挑选出精粹的东西。

【出处】唐·刘知几《史通·直书》: “然

则历考前史 , 征诸直词, 虽古人糟粕,

真伪相乱 , 而披沙拣金 , 时有获宝。”

【例句】学习写作要 ～, 切不可记流水

账。

【近义】沙里淘金

披头散发
【注音】pītóu s àn fà

【释义】头发散乱地分披在头上。故意

将头发弄乱, 表示悲愤或佯狂等情

态。形容慌乱、狼狈或懒散的样子。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二十二

回 : “那张三又挑唆阎婆去厅上披头

散发来告道 : ‘宋江实是宋清隐藏在

家 , 不令出官。相公如何不与老身做

主去拿宋江?’”

【例句】这女人疯了, ～地乱跑。

【辨析】～和“蓬头垢面”都有头发散乱

的意思。区别在于: ～可用来形容慌

乱、狼狈或懒散 ; 而“蓬头垢面”含有

面孔污浊的意思。

披星戴月
【注音】pīxīnɡdài yuè

【释义】身披星光, 头顶月亮。形容早

出晚归、起早摸黑地辛勤劳动或不分

昼夜地赶路奔波。

【出处】元·吕侍中《六么令》: “春夏秋

冬 , 披星戴月守寒溪。”

【例句】这一路上 ～、跋山涉水 , 终于把

货物如期送到了目的地。

【近义】早出晚归  栉风沐雨

披发文身
【注音】pīfàwén shēn

【释义】披 : 披散。文身 : 身上刺出花纹

后染上颜色以作装饰。头发披在脑

后 , 身上刺着花纹。原指我国古代吴

越地方的习俗。后泛指未开化地区

的风俗。

【出处】《礼记·王制》: “东方曰夷, 被

( 披) 发文身 , 有不火食者矣。”

【例句】在世界上少数未开发地区, 仍

有刀耕火种、～的习俗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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劈头盖脸
【注音】pītóu ɡài liǎn

【释义】劈 : 冲着。盖 : 蒙 , 压下来。正

对着头和脸而来。形容来势凶猛。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十四回:

“夺过士兵手里的棍棒, 劈头盖脸便

打。”

【例句】大雨 ～的浇下来, 顺着脖子灌

进去。

【辨析】～和“铺天盖地”都可形容凶猛

的来势。但 ～重在指出凶猛来势的

对象 ; “铺天盖地”重在表示凶猛来势

的范围广、数量大。

皮开肉绽
【注音】píkāi ròu zhàn

【释义】开 : 破开。绽 : 迸裂。皮肉都裂

开了。形容暴力造成的伤势严重。

【出处】元·关汉卿《蝴蝶梦》二折 : “浑

身是口怎支吾, 恰似个没嘴的葫芦,

打的来皮开肉绽损肌肤 , 鲜血模糊。”

【例句】两个大盗被差役打得 ～。

【近义】遍体鳞伤  体无完肤

皮笑肉不笑
【注音】píxiào ròu bùxiào

【释义】表面假露笑容而内心不以为

然。形容虚伪 , 表里不一。

【出处】《谈笑》: “还有皮笑肉不笑, 这

种本领是最不易企及的。”

【例句】打那以后, 郭世富记恨郭振山

了 , 老远看见他 , 就绕着走了 ; 不得已

见了面 , ～, 说话慢吞吞爱说不说。

【近义】笑里藏刀

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注音】pízhībùcún, máo jiānɡyān fù

【释义】存 : 存在。将 : 副词 , 又。焉: 哪

里 , 何处。附 : 附着。皮都没有了 , 毛

又往哪里长? 比喻人或事物失去了

赖以生存的基础 , 就没法存在。

【出处】《左传·僖公十四年》: “皮之不

存 , 毛将安傅( 同‘焉附’) ?”

【例句】我们不能脱离群众 , 不然 , 做什

么事都不可能成功 , 道理很简单 : ～,

所以 , 要当群众的学生。

蚍蜉撼树
【注音】pífúhàn shù

【释义】蚍蜉 : 大蚂蚁。撼 : 摇动。蚍蜉

想摇动大树。比喻自不量力。

【出处】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

志》: “蚂蚁缘槐夸大国, 蚍蜉撼树谈

何易。”

【例句】一小撮国际反华分子想分裂中

国 , 实在是 ～不自量。

【近义】不自量力  螳臂当车

疲惫不堪
【注音】píbèi bùkān

【释义】疲惫: 很累; 不堪 : 不能忍受 , 表

示程度深。形容非常累。

【例句】他已两天两夜没合眼了, 虽然

～, 但终于完成了任务。

【近义】精疲力竭

【反义】精力充沛

疲于奔命
【注音】píyúbēn mìn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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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于 : 介词, 表示被动关系。奔

命 : 指受命奔走。为完成使命往来奔

走 , 弄得疲惫不堪。指事务繁重, 使

当事人穷于应付, 精疲力竭。

【出处】《左传·成公七年》: “巫臣遗二

子书曰 : ‘余必使尔罢 ( 疲 ) 于奔命以

死。’”

【典故】楚庄王觅侣在位时, 有个王室

出身的贵族 , 叫子灵, 为楚三大姓之

一“巫”姓 , 因封地在申, 故又叫申公

巫臣。此人甚有心计。

楚庄王十五年 ( 公元前 599 年 , 陈

灵公十五年 ) , 陈国大夫复征舒杀了

陈灵公姒平国。原来 , 郑国有个宗室

女子嫁到了陈国 , 先嫁子蛮, 子蛮没

几天就死了。又嫁给了陈大夫御叔,

因御叔姓夏 , 故称夏姬, 夏姬不但长

得出奇的美丽。而且《列女传》说她

“美好元匹, 内挟技术, 老而复壮三

( 三度返老还壮 ) , 三为王后, 七为夫

人”。御叔死后, 陈灵公与大臣孔宁

( 又叫公孙宁 ) 、仪行父公开与其私

通 , 大开玩笑。夏姬的儿子夏征舒气

坏了 , 就射死了陈灵公。第二年, 楚

庄王就以“讨逆”为名 , 攻入了陈国,

杀了夏征舒, 重立陈公。却将夏姬带

了回去 , 欲纳为后宫 , 申公巫臣 , 令尹

( 相当于当时务国的相国) 子反又要

娶夏 , 申公巫臣又说 : “她是个不祥的

女人 , 妨了子蛮、御叔、陈灵公、夏征

舒 , 妨了陈国。天下美女都是, 何必

要她! ”

又过了五年 , 楚国宋取姓, 大将子

重请求 , 把申和吕两地封给他, 巫臣

又讲了一大堆理由给阻止了。再过

一年 , 连尹襄老死了, 襄老的儿子黑

要强占夏姬 , 巫臣趁机将夏姬骗回郑

国 , 转道投了晋国。楚令尹子反、大

将子重气坏了, 就抄了他的亲族, 分

了财产。申公巫写信警告子反、子

重 , 信中有“余必使尔疲于奔命以死”

的话。

后在巫臣积极奔走与鼓动下, 晋 ,

特别是吴不断攻楚 , 使子反、子重“一

岁( 一年中) 七奔命。”

【例句】他们常常不大考虑下边的情

况 , 有时又朝令夕改, 弄得我们做具

体工作的人只好 ～, 费力不讨好!

【反义】应接不暇  应付自如

【辨析】“于”不可写作“与”。

匹夫有责
【注音】pǐfūyǒu zé

【释义】匹夫 : 古代指平民中的男子 , 后

泛指一般人。每个人都有责任。指

国家存亡大事 , 每个人都有责任。

【出处】明·顾炎武《日知录》: “保天下

者 , 匹夫之贱 , 与有责焉耳矣。”

【例句】国家兴亡, ～。每一个炎黄子

孙都应当为祖国的腾飞出力。

【近义】责无旁贷

匹夫之勇
【注音】pǐfūzhīyǒnɡ

【释义】匹夫 : 古代特指平民中的男子 ,

后泛指普通百姓。不用智谋只凭个

人蛮干的勇敢。

【例句】做事不能逞 ～, 要讲求方式方

法。

【近义】血气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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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智勇双全

否极泰来
【注音】pǐjítài lái

【释义】否、极 : 《周易》中的两个卦名。

天地相交叫“泰”, 象征顺利; 不相交

叫“否”, 象征失利。极 : 尽。到尽头。

坏的到了尽头 , 好的就来了。

【出处】《四世同堂》五十四回 : “既没有

自杀 , 而又拾一顶帽子, 莫非否极泰

来 , 要转好运么?”

【例句】小李相信 , 总有一天会 ～, 给他

转来好运的。

【近义】物极必反

【反义】乐极生悲

屁滚尿流
【注音】pìɡǔn niào liú

【释义】形容极其惊恐而狼狈不堪的样

子。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二十六

回 : “那西门庆正和这婆娘在楼上取

乐 , 听得武松叫一声 , 惊的屁滚尿流,

一直奔后门 , 从王婆家走了。”

【例句】鬼子中计进入包围圈, 被游击

队打得 ～, 抱头鼠窜。

【近义】一败涂地

piɑn

翩翩起舞
【注音】piān piān qǐwǔ

【释义】翩翩: 轻盈飞动的样子。轻盈

地跳起舞来。

【出处】唐·李白《高句丽》诗 : “翩翩舞

广袖 , 似鸟海东来。”

【例句】在联欢会上, 老太太们也 ～了。

【近义】翩跹起舞

翩翩少年
【注音】piān piān shào nián

【释义】翩翩: 举止潇洒。形容言谈举

止洒脱的青年男子。

【例句】他是一个来自北京的 ～。

【近义】翩翩公子

片甲不留
【注音】piàn jiǎbùliú

【释义】甲 : 铠甲, 古代用来护身的战

衣。一片铠甲也没留下。形容全军

覆没。

【出处】《西湖佳话·岳坟忠迹》: “杀得

金兵片甲不存 , 岳飞方整军而回。”

【例句】我们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 杀

得敌人 ～。

片言只字
【注音】piàn yán zhīzì

【释义】只 : 指单个的。指零散的文字

材料。也指简短的文字。

【出处】晋·陆机《陆士衡文集·卷九

·谢平原内史表》: “片言只字, 不关

其间 ; 事踪笔迹 , 皆可推校。”

【例句】我写了几封长信给姐姐, 却不

见有 ～的回答。

【近义】三言两语

【反义】连篇累牍  长篇大论  鸿篇巨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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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ɑo

飘泊不定
【注音】piāo bóbùdìnɡ

【释义】飘泊: 随水漂流或停泊。随水

漂流到哪儿就停在哪儿 , 没有一定的

方向。比喻东奔西走, 生活不安定。

也作“飘泊无定”。

【出处】宋·范成大《元夜忆君从》诗:

“遥怜好兄弟 , 漂泊雨江村。”

【例句】这几年 , 他一直过着 ～的生活。

【近义】居无定所

【反义】安居乐业

飘飘欲仙
【注音】piāo piāo yùx iān

【释义】飘飘: 轻盈飞动的姿态或神采

飞扬的感觉。欲 : 将要。轻飘飘像要

变成神仙似的。形容非常得意 , 到了

忘形的程度。也形容动作优美轻盈。

【出处】宋·苏轼《前赤壁赋》: “飘飘乎

遗世独立 , 羽化而登仙。”

【例句】小李天生是跳舞人才, 她在阿

俊的带领下轻快如飞 , ～。

【近义】片言只字  一言半语

【反义】千言万语

pin

贫病交加
【注音】pín bìnɡjiāo jiā

【释义】交 : 一齐; 加 : 压上。贫困和疾

病一齐压在身上。也作“贫病交迫”、

“贫病交攻”。

【例句】我外出谋事 , 母亲一人在乡下 ,

～, 苦捱岁月。

【近义】饥寒交迫

贫贱之交
【注音】pín jiàn zhījiāo

【释义】生活贫困时结交的朋友。

【例句】他俩是 ～, 好得像两弟兄。

【近义】患难之交

【反义】酒肉朋友

品学兼优
【注音】pín xuéjiān yōu

【释义】兼 : 都。指品德和学问都好。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九回:

“一定是一位品学兼优、阅历通达的

老辈。”

【例句】用人单位总是优先录用那些 ～

的毕业生。

【近义】德才兼备

【反义】有才无德

pinɡ

平安无事
【注音】pínɡān wús hì

【释义】事 : 事故 , 指灾祸及其他使人忧

愁的事。平平安安 , 没有发生什么事

故。

【例句】他 ～地回来了。

【近义】安然无恙

【反义】祸从天降  多事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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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白无故
【注音】pínɡbái wúɡù

【释义】平白 : 凭空。故 : 缘故。没有任

何原因、任何理由。

【出处】清·石玉昆《三侠五义》五十

回 : “平白无故的生出这等毒计。”

【例句】你们不能 ～地随便抓人。

【近义】无缘无故

【反义】事出有因

平心而论
【注音】pínɡxīn ér lùn

【释义】很公平地来分析一件事情。

【出处】清·赵翼《瓯北诗话·九·吴

梅村诗》: “虽当时名位声望稍次于

钱 , 而今日平心而论, 梅村诗有不可

及者二。”

【例句】～, 这件事我不以为你完全对。

【近义】一面之词

平心静气
【注音】pínɡxīn jìnɡqì

【释义】心情平稳 , 态度冷静 , 不鲁莽行

事。

【出处】宋·吕本中《官箴》: “又如监君

郡守严刻过当者 , 须平心定气, 与之

委曲 , 使之相从而后已。”

【例句】这事你最好是 ～地好好想想,

千万别与他吵架。

【近义】心平气和

【反义】意气用事

平步青云
【注音】pínɡbùqīnɡyún

【释义】青云 : 高空。从平地步入高空。

指突然升到很高的地位。常用以形

容科举及第或陡然富贵。

【出处】宋·袁文《翁牖闲评》第三卷:

“廉宣仲才高 , 幼年及第 , 宰相张邦昌

纳为婿。当徽宗时 , 自谓平步青云。”

【例句】两年前的小陈还生活潦倒, 不

料眨眼间他就 ～, 成了名人。

平淡无奇
【注音】pínɡdàn wúqí

【释义】平平常常 , 没有奇特的地方。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十九

回 : “听起安老爷的这几句话 , 说来也

平淡无奇 , 琐碎得紧, 又不见得有什

么惊动人的去处。”

【例句】这部小说写得 ～, 读起来乏味

得很。

【近义】不过尔尔  不足为奇

【反义】回肠荡气  绝伦超群  不同凡

响

平地风波
【注音】pínɡdìfēnɡbō

【释义】比喻突然发生的意外事故。

【出处】宋代苏辙《三思归》诗: 儿言世

情恶 , 平地风波起。”

【例句】成亲前的几天, 她的未婚夫不

知为什么被抓起来了, 真是 ～, 世事

难测。

【近义】晴天霹雳  平地一声雷

【反义】平安无事  风平浪静

平分秋色
【注音】pínɡfēn qiūs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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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平分秋天的景色。比喻各得一

半 , 不分上下。

【出处】宋·李朴《中秋》诗 : “平分秋色

一轮满 , 长伴云衢千里明。”

【例句】在这场棋赛中 , 老张和小李 ～,

杀了个平局。

【近义】不相上下  分庭抗礼

【反义】相形见绌  略胜一筹

平铺直叙
【注音】pínɡpūzhíxù

【释义】说话或写文章不加修饰, 按顺

序直接叙述。也指说话、作文平淡,

没有起伏 , 重点不突出。

【出处】巴金《春》五: “周氏虽然只是在

平铺直叙地说话 , 但声音里却含了一

点不满。”

【例句】初学写作的人 , 往往 ～, 缺乏技

巧 , 内容一览无余。

【反义】一波三折

平起平坐
【注音】pínɡqǐpínɡzuò

【释义】比喻平等相处 , 或地位、权力相

当。

【出处】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三回:

“你若同他拱手作揖 , 平起平坐 , 这不

是坏了学校规矩, 连我脸上都无光

了。”

【例句】新社会 , 妇女和男子应该 ～。

【近义】分庭抗礼  并驾齐驱

【反义】相形见绌  略胜一筹

平易近人
【注音】pínɡyìjìn rén

【释义】态度和蔼可亲 , 使人容易接近。

也指文字浅显 , 通俗易懂。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

家》: “平易近民 , 民必归之。”

【例句】我们的校长 ～, 对同学十分关

心。

【近义】和蔼可亲

【反义】拒人千里

萍水相逢
【注音】pínɡshuǐx iānɡfénɡ

【释义】萍 : 浮萍, 一种随水漂泊、聚散

不定的蕨类植物。浮萍在水面偶然

相遇。比喻素不相识的人偶然相遇。

【出处】唐·王勃《滕王阁诗序》: “萍水

相逢 , 尽是他乡之客。”

【典故】滕王阁俯瞰赣江 , 气势雄伟 , 不

愧千古名楼 , 这座楼原为唐高祖的儿

子滕王李元婴所建。滕王阁年久失

修 , 一时间成了飞鸟的乐园。直到后

来阎伯屿继任洪州都督 , 他派人将滕

王阁修缮一新 , 并准备在 9 月 9 日的

那天 , 大宴宾客 , 庆祝竣工典礼。

古人为了某种庆典而举行的大型

酒会 , 照例要写篇文章, 以资纪念。

而这种文章往往都由当时最负盛名

的大手笔来撰写。阎伯屿为了炫耀

他的女婿吴子璋的文采 , 事先让吴子

璋把文章写好 , 以便在宴会当天展示

才华 , 扬名海外。

宴会的当天, 贵宾很多, 武有王将

军 , 文有孟学士 , 还有远道而来赴会

的高官宇文新州。宾客们按照职务

高低、年龄长幼 , 依次入席就坐。宴

会开始前 , 阎伯屿命人拿出纸笔,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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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宾客说: “今日名楼翻新, 贵客云

集 , 应该说是千秋盛会, 不可不写篇

文章记叙 , 有劳在座诸位挥动彩笔。”

说完 , 命人将纸笔从首座往下传, 但

在座宾客不敢冒冒失失地接过纸笔,

自讨没趣 , 因为他们都知道阎伯屿的

用心 , 不愿扫主人的兴致。

王勃是来客中年龄最小, 又没有

任何职务的人 , 所以坐在最后的席位

上 , 当仆人仅仅出于礼貌将纸笔传给

他时 , 出乎主人和全体宾客的意料,

王勃居然毫不客气地将纸笔留下来,

开始挥毫写作。

阎伯屿见王屿年龄很小, 如此冒

失 , 不知深浅 , 很生气地拂袖而去 , 并

命书童站在一旁观看, 王勃写一句,

书童往里面报一句。当王勃写下:

“落霞与孤鹜齐飞 ; 秋水共长天一色”

句子时 , 阎伯屿吃惊地意识到王勃确

实是百代难逢的天才 , 文章是千秋不

朽的杰作。他赶快出来向王勃赔礼

道歉。

王勃是初唐四大才子之首, 但政

治上很不得意 , 通篇《滕王阁序》的基

调虽然充满高亢、积极上进的情感,

但其中难免写下抒发宦途坎坷 , 知音

难遇的句子 , 如 : “关山难越, 谁悲失

路之人 ; 萍水相逢, 尽是他乡之客。”

宴会后留下千古名篇《滕王阁序》。

【例句】我和他只是 ～, 谈不上深厚感

情。

【近义】生张熟魏  非亲非故

【反义】邂逅相遇  陌路相逢

萍踪浪迹
【注音】pínɡzōnɡlànɡjì

【释义】像浮萍、水浪的踪影来去不定 ,

到处漂泊 , 喻指行踪不定。也作“浪

迹萍踪”、“萍踪浪影”。

【出处】明·汤显祖《牡丹亭·闹殇》:

“恨匆匆 , 萍踪浪影 , 风剪了玉芙蓉。”

【例句】抗日战争时期, 他 ～, 四海为

家 , 过着漂荡的生活。

【近义】萍飘蓬转

【反义】足不出户

po

婆婆妈妈
【注音】pópómāmā

【释义】形容行动缓慢、言语口罗唆或感

情脆弱。

【出处】《龙须沟》: “也难怪孩子们爱

他 , 他可真婆婆妈妈的有个趣儿! ”

【例句】他办事一贯 ～的。

迫不得已
【注音】pòbùdéyǐ

【释义】迫 : 逼迫。被情势所迫 , 出于无

奈 , 不得不如此。

【出处】汉·班固《汉书·王莽传上》:

“为皇帝定立妃后 , 有司上名 , 公女为

首 , 公深辞让 , 迫不得已, 然后受诏。”

【例句】总经理要他第二天早晨必须交

出那份可行性论证报告, ～, 他只好

开夜车赶着写了。

【近义】事出无奈  箭在弦上  无可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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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逼上梁山  在人屋檐下 , 怎敢不

低头

【反义】甘心情愿  甘之如饴

迫在眉睫
【注音】pòzài méi jié

【释义】迫 : 近 , 逼近。眉睫 : 眉毛和睫

毛 , 指眼前。逼近到眼前。比喻事情

十分紧急。

【出处】《警察和赞美诗》: “每当苏比躺

在街心公园长凳上辗转反侧, 这时

候 , 你就知道冬天迫在眉睫了。”

【例句】火车来了, 救这个小孩已是 ～

的事了。

【近义】性命攸关  当务之急  刻不容

缓

破釜沉舟
【注音】pòfǔchén zhōu

【释义】釜 : 古代用陶土制的锅。打破

了锅 , 沉掉了船。比喻不留退路, 下

决心干到底。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

纪》: “项羽乃悉引兵渡河 , 皆沉船 , 破

釜甑 , 烧庐舍 , 持三日浪 , 以示士卒必

死 , 无一还心。”

【典故】公元前 207 年 , 秦军大将章邯

派重兵包围了赵国都城钜鹿。项羽

率兵救援 , 部队渡过漳河后, 他下令

将船只全部没入河底, 以示没有退

路 , 只有拼死作战。在巨鹿城下, 项

羽与章邯两军激战九个回合 , 终于全

歼秦军 , 项羽从此声名大振。

【例句】迫于无奈, 他把全部资金投在

这宗买卖上 , ～, 成功失败, 尽在此一

举。

【近义】义无反顾

【反义】急流勇退

【辨析】～和“背水一战”都可表示“决

一死战”。区别在于 : ～含有“战斗到

底”的意思 ; “背水一战”表示“拼死求

胜”之意。

破格录用
【注音】pòɡélùyònɡ

【释义】破格: 打破既定的规格。打破

既定规格的约束 , 录取任用。

【例句】今年初, 他被 ～为研究所副所

长。

破镜重圆
【注音】pòjìnɡchónɡyuán

【释义】比喻夫妻失散或离异后重又团

聚。

【出处】唐·孟蓕《本事诗·情感》: “镜

与人俱去 , 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

影 , 空留明月辉。”南朝时, 陈国将亡。

有一个徐德言 , 担心遇战乱夫妻二人

会天各一方 , 便将一面镜子打破, 夫

妻二人各持一半, 作为相见的凭证,

并约定正月十五日把破镜拿到都城

的街上去卖 , 打听对方的下落。后业

虞乱发生 , 夫妻二人果然失散。到了

正月十五日 , 徐德言按约到都城街上

探访 , 见有人卖破镜正是他妻子那一

半 , 他通过这一线索终于找到了妻

子 , 夫妻团聚 , 破镜重圆。

【典故】传说 , 早些年的时候 , 有个非常

漂亮的女子嫁给一个勤劳善良的穷

小子。两个人虽然生活贫寒, 可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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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你恩我爱 , 如漆似胶, 情深意浓 , 堪

称伉俪。

可是 , 没想到 , 国内突然发生了战

乱。夫妻很伤心。妻子拿出她惟一

的陪嫁 , 一面铜镜, 并把镜子打成两

半 , 一半交给她的丈夫, 一半留给自

己 , 然后说 : “我们万一因战争离散的

话 , 每逢正月十五那天, 就拿着自己

的那半面镜子去卖 , 以获得重逢的机

会。”

战乱中 , 夫妻俩分离了。因为妻子

年轻漂亮 , 花容月貌, 所以被朝廷一

名大官所占。可是她日夜盼望能见

到自己失散的丈夫。每年的正月十

五都想方法 , 让她的仆人带着那块铜

镜到街上去卖。有一年 , 正好她的丈

夫也到街上去卖镜子, 两块铜境一

对 , 正好复原。

那位朝廷的大官听说这件事, 很

感动。于是主动成全这对失散的恩

爱夫妻 , 让他们破镜重圆 , 夫妻团聚,

回到江南老家去了。

【例句】这对夫妻经十年离散, 今天得

以 ～, 不禁悲喜交集 , 抱头痛哭。

【近义】言归于好

【反义】覆水难收

破口大骂
【注音】pòkǒu dàmà

【释义】破口: 指放开嗓门。使用粗恶

言语骂人。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十

回 : “茶房未及开口 , 那女人已经破口

大骂起来。”

【例句】只见那两个互相指手画脚, 在

那里 ～, 实在不像样子。

【近义】出口伤人  出言不逊  狗血喷

头

【反义】赞不绝口  赞叹不已

破绽百出
【注音】pòzhàn bǎi chū

【释义】绽 : 裂开。形容说话、做事漏洞

很多。

【出处】宋·李侗《李延平集·答问

下》: “却回头看释氏之书, 渐渐破绽

罅漏百出。”

【例句】他的话 ～, 十分可疑。

破门而出
【注音】pòmén ér chū

【释义】打破门冲了出去, 比喻坏人急

迫地跳出来干坏事或比喻克服种种

限制。

【例句】树欲静而风不止 , 敌人又 ～, 公

开地同人民较量了。

【近义】夺门而出

【反义】破门而入

破涕为笑
【注音】pòtìwéi x iào

【释义】破 : 指排除。涕 : 眼泪 , 指哭泣。

停止哭泣 , 露出笑容。形容转悲为

喜。

【出处】晋·刘琨《答卢谌书》: “时复相

与举觞对膝 , 破涕为笑。”

【例句】到下午 , 录取通知书到了 , 她这

才 ～。

【近义】转悲为喜  悲喜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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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腹藏珠
【注音】pōu fùcánɡzhū

【释义】剖开肚皮来收藏珍珠。原比喻

当政者贪求个人私利损身亡国。后

借喻惜物伤身 , 轻重倒置。有时也比

喻保守学术或技艺独得之秘 , 不肯示

人。

【出处】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

太宗贞观元年》: “上谓侍臣曰 : ‘吾闻

西域贾胡得美珠, 剖身以藏之。’”

【例句】这些走私犯为了赚大钱, 不惜

～, 以身试法。

【近义】本末倒置

pu

扑朔迷离
【注音】pūshuòmílí

【释义】扑朔: 扑腾, 乱动。迷离: 眼睛

眯着。比喻事情错综复杂, 难以辨识

真相。

【出处】北朝·无名氏《木兰诗》: “雄兔

脚扑朔 , 雌兔眼迷离 , 两兔傍地走 , 安

能辨我是雄雌?”意为拎耳提兔 , 雄兔

脚乱踢 , 雌兔眼半闭, 但同在地上奔

跑就难以辨别雄雌。意寓“扑朔迷

离”。

【例句】这件刑事案有三个人自认是作

案凶手 , 搞得案情 ～, 给侦破增加了

难度。

【近义】错综复杂  真伪莫辨  迷离恍

惚 虚无缥缈  茫无头绪  目迷五

色

【反义】一清二楚  水落石出  一清二

白 真相大白

铺天盖地
【注音】pūtiān ɡài dì

【释义】形容来势迅猛 , 规模很大。

【出处】金敬迈《欧阳海之歌》一章 : “一

九四九年的冬天 , 暴风雪铺天盖地扑

向老鸦窝。”

【例句】一个响雷刚过, 大雨便 ～倾泻

下来。

【近义】遮天蔽日

铺张浪费
【注音】pūzhānɡlànɡfèi

【释义】铺张: 图好看而讲排场。为讲

究排场而浪费人力物力。

【出处】《刘庄大队党支部是怎样带领

群众致富的》: “婚事不铺张浪费, 丧

事不披麻戴孝。”

【例句】他大手大脚、～的作风受到同

志们的批评。

【近义】大手大脚

【反义】艰苦朴素  精打细算  开源节

流

铺张扬厉
【注音】pūzhānɡyánɡlì

【释义】铺张 : 铺陈渲染。扬厉 : 发扬光

大。原指铺陈夸张 , 竭力宣扬。后用

以形容过分夸张 , 讲究排场。

【出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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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 : “你看他一到任时 , 便铺张扬厉

的 , 要办这个 , 办那个 , 几时见有一件

事成了功呢! ”

【例句】他唯恐人间没有逆伦的故事,

偏要用笔 ～起来 , 以耸动低级趣味读

者的眼目。

璞玉浑金
【注音】púyùhún jīn

【释义】未雕琢的玉, 未冶炼的金。比

喻未经修饰的天然的纯真品质。

【出处】唐代释贯休《杜侯行》诗: “杜家

兄弟继之后 , 璞玉浑金美腾口。”

【例句】她纯洁朴实 , 犹如 ～一样。

菩萨心肠
【注音】púsàxīn chánɡ

【释义】菩萨一样的心肠。比喻仁慈善

良之心。

【例句】大家都知道她这个人是 ～, 一

见别人落泪心就软了。

朴实无华
【注音】pǔshíwúhuá

【释义】质朴踏实而不浮华。

【例句】 �为人民扫雷 , 为军旗增辉! ”这

句 ～的口号, 概括了雷场战士的心

声。

【近义】朴素大方

【反义】华而不实

普天同庆
【注音】pǔtiān tónɡqìnɡ

【释义】普天: 整个天下。普天之下的

人共同欢庆。

【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排调》: “元帝生皇子, 普赐群臣。

般洪乔谢曰 : ‘皇子诞育, 普天同庆,

臣无勋焉, 而猥颁厚赍。’中宗笑曰 :

‘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

【例句】国庆节是一个 ～的日子。

【近义】歌舞升平

【反义】怨声载道

普天之下
【注音】pǔtiān zhīx ià

【释义】整个天下。指全国或全世界。

【出处】《诗经·小雅 ·北山》: “溥

( 普) 天之下 , 莫非王土。”

【例句】～, 没有一个不痛恨奸贼秦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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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零八落
【注音】qīlínɡbāluò

【释义】七⋯八⋯, 分别嵌用在名词或

动词前 , 表示多或多而杂乱。形容零

散、残缺或杂乱。

【出处】张天翼《清明时节》: “那四双筷

子 , 就七零八落从碟子里伸过去了。”

【例句】他的书 ～地摆放在桌上。

【近义】支离破碎  四分五裂

【反义】井然有序

【辨析】～和“乱七八糟”都含有纷乱的

意思。 ～着重于散乱不全 ; “乱七八

糟”着重于极端混乱。

七步之才
【注音】qībùzhīcái

【释义】形容人有才气 , 文思敏捷。

【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文学》: “文帝( 曹丕) 尝令东阿王七

步中作诗 , 不成者行大法 , 应声便为诗

曰 : ‘煮豆持作羹 , 漉菽以为汁 , 箕在釜

下燃 , 豆在釜中泣 , 本自同根生 , 相煎何

太急! ’帝深有愧色。”

【例句】他很有文学才华, 上中学时就

被同学们称为 ～。

七颠八倒
【注音】qīdiān bādǎo

【释义】做事不合情理 , 颠倒错乱。

【出处】宋·朱熹《答陈卫道书》: “所以

见处则尽高明洒脱 , 而用处七颠八倒无

有是处。”

【例句】他好像患了精神分裂症, 做事

～。

【近义】颠三倒四

【反义】井然有序

七窍生烟
【注音】qīqiào shēnɡyān

【释义】七窍: 指人的两眼、两耳、两鼻

孔和口。眼耳口鼻都像要冒出火似的。

形容极为气愤或十分焦急。

【出处】清·黄小配《廿载繁华梦》三

回 : “( 周庸佑) 说罢悻悻然转出来。把

邓氏气得七窍生烟 , 觉得脑中一涌, 喉

里作动 , 旋吐出鲜血来。”

【例句】无端的造谣诬陷 , 气得他 ～, 暴

跳如雷。

【近义】暴跳如雷  火冒三丈  怒发冲

冠 怒形于色

【反义】眉开眼笑  手舞足蹈  喜形于

色 笑逐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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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情六欲
【注音】qīqínɡliùyù

【释义】七情: 喜、怒、哀、惧、爱、恶、欲。

六欲 : 生、死和耳、目、口、鼻之欲。泛指

人的各种感情和欲望。

【例句】你看他的演技多好, ～都表现

了出来。

七上八下
【注音】qīshànɡbāxià

【释义】形容心神不定。

【出处】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二

十一 : “圣贤真可到, 言语不误人。今

被引得七上八下 , 殊可笑。”

【例句】见李老师走过来, 小王心里 ～

的 , 不知该说什么好。

【近义】心神不定  惴惴不安  心慌意

乱 六神无主

【反义】若无其事  泰然自若  不动声

色

七擒七纵
【注音】qīqín qīzònɡ

【释义】擒获了又释放掉 , 反复多次。

【例句】你对她 ～, 她怎不心服呢?

七步成章
【注音】qībùchénɡzhānɡ

【释义】不假思索 , 七步之内吟成诗句。

形容有才气 , 文思敏捷。

【出处】清·凌闬初《初刻拍案惊奇》卷

九 : “饮酒中间 , 宣徽想到: ‘适间秋千

词 , 虽是流丽 , 或是那日看过秋千 , 便已

有些题咏 , 今日偶遇着题目的。不然如

何恁般快? 真个七步成章, 也不过如

此。’”

【例句】他能即景吟诗 , 真是 ～的天才。

【近义】出口成章

【反义】才竭智疲

七拼八凑
【注音】qīpīn bācòu

【释义】把零零碎碎的东西胡乱凑合在

一起。

【例句】乡亲们 ～凑足了路费, 送他下

山上了大学。

七手八脚
【注音】qīshǒu bājiǎo

【释义】形容动作忙乱。指大家一起动

手。

【例句】一声令下 , 他们 ～, 把东西搬到

救生艇上去了。

【近义】手忙脚乱  人多手杂

【反义】有条不紊

七嘴八舌
【注音】qīzuǐbās hé

【释义】你一言, 我一语, 大家争相发

言。

【出处】明·名教中人《好逑传》五回:

“众人正跑得有兴头上 , 忽然铁公子拦

住 , 便七嘴八舌地乱嚷。”

【例句】校门口围了一大堆人, 同学们

还在 ～地议论着刚才发生的事情。

【近义】说长道短  说东道西  说三道

四

【反义】众口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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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离子散
【注音】qīlízǐs àn

【释义】妻子儿女分离四散。形容家庭

破败的情景。

【出处】《孟子·梁惠王上》: “父母冻

饿 , 兄弟妻子离散。”

【例句】这场战争 , 使多少人 ～, 家破人

亡。

【近义】劳燕分飞  家破人亡  灭门绝

户 十室九空  国破家亡

欺人太甚
【注音】qīrén tài shèn

【释义】甚 : 过分。欺负人太过分。

【出处】元·郑廷玉《楚昭公》四折 : “主

公着他做了盟府 , 又与他一口宝剑 , 筵

前举鼎 , 欺人太甚。”

【例句】他不但骂我, 还骂我全家 , 真是

～。

欺软怕硬
【注音】qīruǎn pàyìnɡ

【释义】欺负软弱的 , 害怕强硬的。

【出处】明·高则诚《琵琶记·五娘请

粮被抢》: “点催首放富差贫 , 保上户欺

软怕硬。”

【例句】～的人 , 算不上英雄好汉。

【近义】欺善怕恶  谄上欺下

【反义】软硬不吃  直道而行

欺上瞒下
【注音】qīshànɡmán xià

【释义】对上级欺骗, 对下级隐瞒。指

以蒙骗取得上级的信任, 逃避群众的

监督。

【例句】他 ～, 群众非常气愤。

欺世盗名
【注音】qīshìdào mínɡ

【释义】世 : 世人。盗 : 窃。欺骗世人,

盗取名誉。

【出处】宋·苏洵《辨奸论》: “王衍之为

人也 , 容貌语言, 固有以欺世而盗名

者。”

【例句】他们为了 ～, 搞假材料 , 做假报

告 , 拍假照片 , 千方百计掩盖事实真相。

【近义】沽名钓誉

【反义】实至名归

漆黑一团
【注音】qīhēi yītuán

【释义】形容非常黑暗 , 没有一点光明。

也形容糊里糊涂 , 一无所知。

【出处】鲁迅《书信集·致李霁野》: “教

育界正如文学界 , 漆黑一团 , 无赖当路 ,

但上海怕比平津更甚。”

【例句】有些人只懂得希腊, 不懂得中

国 , 对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的认识也

～。

【近义】暗无天日  不见天日  一无是

处 一无可取

【反义】尽善尽美  十全十美

齐头并进
【注音】qítóu bìnɡjìn

【释义】几路人马并行前进。形容多方

面同时进行。

【出处】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 “实现科学技术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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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主要要求是 : 实事求是 , 循序前进 ,

齐头并进 , 迎头赶上。”

【例句】建设政治文明 , 社会文化 , ～。

【近义】兼程并进  并行不悖

齐心合力
【注音】qíxīn hélì

【释义】思想一致 , 共同努力。

【出处】《一碗阳春面》: “兄弟们, 齐心

合力 , 为保护我们的母亲而努力吧! ”

【例句】决定了 , 大家就 ～地干吧。

【近义】同心同德

【反义】各司其事

其乐无穷
【注音】qílèwúqiónɡ

【释义】其中的乐趣没有穷尽。

【出处】宋·邵雍《伊川击壤集·君子

饮酒吟》: “家给人足时和岁丰 ; 筋骸康

健 , 里闬乐从 ; 君子饮酒 , 其乐无穷。”

【例句】为了理想而奋斗 , ～。

【近义】乐不可言  乐不可支  津津有

味 乐此不疲  兴致勃勃

【反义】兴味索然  索然无味

其貌不扬
【注音】qímào bùyánɡ

【释义】其 : 他 , 他的; 不扬: 不好看, 平

庸。指人的外貌难看。也形容器物外

表不美观。

【出处】唐·裴度《自题写真赞》: “尔才

不长 , 尔貌不扬 , 胡为将 , 胡为相?”

【例句】你们可别小看了新来的技术

员 , 这个人 ～, 但才华出众。

【近义】貌不惊人

【反义】一表人才

其势汹汹
【注音】qíshìxhōnɡxiōnɡ

【释义】其: 代词, 他的; 汹汹: 原指大

水 , 引申指凶猛。形容来势凶猛的样

子。

【例句】他突然闯进来 , ～。

【近义】势不可挡

【反义】和颜悦色

其味无穷
【注音】qíwèi wúqiónɡ

【释义】其 : 代词 , 其中的 ; 穷 : 尽。其中

的意味深长。形容含义深刻 , 使人回味

不尽。

【出处】清·李绿园《歧路灯》五回 : “多

赴些‘春茗候光’的厚扰, 这就其味无

穷了。”

【例句】这首诗寓意深远 , ～。

【近义】余音绕梁

【反义】味同嚼蜡

奇耻大辱
【注音】qíchǐdàrǔ

【释义】奇 : 罕见的。形容极大的耻辱。

【出处】梁钟汉《我参加革命的经过》:

“日俄战争发生 , 以中国领土, 作两军

战区。清朝昏暗懦弱 , 不仅不敢干预,

反要严守中立。我认为奇耻大辱, 绕室

彷徨。”

【例句】我们忘不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

我国 , 而清政府割地赔款时我国人民蒙

受的 ～。

【近义】胯下之辱  创巨痛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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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花异草
【注音】qíhuāyìcǎo

【释义】奇特罕见的花草。

【出处】《初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一回:

“走得数十步, 豁然清朗, 一路奇花异

草 , 修竹乔松。”

【例句】北京植物园里的 ～不少。

奇货可居
【注音】qíhuòkějū

【释义】奇货: 珍奇的货物。居: 指积

存。指把市面上缺少的货物囤积起来 ,

等待高价出售。比喻凭借某种技艺或

成就 , 以谋取私利。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

传》: “吕不韦贾邯郸 , 见而怜之曰 : ‘此

奇货可居。’”

【例句】得到了这幅古代名画, 他认为

～, 就一直藏在身边。

【近义】囤积居奇

【反义】货真价实

奇形怪状
【注音】qíxínɡɡuài zhuànɡ

【释义】形容古怪的形状。

【出处】唐·吴融《太湖石歌》: “铁索千

寻取得来 , 奇形怪状谁能识?”

【例句】在海边 , 我们拾到了各种 ～的

贝壳。

【近义】千奇百怪

奇装异服
【注音】qízhuānɡyìfú

【释义】与一般人不同的装束和打扮。

【出处】鲁迅《坟·从胡须说到牙齿》:

“胡须的有无 , 式样 , 长短, 我以为除了

直接受着影响的人以外 , 是毫无容�的

权利和义务的 , 而有些人偏要越俎代

谋 , 说些无聊的废话, 这真和女子非梳

头不可的教育, ‘奇装异服’者要抓进

警厅去办罪的政治一样离奇。”

【例句】改革开放的年代, 无论你打扮

得怎样奇特 , 人们也不再说你 ～了。

歧路亡羊
【注音】qílùwánɡyánɡ

【释义】歧路 : 岔道。亡 : 走失。尽是岔

道 , 不知道羊是从哪里走失的。比喻事

情复杂多变 , 容易迷失方向 , 误入歧途。

【出处】《列子·说符》: “杨子之邻人亡

羊。即率其党, 又请杨子之竖 ( 童仆 )

追之。杨子曰 : ‘嘻! 亡一羊何追者之

众?’邻人曰 : ‘多歧路。’既反 , 问 : ‘获

羊乎?’曰 : ‘亡之矣。’曰 : ‘奚 ( 为什

么) 亡之?’曰 : ‘歧路之中又有歧焉 , 吾

不知所之, 所以反也。’”

【例句】他在这种环境下生活, 常常不

知所措 , 好比 ～般。

【近义】如堕烟海  目迷五色

【反义】顺藤摸瓜

崎岖不平
【注音】qíqūbùpínɡ

【释义】崎岖: 险阻不平的样子。道路

高低不平。也用来比喻处境困难艰险。

【例句】汽车在 ～的公路上缓缓地前

进。

【近义】坎坷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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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虎难下
【注音】qíhǔnán xià

【释义】比喻中途遇到困难, 又无法中

途停止 , 只好干到底。也比喻左右为

难。

【出处】南朝·宋·何法盛《晋中兴

书》: “今日之事 , 义无旋踵 , 骑虎之势,

可得下乎?”

【典故】南北朝时 , 北周宣帝病死 , 儿子

宇文阐继位 , 是为静帝。时宇文阐年仅

8 岁 , 朝中大权实际落入其外祖父杨坚

手中 , 杨坚的妻子独孤氏劝杨坚乘势

夺取帝位 , 说 : “国家大事已成这种局

面 , 你就像骑在虎背上一样 , 再也不能

下来了。”杨坚听从此见, 随即废了宇

文阐 , 自己当了皇帝 , 改国号为隋。

【例句】这桩生意我们已交了一半定

金 , 如终止合同就会全部损失 , 真是 ～。

【近义】狼狈不堪

【反义】左右逢源

棋逢敌手
【注音】qífénɡdís hǒu

【释义】下棋时遇上了水平相当的对

手。比喻高手相遇 , 本领不相上下。

【出处】唐·尚颜《怀陆龟蒙处士》诗:

“事厄伤心否 , 棋逢敌手无?”

【例句】今天上场的两支球队实力都很

强 , 可说是 ～, 说不一定要打个平局。

也作“棋逢对手”。

【近义】旗鼓相当

【反义】棋高一着

旗鼓相当
【注音】qíɡǔxiānɡdānɡ

【释义】旗、鼓 : 古代作战时用来发号施

令的军旗和战鼓。原指两军对抗。后

比喻双方势均力敌 , 不相上下。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隗

嚣公孙述传》: “如令子阳到汉中、三

辅 , 愿因将军兵马 , 旗鼓相当。”

【例句】这场比赛, 双方 ～, 实力都很

强。

【近义】不相上下  势均力敌  半斤八

两

【反义】相形失色  相形见绌

旗帜鲜明
【注音】qízhìxiān mínɡ

【释义】旗帜的颜色光彩鲜艳。本指古

代交战时军容严整 , 军旗耀眼。今多用

来比喻人的态度或观点明朗, 毫不含

糊。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二十

五回 : “曹操指山下颜良排的阵势, 旗

帜鲜明 , 枪刀森布 , 严整有威。”

【例句】我们 ～的反对资产阶级的腐朽

思想和作风。

【反义】不置可否

乞哀告怜
【注音】qǐāi ɡào lián

【释义】乞 : 向人讨。哀 : 怜悯。告: 请

求。乞求别人的怜悯。

【出处】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

析》: “荒时暴月, 向亲友乞哀告怜, 借

得几斗几升 , 敷衍三日五日, 债务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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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例句】姚厂长到处 ～, 划点原料回来,

却遭到一些人的误解。

【近义】摇尾乞怜

【反义】贫贱不移

杞人忧天
【注音】qǐrén yōu tiān

【释义】杞 : 同代的一个小诸侯国。忧

天 : 担心天会塌下来。一个杞国人老是

怕天塌下来。比喻不必要的忧虑。

【出处】《列子·天瑞》: “杞国有人忧天

地崩坠 , 身亡所寄 , 废寝食者。”

【例句】有人看到现在社会风气不好,

就担心要出大乱子 , 这真是 ～。

【近义】庸人自扰

起早贪黑
【注音】qǐzǎo tān hēi

【释义】起得早 , 睡得晚 , 形容人辛勤劳

动。

【例句】为了生产出更多的汽车, 向国

庆献礼 , 工人们 ～, 夜以继日。

起死回生
【注音】qǐsǐhuíshēnɡ

【释义】把将死的病人治活。形容医术

高明。用以比喻扭转危局 , 挽救看来没

有希望的事情。形容手段高超。

【出处】元·无名氏《诸葛亮博望烧屯》

一折 : “论医起死回生, 论卜知凶定

吉。”

【例句】这位自称能让人 ～的江湖骗

子 , 已被警察拘捕。

【近义】白骨再肉  手到病除  妙手回

春

气冲斗牛
【注音】qìchōnɡdǒu niú

【释义】斗牛 : 北斗星和牵牛星 , 泛指天

空。原指宝剑的光气射入空际。形容

怒气或气势很盛 , 直冲天空。

【出处】明·胡文焕《群音类选·龙泉

记·家庭训子》: “志吞虎彪, 气冲斗

牛 , 大丈夫当及时出展经纶手。”

【例句】鲁智深听说镇关西强占民女,

顿时怒目圆睁 , ～。

【近义】气冲霄汉  气贯长虹  怒气冲

天

气冲霄汉
【注音】qìchōnɡxiāo hàn

【释义】气: 指精神, 勇气; 霄汉: 指天

空 ; 形容勇敢的气魄。现也形容无畏的

社会主义精神。

【出处】元·陈以仁《存孝打虎》第二

折 : “便有那吐虹霓志气冲霄汉。”

【例句】方志敏 ～的大无畏气概永远激

励我。

【近义】气冲牛斗

【反义】垂头丧气

气喘吁吁
【注音】qìchuǎn xūxū

【释义】吁吁: 喘气的声音。形容呼吸

急促 , 喘气不止。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 “李勉

向一条板凳上坐下 , 觉得气喘吁吁。”

【例句】背着东西走山路 , 累得他 ～。

【近义】气喘如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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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心平气和

气势汹汹
【注音】qìshìxiōnɡx iōnɡ

【释义】汹 : 音兄。气势很盛的样子。

形容气势凶猛。

【出处】《荀子·天论》: “君子不为小人

之汹汹也辍行。”

【例句】他那 ～的样子 , 真叫人害怕。

【近义】气焰嚣张

【反义】心平气和

气吞山河
【注音】qìtūn s hān hé

【释义】气势可以吞掉高山和大河。形

容气势、气魄很大。

【出处】元·金仁杰《追韩信》: “背楚投

江 , 气吞山河 ; 知音未遇 , 弹琴空歌”。

【例句】红军以 ～之势 , 向江南挺进。

【近义】气冲牛斗

【反义】气息奄奄

气味相投
【注音】qìwèi xiānɡtóu

【释义】投 : 合得来。指人的思想作风

相同 , 彼此很合得来。

【出处】宋·葛长庚《水调歌头》: “天下

云游客 , 气味偶相投。暂时相聚 , 忽然

云散水空流。”

【例句】这可是年龄相仿而又是 ～的一

对人儿 , 谁也别想把他们分离开。

【近义】情投意合

【反义】格格不入

气焰嚣张
【注音】qìyàn xiāo zhānɡ

【释义】形容人威势逼人, 猖狂放肆。

嚣张 : 猖獗的样子。

【例句】 �四人帮”～, 妄想推翻社会主

义政权。

【近义】肆无忌惮

【反义】心平气和

气壮如牛
【注音】qìzhuànɡrúniú

【释义】气很盛 , 但使人觉得笨拙。

【例句】特别是黄光拿出上面什么人的

那两段话时 ～的样子 , 好家伙 , 简直像

要吃人。

【近义】色厉内荏

【反义】胆小如鼠

气贯长虹
【注音】qìɡuàn chánɡhónɡ

【释义】气 : 气概 , 气势。贯: 直穿。虹 :

雨后天空出现的彩虹。形容气势旺盛 ,

能贯穿长虹。

【出处】汉·戴圣《礼记·聘义》: “气如

白虹 , 天也。”

【例句】人民抗日武装以 ～之势迅速解

放了敌寇侵占的国土。

【近义】气势磅礴  气冲霄汉  气冲斗

牛

气急败坏
【注音】qìjíbài huài

【释义】上气不接下气, 狼狈不堪。形

容非常慌张或恼羞成怒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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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五回 : “只

见数个小�� , 气急败坏 , 走到小寨里

叫道 : “苦也 , 苦也! ’”

【例句】 �肇事的家伙在哪儿?”警察 ～

地问。

【近义】心慌意乱  手足无措

【反义】泰然处之  屏气凝神

气势磅礴
【注音】qìshìpánɡbó

【释义】磅礴: 广大无边的样子。形容

气势雄伟。

【出处】宋·文天祥《正气歌》: “是气所

磅礴 , 凛烈万古存。”

【例句】叶挺在狱中, 挥笔写下了 ～的

英雄诗篇。

【近义】气势汹汹  雷霆万钧

【反义】无声无息

气息奄奄
【注音】qìxīyǎn yǎn

【释义】奄奄, 呼吸微弱的样子。气息

微弱 , 快要断气的样子。也比喻事物衰

败没落 , 快要灭亡。

【出处】晋·李密《陈情表》: “日薄西

山 , 气息奄奄。”

【例句】由于失血过多 , 送到医院时 , 他

已经 ～了。

【近义】奄奄一息  半死不活

【反义】生气勃勃  欣欣向荣

气象万千
【注音】qìxiànɡwàn qiān

【释义】气象: 景观。形容景象宏伟壮

观 , 千变万化。

【出处】宋·范仲淹《岳阳楼记》: “朝晖

夕阴 , 气象万千。”

【例句】论宏伟 , 西湖比不上太湖 , 太湖

烟霞万顷, ～。

【辨析】“气象”( 景象) 不能理解为“天

气的状态和现象”。

气宇轩昂
【注音】qìyǔxuān ánɡ

【释义】气宇: 指人的仪表、风度。轩

昂 : 精神饱满的样子。形容精神振奋 ,

气度不凡。

【出处】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三十四

回 : “庄绍光见萧昊轩气宇轩昂, 不同

流俗 , 也就着实亲近。”

【例句】他虽是一个战士 , 但 ～, 颇有大

将风度。

气壮山河
【注音】qìzhuànɡshān hé

【释义】气 : 气概。形容气概像高山大

河那样雄壮豪迈。

【出处】唐·张说《孔补阙集市》: “族高

辰象, 气壮河山 , 神作铜钩 , 天开 金

印。”

【例句】抗敌大军在出师前, 人人立下

誓言 , 要将敌人赶出国境 , 那情景, 真有

～之势!

【近义】气吞山河

【反义】气息奄奄

弃暗投明
【注音】qìàn tóu mínɡ

【释义】弃 : 离弃。走出黑暗, 投向光

明。比喻抛弃非正义的一方 , 投奔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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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方。

【出处】明·许仲琳《封神演义》五十六

回 : “今将军既知顺逆 , 弃暗投明 , 俱是

一殿之臣 , 何得又分彼此?”

【例句】李先生能够 ～, 翩然归来 , 我们

对此表示欢迎与赞赏。

【近义】弃旧图新  改邪归正  自拔来

归

弃旧图新
【注音】qìjiùtúxīn

【释义】弃 : 离弃。走出黑暗, 投向光

明。比喻抛弃非正义的一方 , 投奔正义

的一方。

【出处】唐·韩愈《上宰相书》: “忽将弃

其旧 , 而新是图。”

【例句】对于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我们

应该帮助他们 , 使他们幡然悔悟 , ～。

【近义】弃邪归正  回心转意

【反义】怙恶不悛  顽固不化

泣不成声
【注音】qìbùchénɡshēnɡ

【释义】泣 : 抽泣 , 低声哭 , 哭泣时噎住

了气 , 发不出声音。形容极度悲伤。

【出处】汉·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

余外传》: “昼夜哭泣, 气不属声。”

【例句】日本女排出人意料地输给了美

国队 , 日方队员一个个 ～。

【近义】泣下如雨  声泪俱下  痛哭流

涕

【反义】哄堂大笑  笑逐颜开  欣喜若

狂 乐不可支

qiɑ

掐头去尾
【注音】qiātóu qùwěi

【释义】除去前后两部分, 比喻除去没

有用处或不需要的部分。也比喻去掉

事情的来龙去脉或前因后果。

【例句】～地算一算, 这项工程已经超

过限期三个月了 , 为什么还没完成呢?

恰到好处
【注音】qiàdào hǎo chù

【释义】恰 : 刚好。正好到了最合适的

地步。

【出处】《恰到好处》: “我们不管做什么

事都需要恰到好处。”

【例句】老田对这件事的处理公正妥

当 , ～。

【近义】适可而止  恰如其分

【反义】画蛇添足  举措失当

恰如其分
【注音】qiàrúqífèn

【释义】恰 : 正好 ; 分 : 限度, 分寸。形容

说话、做事、待人等非常得体正合分寸。

【出处】清·李绿园《歧路灯》一百零八

回 : “赏分轻重 , 俱是阎仲端酌度 , 多寡

恰如其分, 无不欣喜。”

【例句】老李把我这番意思转达得 ～。

【近义】恰到好处

【反义】过犹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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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ɑn

千变万化
【注音】qiān biàn wàn huà

【释义】形容变化极多。

【出处】《列子·汤问》: “千变万化, 惟

意所适。”

【典故】相传周朝时, 周穆王一次西行

巡狩 , 返途中遇到能工巧匠名叫偃师。

穆王问他有何绝技, 偃师第二天就带

来了他造的会唱歌跳舞的假人, 并当

即表演给穆王看。只见这些假人在偃

师的操纵下灵活自如 , 唱歌合曲调 , 跳

舞合节拍, 其动作“千变万化, 惟意所

适”, 同真人一样。

【例句】世界 ～, 不学习怎么行呢?

【近义】变化多端

【反义】一成不变

【辨析】～和“变化莫测”都指变化多。

但 ～侧重指花样繁多, 无穷无尽; “变

化莫测”侧重指变化奇异 , 无法捉摸。

千锤百炼
【注音】qiān chuíbǎi liàn

【释义】形容对诗文进行反复的加工润

色 , 精益求精。也比喻经过长期艰苦斗

争的磨炼。

【出处】清·赵翼《瓯北诗话》: “诗家好

作奇句警语 , 必千锤百炼而后能成。”

【例句】不经过 ～, 怎么成为国家的栋

梁。

【近义】精益求精

【反义】陈词滥调

千刀万剐
【注音】qiān dāo wàn ɡuǎ

【释义】剐 : 把肉从骨头上割下来 , 这种

残酷的刑罚称为“凌迟”。指古代受凌

迟的酷刑。后用来诅咒人不得好死。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第三十八

回 : “千刀万剐的黑杀才, 老爷怕你的

不算好汉! 走的不是好汉子。”

【例句】卖国贼罪不容赦 , ～, 也不能解

百姓心头之恨。

【近义】千刀万剁

【反义】宽大为怀

千方百计
【注音】qiān fānɡbǎi jì

【释义】想尽了所有的办法。

【出处】宋·朱熹《朱子语类》三五 : “譬

如捉贼相似 , 须是著起气力精神 , 千方

百计去赶捉他。”

【例句】我们要 ～把建设搞上去。

【近义】想方设法

【反义】无计可施

千夫所指
【注音】qiān fūsuǒzhǐ

【释义】做了坏事的人 , 被大众所指责、

唾弃。

【出处】《汉书·王嘉传》: “里谚曰:

‘千夫所指 , 无病而死。’”

【例句】危害社会的人 , 总会被 ～的。

【近义】人神共愤

【反义】众望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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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鹅毛
【注音】qiān lǐémáo

【释义】礼物虽轻微 , 但情意很重。

【出处】宋·黄庭坚《长句谢陈适用惠

送吴南雄所赠纸》诗 : “千里鹅毛意不

轻 , 瘴衣腥腻北归客。”

【例句】他这是 ～, 礼轻情意重啊!

千呼万唤
【注音】qiān hūwàn huàn

【释义】比喻不易实现的事情或招请人

物不易。

【出处】唐·白居易《琵琶行》: “千呼万

唤始出来 , 犹抱琵琶半遮面。”

【例句】观众们不停地鼓掌, 一次又一

次 , 她才被请上台来加唱一曲 , 真所谓

～始出来。

【近义】呼天喊地

【反义】推三阻四

千娇百媚
【注音】qiān jiāo bǎi mèi

【释义】比喻女子或花朵姿态娇媚, 人

见人爱。

【出处】唐·张文成《游仙窟》: “华容婀

娜 , 天上无俦⋯⋯千娇百媚 , 造次无可

比方。”

【例句】公园里的鲜花 ～, 令人赏心悦

目。

【近义】千姿百态

【反义】横眉竖眼

千载一时
【注音】qiān zǎi yīshí

【释义】比喻很难得的机会。

【出处】南朝·齐·孔琇之《临终上

表》: “臣以凡庸 , 谬微昌运 , 奖擢之厚 ,

千载难逢。”

【例句】能到银行做事是 ～的机会, 我

还用得着考虑吗?

【近义】千载难逢

【反义】稍纵即逝

千差万别
【注音】qiān chāwàn bié

【释义】形容事物各不相同, 有许多差

别。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 “从来

姿韵爱风流 , 几笑时人向外求 ; 万别千

差无觅处, 得来元在鼻尖头。”

【例句】虽然同是中国人, 但各地区的

方言却 ～, 很难互相沟通。

【近义】天壤之别

【反义】半斤八两

千叮万嘱
【注音】qiān dīnɡwàn zhǔ

【释义】叮 : 叮咛。反复叮嘱, 再三吩

咐。

【出处】元·杨显之《临江驿潇湘秋夜

雨》四折 : “我将你千叮万嘱 , 你偏放人

长号短哭。”

【例句】老师总是对我们 ～, 叫我们好

好学习。

【近义】千叮咛 , 万嘱咐

【反义】寡言少语

千钧一发
【注音】qiān jūn yīf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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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一根头发上拴着千钧重物。形

容十分危急的情形。

【出处】宋·程糮《程端明公洛水集·

丙子轮对札子》第十一卷 : “肆我祖宗

得请于上帝 , 假手鞑靼 , 连岁屏除 , 岌岌

之千钧一发矣。”

【例句】在这 ～之际, 李红兵挺身而出,

保护了他人的生命。

【近义】危在旦夕

【反义】安然无恙

千里之堤, 溃于蚁穴
【注音】qiān lǐzhīdī, kuìyúyǐxuè

【释义】堤 : 堤坝; 溃 : 崩溃。千里长堤,

因为有个小小的蚂蚁穴而导致全面崩

溃。

【出处】《韩非子·喻老》: “千丈之堤,

以蝼蚁之穴溃。”

【例句】～, 你们绝不能有丝毫马虎。

【近义】因小失大

【反义】坚如磐石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注音】qiān lǐzhīxínɡ, shǐyúzúxià

【释义】千里远的路程, 要从脚下迈第

一步开始。比喻任何大的成就都是由

许许多多小的成果积累的。

【出处】先秦《老子·第六十四章》: “合

抱之木 , 生于毫末; 九层之台, 起于累

土 ; 千里之行 , 始于足下。”

【例句】古人说 , “～”, 你还是从零开始

吧。

【近义】积少成多

【反义】好高骛远

千难万险
【注音】qiān nán wàn xiǎn

【释义】形容困难和危险极多。

【出处】元·杨景贤《西游记》五本四

折 : “火焰山千难万险。”

【例句】我经历了 ～, 才最终达到目的。

【近义】山高水险

【反义】畅通无阻

千秋万代
【注音】qiān qiūwàn dài

【释义】世世代代 , 指很多很多的年代。

【出处】唐·刘汉卿《哭陈歙州》: “千秋

万古葬平原 , 素业清风及子孙。”

【例句】这项工程 , 造福于 ～。

【近义】天长日久

【反义】弹指之间

千山万壑
【注音】qiān shān wàn hè

【释义】许许多多的山和沟。

【出处】南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

“顾长康从会稽还 , 人问山川之美。顾

云 : ‘千岩竞秀 , 万壑急流, 草木葱茏其

上 , 若云兴霞蔚。’”

【例句】大巴山是个 ～的地方。

【近义】千山万水

【反义】一马平川

千回百转
【注音】qiān huíbǎi zhuǎn

【释义】回环反复, 旋绕不断。形容经

过很多周折。

【出处】元·范居中《秋思》: “我这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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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百转自彷徨 , 撇不下多情数桩。”

【例句】他在那里 ～, 终于想出一个主

意。

【近义】冥思苦想  千思万想

【反义】不假思索

千军万马
【注音】qiān jūn wàn mǎ

【释义】形容人马极多 , 兵力雄厚。

【出处】唐·李延寿《南史·陈庆之

传》: “先是洛中谣曰: ‘各军大将莫自

牢 , 千军万马避白袍。’”

【例句】这部电影的场面很壮观, 攻击

时 ～一拥而上 , 扣人心弦。

【近义】百万雄师

【反义】一兵一卒

【辨析】～侧重指人马众多, 是静态;

“万马奔腾”侧重指声势浩大 , 是动态。

千里迢迢
【注音】qiān lǐtiáo tiáo

【释义】迢迢: 遥远。形容路途十分遥

远。

【出处】明·冯梦龙《古今小说·范巨

卿鸡黍死生交》: “辞亲别弟到山阳 , 千

里迢迢客梦长。”

【例句】唐玄奘到天竺取经 ～, 不是一

般人能有这种勇气和毅力的。

【近义】山高水远

【反义】近在咫尺

【辨析】“迢”不可读作“zhāo”。 ～和

“山遥路远”都表示遥远的路程。 ～着

重于路远 ; “山遥路远”不仅表示路远,

还有路途艰难的意思。

千虑一得
【注音】qiān lǜyīdé

【释义】多次思考后的一点收获。表示

普通人的考虑也会有可取之处。多用

来表示自谦。

【出处】《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愚人

千虑 , 必有一得。”

【例句】以上是我的看法 , ～, 也许可以

供你们参考。

【近义】愚者千虑

【反义】千虑一失

千篇一律
【注音】qiān piān yīlǜ

【释义】一千篇文章都是一个样子。形

容文章或谈话中体现的公式化倾向。

也指按一种格式办事。

【出处】明·袁宏道《与陈正甫提学》:

“庸谈陈话 , 千篇一律 , 看之令人闷

闷。”

【例句】他写的文章 ～, 形式、内容都没

有变化。

【近义】一成不变

【反义】变化莫测

千奇百怪
【注音】qiān qíbǎi ɡuài

【释义】非常稀奇古怪。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广慧

琏禅师法嗣》: “知有乃可随处安闲 , 如

人在州县住 , 或闻或见, 千奇百怪。”

【例句】这部作品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

中 ～的人情世态。

【近义】稀奇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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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万水
【注音】qiān shān wàn shuǐ

【释义】形容路途艰险而遥远。

【出处】唐·宋之问《至端州驿见杜五

审言⋯⋯题壁慨然成咏》: “岂意南中

歧路多 , 千山万水分乡县。”

【例句】中国工农红军跨越 ～, 胜利到

达革命圣地延安。

【近义】千岩万壑

【辨析】～与“山长水远”都表示路途遥

远。 ～着重于山水多, 路途艰险; “山

长水远”着重于路途远。

千丝万缕
【注音】qiān sīwàn lǚ

【释义】缕 : 线。原指丝和线一根又一

根 , 不可胜数。后形容彼此之间复杂而

密切的联系。

【出处】宋·戴石屏《怜薄命》: “道旁杨

柳依依 , 千丝万缕 , 拧不住一分愁绪。”

【例句】国内外反动势力紧密勾结, 他

们在思想上有着 ～的联系。

【近义】千头万绪  经纬万端  息息相

关

千头万绪
【注音】qiān tóu wàn xù

【释义】绪 : 丝头 , 比喻开端。形容事物

复杂纷乱 , 头绪很多。

【出处】宋·朱熹《朱子语类·性理》:

“人口是此仁义礼智四种心 , 如春夏秋

冬 , 千头万绪 , 只是此四种心发出来。”

【例句】新中国刚成立, 国务院的工作

～, 但周总理总是忘不了接待群众来

访。

【近义】经纬万端

千辛万苦
【注音】qiān xīn wàn kǔ

【释义】指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辛劳

和困苦。

【出处】元·张之翰《元日》: “千辛万苦

都尝遍 , 只有吴淞水最甘。”

【例句】中国人民经历 ～, 付出巨大的

代价 , 才找到革命的真理。

【近义】胼手胝足  含辛茹苦  摩顶放

踵

千言万语
【注音】qiān yán wàn yǔ

【释义】形容要说的话很多。

【出处】《鹖冠子·世兵》: “千言万说 ,

卒赏谓何?”

【例句】我和你分别这几年, 有许多话

要说 , 但 ～不知从何说起。

【近义】滔滔不绝

【反义】三言两语

千载难逢
【注音】qiān zǎi nán fénɡ

【释义】载 : 年。逢 : 遇到。一千年中也

难遇到。形容机会极其难得。

【出处】南朝·梁·萧于显《南齐书·

庾杲之传》: “臣以凡庸谬徼昌运将擢

之厚 , 千载难逢。”

【例句】公司派我去北京出差, 这是 ～

的好机会, 我可以顺便去看看八达岭长

城了。

【近义】千载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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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坐失良机

千真万确
【注音】qiān zhēn wàn què

【释义】形容绝对真实 , 确凿无误。

【出处】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十九

回 : “千真万确的事。不然我也不知

道。”

【例句】他盗窃国家财产是 ～的事实,

你看 , 这就是他作案的证据。

【近义】不容置疑

千姿百态
【注音】qiān zībǎi tài

【释义】形容姿态多种多样 , 各不相同。

【出处】《野草芳菲人难识》: “即使在海

拔四五千米的青藏高原上, 也生长着

千姿百态的耐寒杂草。”

【例句】公园里的盆景 ～, 引人入胜。

牵肠挂肚
【注音】qiān chánɡɡuàdù

【释义】牵 : 拉。形容非常挂念 , 放心不

下。

【出处】《守财奴》: “我不能让事情搁在

那儿牵肠挂肚。”

【例句】妈妈对自己的孩子总是 ～。

近义】朝思暮想  耿耿于怀  念念不

忘

【反义】漠不关心  抛置脑后

谦谦君子
【注音】qiān qiān jūn zǐ

【释义】谦谦: 谦逊的样子。原指谦卑

的有才德的人。后指谦虚而有修养 , 能

严于律己的人。

【出处】《周易·谦》: “谦谦君子 , 卑以

自牧也。”

【例句】他品学兼优 , 虚怀若谷 , 很有些

～之风。

【近义】正人君子

【反义】无耻小人

谦虚谨慎
【注音】qiān xūjǐn shèn

【释义】谦虚: 虚心, 不自满 ; 谨慎: 慎重

小心。指为人谦逊虚心, 办事严谨慎

重。

【出处】唐·房玄龄等《晋书·张宾载

记》: “而谦虚敬慎, 开襟下士, 士无贤

愚 , 造之者莫不得尽其情焉。”

【例句】为人要 ～, 不能粗鲁莽撞。

【近义】谨言慎行

【反义】妄自尊大

前车之鉴
【注音】qián chēzhījiàn

【释义】鉴 : 可以作为警戒或引为教训

的事。前面的车子翻了 , 后面的车子可

以作为警戒。比喻前人的失败 , 后人可

以引为教训。

【出处】《三国志·蜀后主传》: “隗嚣凭

陇而亡 , 公孙述据蜀而灭 , 此皆前世覆

车之鉴也。”

【典故】贾谊是西汉初期一位年轻有为

的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一次 , 他在给

汉文帝的《治安策》一文中, 谈了许多

治理国家的道理。他说: “秦朝时候,

宦官赵高教导秦始皇的儿子胡亥 , 只教

他怎样去处决犯人。他所学到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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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杀人 , 怎样抄家来灭族。”

秦始皇死后 , 胡亥继位。胡亥继位

后的第二天就杀人。胡亥杀起人来 , 简

直像割草一样。

有人劝他别动不动就杀人, 胡亥

认为这是诽谤。

有人向他献治国的良策, 他说那

是怪诞的邪说。

难道胡亥的本性生来就是那么残

暴吗? 不是的 , 而是教导不好。秦王朝

的车已经翻了 , 那么前面的车翻了 , 后

面的车应引为鉴戒啊!

【例句】这种经营手法你应改变一下,

他就是因此而失败的, 对你来说是 ～

啊!

【近义】以往鉴来

【反义】重蹈覆辙

前功尽弃
【注音】qián ɡōnɡjìn qì

【释义】事情在接近成功遭到失败, 前

面的努力都白费了。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

“一举不得 , 前功尽弃。”

【典故】战国末年 , 秦国为统一天下 , 对

其他六国各个击破 , 夺得了大片土地。

秦国大将白起先后率兵攻下了韩国,

杀死了韩国大将师武, 为秦国立下了

汗马功劳。公元前 281 年 , 秦国又派白

起率兵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

苏厉非常痛恨秦国的扩张行为,

他极力阻止这一历史的变革, 千方百

计地游说于六国之间。有一次 , 他来到

魏都大梁 , 对周赧王说: “秦国军队在

大将白起的指挥下 , 已攻下多座城池,

现在他们乘胜进军 , 已兵临魏都城下。

如果都城大梁被攻 , 周朝就将断送在您

的手上。您应该派人带上金银财宝 , 偷

偷地去会见白起, 劝他撤兵, 对他说:

‘将军是当世著名的战将, 早已功成

名。但如在攻打魏都大梁中失败, 那将

前功尽弃。不如假托有病 , 放弃攻城,

以留英名在世’。”

苏厉煞费苦心做了不少工作 , 但由

于周王室从根本上衰败 , 所以苏厉的计

划也就成了泡影。

【例句】你已经是大学四年级了, 一旦

辍学 , 岂不是 ～?

【近义】功亏一篑

【反义】大功告成

前呼后拥
【注音】qián hūhòu yōnɡ

【释义】前面有人吆喝开路, 后面有人

簇拥保护。多形容达官贵人外出时的

排场。

【出处】元·无名氏《赚蒯通》二折 : “想

为官的前呼后拥 , 衣轻乘肥 , 有多少荣

耀。”

【例句】在将校和卫士的 ～中, 他骑着

马突然来到。

【近义】鸣锣开道

【反义】轻车简从

前倨后恭
【注音】qián jùhòu ɡōnɡ

【释义】倨 : 傲慢。态度先傲慢后恭敬。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苏秦列

传》: “苏秦笑谓其嫂曰: ‘何前倨而后

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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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我刚到公司时只是个小职员,

后来他知道我是董事长的亲戚, 便立

即改变态度 , 这就是他 ～的原因了。

前程万里
【注音】qián chénɡwàn lǐ

【释义】形容人将来的成就很大, 是前

途很有希望的意思。

【出处】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崔

铉》: “此儿( 崔铉) 可谓前程万里也。”

【例句】章兄这次出国求发展, 小弟谨

以 ～为君祝福。

【近义】锦绣前程

【反义】前景黯淡

前怕狼, 后怕虎
【注音】qián pàlánɡ, hòu pàhǔ

【释义】形容顾虑重重 , 畏缩不前。

【出处】明·冯惟敏《朝天子·感述》:

“磊落英雄 , 清修人物 , 前怕狼后怕虎。

没谋 , 使毒, 只待把忠良妒。”

【例句】像这样 ～, 我们必然一事无成。

【近义】畏首畏尾  左顾右盼  瞻前顾

后

【反义】无所畏惧  百无禁忌  敢作敢

为

前无古人
【注音】qián wúɡǔrén

【释义】指以前的人从未做到或达到,

空前未有的。

【出处】宋·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

录》: “国初, 营丘李成画山水, 前无古

人。”

【例句】他的绘画艺术真是 ～, 精彩绝

伦。

前仰后合
【注音】qián yǎnɡhòu hé

【释义】形容身体前后晃动。

【出处】元·高文秀《遇上皇》第一折:

“东倒西歪 , 后合前仰, 离席上, 这酒兴

癫狂。”

【例句】他的故事还没讲完, 同学们已

经笑得 ～了。

前仆后继
【注音】qián pūhòu jì

【释义】仆 : 向前跌倒。前面的倒下了 ,

后面的紧跟上来。形容英勇奋斗, 不怕

流血牺牲。

【出处】清·秋瑾《吊吴烈士樾》: “前仆

后继人应在 , 如君不愧轩辕孙。”

【例句】革命先烈为新中国 ～, 浴血奋

战。

【近义】前赴后继

【反义】争相逃命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注音】qián shìbùwànɡ, hòu shìzhī

shī

【释义】不忘记过去的经验教训, 可以

用作今后行事的借鉴。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赵策一》:

“前事之不忘 , 后事之师 , 君若弗图, 则

臣力不足。”

【例句】～, 我们应当从过去的事件中

吸取教训。

【近义】前车之鉴  以往鉴来

【反义】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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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有
【注音】qián suǒwèi yǒu

【释义】以前从未有过的。

【出处】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二 : “戈

甲耀日 , 旌旗蔽天 , 连亘二十余里 , 粲如

锦绣 , 都人纵观 , 以为前所未有。”

【例句】他们厂的生产, 出现了 ～的好

势头。

【近义】史无前例  亘古未有  前无古

人

【反义】司空见惯  比比皆是

前因后果
【注音】qián yīn hòn ɡuǒ

【释义】原为佛教用语, 指因果报应。

后泛指事情的起因和结果。即发展的

全部过程。

【出处】南朝·梁·萧于显《南齐书·

高逸传论》: “今树以前因 , 报以后果。”

【例句】要不是听你说, 我还不知老李

工厂关门的 ～呢!

【近义】来龙去脉

【反义】来历不明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注 音 】qián rén zāi s hù, hòurén

chénɡliánɡ

【释义】栽 : 种植。比喻前人为后人造

福 , 后人承受前人的福泽。

【例句】老支书领导群众, 用一年时间

修成了一条宽阔的马路 , 后生们都说:

“真是 ～啊! 现在方便多了。”

钱可通神
【注音】qián kětōnɡs hén

【释义】钱连鬼神都可以买通。形容旧

社会金钱万能 , 没有办不成的事。

【出处】清代李伯元《文明小史》四十三

回 : “自古道, 钱可通神。他虽然又花

了万把银子 , 到底还有两万多没有拿出

来。”

【例名】他以为现在这社会 , ～了。

【近义】有钱能使鬼推磨

潜移默化
【注音】qián yímòhuà

【释义】潜 : 暗地里。移 : 改变。默: 无

声无息。化 : 变化。指人的思想、性格

受到别人或环境的熏陶、影响 , 不知不

觉地发生了变化。

【出处】明·王夫之《读通鉴论·晋怀

帝·六》: “夫卞壶陶侃 , 固端业稢毖之

士也, ( 王) 导固引壶于朝端 , 任侃于方

岳矣。潜移默化 , 岂在一量一夕哉?”

【例句】艺术在 ～中陶冶着人们的情

操。

【近义】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耳濡目

染

【反义】出污泥而不染

黔驴技穷
【注音】qián lǘjìqiónɡ

【释义】黔 : 今贵州省。穷 : 尽 , 没有了。

技穷 : 本领已经用完了。比喻有限本领

已经用完, 再没有办法了。常含贬义。

【出处】唐代柳宗元《三戒·黔之驴》:

“黔无驴 , 有好事者船载以入, 至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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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 , 放之山下。虎见之 , 庞然大物也 ,

以为神。⋯⋯他日 , 驴一鸣 , 虎大骇 , 远

遁 , 以为且噬己也 , 甚恐。然往来视之 ,

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 , 又进出前后。

⋯⋯驴不胜怒 , 蹄之。虎因喜 , 计之曰 :

‘技止此耳! ’”黔地的驴本领用完了。

【典故】贵州本来没有驴 ( 驴于周以前

只活动于东北, 周以后才少量地引入

中原 , 被看作珍奇动物, 却很少过长

江) , 有个性格好胜的人心里想: 这贵

州怎么就没有驴呢, 我偏要弄去一头

看看! 他就不远千里地把驴装上船 , 水

运到了贵州。到了贵州以后 , 却因为贵

州人从没见过 , 也不认识驴 , 不知它是

什么动物 , 有什么用途 , 就没人买 , 也没

人要。那个好胜的人见驴已无用 , 就在

离开贵州时 , 将它随便地放在了一座

山的脚下。

驴虽失了群。很孤独 , 但倒也逍遥

自在 , 每天只在山脚下 , 拣林疏草密的

地方 , 吃饱了睡 , 睡足了吃, 游游荡荡,

独来独往 , 无拘无束。

有一天 , 山上的老虎下山觅食, 看

见了这个未见过的东西 , 不知是什么,

只觉得是个庞然大物 , 不敢贸然接近。

但小心地躲在密林中 , 偷偷地观察。

驴子吃得高兴了 , 或无事可做时,

自是要叫的。这一天, 他又像每天伸长

了脖子“引吭高歌”唱起来 , 驴子虽小,

嗓门儿可是很大的, 声音既高又很刺

耳。贵州的老虎从来没听过这种声音 ,

所以乍听起来 , 很是害怕 , 吓得飞快地

向上山逃跑。过几天又跑回来仔细地

看看 , 觉得那“怪物”也没什么特殊的

地方。又听惯了它的声音 , 就凑上去与

他挨挨碰碰 , 驴发了火甩蹄就踢。虎见

了心里暗暗高兴 : 你就这点本事呀? 就

跳起来 , 咬断驴的喉咙, 把它吃了。

【例句】要经常学习, 仅靠现有的那点

本事 , 日后会感到 ～的。

【近义】梧鼠技穷

【反义】才世卓绝

黔驴之技
【注音】qián lǘzhījì

【释义】比喻有限的本领 , 拙劣的伎俩。

【例句】这些不法分子的 ～, 早已被我

们公安人员识破了。

浅尝辄止
【注音】qiǎn chánɡzhézhǐ

【释义】辄 : 就。稍微尝试一下就停止。

比喻学习、研究不求深入。

【出处】清·彭养鸥《黑籍冤魂》卷二十

四 : “此物非不可尝 , 苟文人墨客 , 浅尝

辄止 , 用以悦性陶情 , 有何不可?”

【例句】在学习上没有恒心 , ～, 那就什

么也学不好。

【近义】不求甚解  半途而废

【反义】锲而不舍  寻根究底

浅见寡识
【注音】qiǎn jiàn ɡuǎshí

【释义】见识肤浅 , 见闻不广。也作“浅

见寡闻”、“浅见薄识”。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赞》: “非好学深思, 心知其意, 固难为

浅见寡闻道也。”

【例句】在这事实发生以前 , 以我的 ～,

是万万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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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孤陋寡闻

【反义】见多识广

qiɑnɡ

枪林弹雨
【注音】qiānɡlín dàn yǔ

【释义】形容战斗激烈, 炮火密集。也

指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出处】冯德英《迎春花》二章 : “枪林弹

雨战火纷飞的日子, 江水山觉得还是

才开始 , 却一晃就过去了四年多。”

【例句】我们的军队在 ～中摸索着前

进。

【近义】硝烟弹雨  炮火连天

强弩之末
【注音】qiánɡnǔzhīmò

【释义】弩 : 古代一种用机械力量射箭

的弓。末 : 最后。用强劲的弓弩射箭,

箭到达射程的尽头时已没有杀伤力。

比喻强大的力量已经衰弱, 起不了什

么作用。

【出处】汉·班固《汉书·韩安国传》:

“强弩之末 , 矢不能穿鲁缟。”

【例句】帝国主义的反动伎俩已经是

～, 对我们祖国的强大无可奈何。

【反义】雷霆万钧  变本加厉

强将手下无弱兵
【注音】qiánɡ jiànɡ shǒu xiàwú ruò

bīnɡ

【释义】在英勇的将领率领下不会有怯

懦的士兵。比喻能干的人手下没有弱

者。

【出处】宋·苏轼《题连公壁》: “俗语

云 : ‘强将手下无弱兵’, 真可信。”

【例句】真是 ～, 袁伟民带出的女排队

员个个有绝招。

强词夺理
【注音】qiǎnɡcíduólǐ

【释义】强 : 勉强, 硬要。夺: 夺取, 争

夺。本来没有理 , 硬说成有理。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四十三

回 : “座上一人忽曰: ‘孔明所言, 皆强

词夺理 , 均非正论 , 不必再言。’”

【典故】战国时期宋国有个叫高阳应的

人 , 能言善辩 , 甚至没理也要辩三分。

有一次 , 高阳应家要盖一幢房子,

一位有经验的木匠看了看他的建筑材

料后 , 对他说 : “对不起, 我们现在不能

动工。”高阳应说 : “为什么?”

木匠回答说 : “因为木材还没干,

若用这样湿的木头去做梁柱 , 不久定会

有裂痕 , 木头一有裂痕就会支持不住房

屋的 , 将来房子有倒塌的危险。还是等

木头风干了再建吧! ”

高阳应反驳说 : “事实和你说法恰

恰相反。用湿木头做柱子 , 房屋不仅不

会倒 , 反而会更坚固。你看, 木头越干

越有力 , 泥土和砖块不是越干越轻吗 ,

现在木头还湿的时候 , 加了屋顶, 都能

支架得住, 过了些时候, 木头风干, 砖瓦

的压力减少了 , 不是更能撑得住了吗?

怎么会倒下来?”

木匠被他说得无话可答 , 只好依他

的意思去做 , 房子很快就建了起来。可

是 , 不到一年 , 房子就倒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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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他的话简直是 ～, 不要管他。

【近义】胡搅蛮缠  理屈词穷

【反义】据理力争

【辨析】“强”不可读作“qiánɡ”。 ～和

“蛮不讲理”都含有不讲道理的意思。

～强调玩弄词语, 妄图以狡辩取胜;

“蛮不讲理”强调蛮横吵闹 , 毫不讲道

理。

强人所难
【注音】qiǎnɡrén suǒnán

【释义】强 : 勉强 , 强迫。勉强别人去做

他不能做或不愿做的事情。

【出处】唐·白居易《赠友五首》: “不求

士所无 , 不强人所难 ; 量入以为出 , 上足

下亦安。”

【例句】我们做事应该尽其所能, 而不

应 ～。

【近义】勉为其难

【反义】心甘情愿

【辨析】～和“勉为其难”都有勉强去干

感到困难或不愿去做的事。但“勉为

其难”是自己去做 ; 而 ～是勉强别人去

做。

强不知以为知
【注音】qiǎnɡbùzhīyǐwéi zhī

【释义】强 : 勉强。本来不懂。硬要装

懂。

【出处】《论语·为政》“知之为知之 , 不

知为不知 , 是知也。”

【例句】不懂就虚心请教 , 千万不要 ～。

墙倒众人推
【注音】qiǎnɡdǎo zhònɡrén tuī

【释义】比喻人一旦失势, 众人都去打

击他。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六十九

回 : “他虽好性儿, 你们也该拿出个样

儿来 , 别太过逾了 , 墙倒众人推! ”

【例句】俗话说 ～, 他现在的日子可想

而知了。

【近义】落井下石

qiɑo

敲骨吸髓
【注音】qiāo ɡǔxīsuǐ

【释义】敲开骨头吸取骨髓。比喻残酷

地剥削压榨。

【出处】毛泽东《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

关于时局的声明》: “在南京国民党反

动政府的统治区域 , 则压迫工农兵学商

各界广大人民群众出粮、出税、出力 , 敲

骨吸髓 , 以供其所谓‘戡敌剿匪’之

用。”

【例句】这帮狗官纠结在一起, 巧立名

目 , 横征暴敛 , 对百姓 ～。

【近义】横征暴敛

敲锣打豉
【注音】qiāo luódǎɡǔ

【释义】一般用于表示热烈欢庆的场

面。也比喻大肆宣扬 , 引人注意。

【例句】乡亲们穿红着绿 , ～, 热烈庆祝

子弟兵打了大胜仗。

敲山震虎
【注音】qiāo shān zhèn h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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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比喻故意制造声势 , 使人震动。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三十一

回 : “这要不用个敲山震虎的主意, 怎

的是个了当?”

【例句】 �严打”斗争就是要严惩犯罪分

子 , 并起到 ～的作用 , 使欲图不轨者改

弦更张。

【反义】打草惊蛇

敲诈勒索
【注音】qiāo zhàlèsuǒ

【释义】敲诈: 依仗势力或抓住别人的

把柄进行威胁、恐吓诈取 ; 勒索 : 用强迫

手段索取。指采取威胁、要挟的办法索

取别人的财物。

【例句】这帮黑社会的团伙, ～, 无恶不

作。

【近义】巧取豪夺

乔迁之喜
【注音】qiáo qiān zhīxǐ

【释义】乔迁: 原指鸟儿从低谷迁移到

乔木上去。现用以祝贺人搬家或职位

升迁。

【出处】《诗经·小雅·伐木》: “伐木丁

丁 , 鸟鸣�� , 出自幽谷 , 迁于乔木。”

【例句】小弟家搬入滨海新村了 , ～, 应

该祝贺。

乔装打扮
【注音】qiáo zhuānɡdǎbàn

【释义】乔装 : 改变服装、面貌。改变服

饰 , 打扮成另外的模样。多指用伪装隐

蔽真实身份。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十八

回 : “不晓得在那里怎生赚得这张弹

弓 , 乔装打扮前来 , 探我的行藏。”

【例句】敌人 ～成八路军的侦察员, 还

未进村 , 就被民兵识破了。

【近义】涂脂抹粉  改头换面

翘足而待
【注音】qiáo zúér dài

【释义】翘足 : 抬起脚来。待 : 等待。形

容短时间内即可见效。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商君列

传》: “赵良曰 : ‘君之危若朝露, ⋯⋯秦

王一旦捐 ( 弃) 宾客而不立朝, 秦国之

所以收君者, 岂其微哉! 亡可翘足而

待。’”

【例句】这个广告一打出去, 货物供不

应求的局面定可 ～。

巧夺天工
【注音】qiǎo duótiān ɡōnɡ

【释义】天工: 天然形成的精巧。人工

的精巧制作胜过天然。形容技艺精妙。

【出处】元·赵孟簐《赠放烟火者》: “人

间巧艺夺天工 , 炼药燃灯清昼同。”

【例句】这颗橄榄核上, 刻上了 28 个罗

汉 , 个个栩栩如生 , 真是 ～。

【近义】鬼斧神工  出神入化  镂月裁

云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注音】qiǎo fù nán wéi wúmǐzhī

chuī

【释义】炊 : 做饭。再能干的主妇 , 没有

米也做不出饭来。比喻缺少必要的条

件 , 事情就不可能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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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宋·庄季裕《鸡肋编》: “谚有巧

媳妇做不得没面訳禸, 与远井不救近

渴之语。”

【例句】生活是创作的基础, 缺乏生活

基础 , 任何有艺术技巧的人只能是

“～”, 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

巧立名目
【注音】qiǎo lìmínɡmù

【释义】巧 : 奸猾 , 耍弄花招。奸滑地设

立种种名目 , 以达到某种不正当的目

的。

【出处】清·昭�《啸亭杂录》卷三《朱

白泉狱中上百朱二公书》: “乃星使临

工( 天子的使者来到工地 ) , 以为巧立

名目 , 不容申辩。”

【例句】贪官污吏往往 ～, 拼命搜刮人

民的钱财。

巧取豪夺
【注音】qiǎo qǔháo duó

【释义】巧 : 奸滑, 耍花招。豪 : 豪强 , 强

横。耍花招骗取 , 用强力抢夺。指用各

种方法夺取别人的财物或权利。

【出处】宋·苏轼《次韵米芾二王书跋

尾》: “巧取豪夺古来有 , 一笑谁似痴虎

头。”

【典故】宋朝书画家米芾, 酷爱收藏古

人字画 , 且有善于摹画的绝技 , 他监摹

的字画使人真假难辨。常把临本与真

本一同拿给原主选择, 结果原主往往

把摹本收下。运用这一手段 , 他骗得了

不少名贵字画。相传有一次 , 他在船上

看到一件王羲之的真迹, 便想用一幅

好画去换 , 原主不肯 , 他就嚷着要跳河

自杀。原主不得已 , 只好把这件真迹换

给了他。( 见《清波杂志》)

【例句】这种 ～的行为 , 实在令人发指。

【近义】敲诈勒索

【反义】仗义疏财

巧舌如簧
【注音】qiǎo shérúhuánɡ

【释义】簧 : 乐器里发声的薄片。形容

言辞巧伪, 说得美妙动听。

【出处】《诗·小雅·巧言》: “蛇蛇硕

言 , 出自口矣。巧言如簧 , 颜之厚矣。”

【例句】这个商人 ～, 把次品说得天花

乱坠 , 欺骗消费者。

【反义】笨口拙舌

巧言令色
【注音】qiǎo yán lìnɡs è

【释义】令色: 伪善的面孔。漂亮的言

辞 , 伪善的面孔。形容用巧言媚态来迷

惑、讨好他人。

【出处】《尚书·皋陶谟》: “何畏乎巧言

令色孔壬! ”

【例句】他在总经理面前 ～, 爬到现在

的职位 , 很为一般人所不齿。

【近义】疾言厉色

【反义】花言巧语

qie

切磋琢磨
【注音】qiēcuōzhuómó

【释义】古代指对骨、象牙、玉、石的加

工工艺。比喻在道德学问上互相研讨 ,

·985·qiǎo- qiē巧切



Q  

取长补短。

【出处】《诗经·卫风·淇奥》: “如切如

磋 , 如琢如磨。”

【例句】遇见技术难题时, 他们常在一

起 ～。

【反义】不相为谋

切肤之痛
【注音】qièfūzhītònɡ

【释义】切肤 : 切身 , 与自身关系密切。

指切身的痛苦。

【出处】《聊斋志异·冤狱》: “受万罪于

公门 , 竟属切肤之痛。”

【例句】对假冒伪劣药品造成的巨大危

害 , 消费者都有 ～。

【近义】苦不可言

【反义】欢天喜地

【辨析】“切”不可读作“qiē”。

切切私语
【注音】qièqièsīyǔ

【释义】切切 : 形容声音轻细。私: 暗地

里 , 私下。背地里小声说话。

【出处】唐·白居易《琵琶行》: “大弦�

�如急雨 , 小弦切切如私语。”

【例句】海底的动物常常在 ～。

【近义】窃窃私议  交头接耳

【反义】满城风雨  街谈巷议  高谈阔

论

锲而不舍
【注音】qièér bùshě

【释义】锲 : 刻。舍: 舍弃、停止。不断

地雕刻。比喻持之以恒 , 从不松懈。

【出处】《荀子·劝学》: “锲而舍之, 朽

木不折 ; 锲而不舍 , 金石可镂。”

【例句】要学好一种语言很不容易, 但

只要 ～, 总会有收获的。

【近义】磨穿铁砚  驽马十驾  持之以

恒

【反义】一暴十寒  半途而废

qin

钦差大臣
【注音】qīn chāi dàchén

【释义】古代由皇帝亲自派遣到外地办

理重大事情的官员。

【出处】元·杨显之《潇湘雨》四折 : “管

待钦差犹自可, 倒是亲随伴当没人

情。”

【例句】这个 ～来到地方, 只知吃喝玩

乐 , 根本不搞调查。

亲密无间
【注音】qīn mìwújiàn

【释义】间 : 缝隙。关系亲密 , 没有丝毫

隔阂。

【出处】汉·班固《汉书·萧望之传

赞》: “萧望之历位将相, 藉师傅之恩,

可谓亲昵亡( 无) 间。”

【例句】师徒俩又 ～地拉起家常, 就像

刚才并没有发生过争吵似的。

【近义】情同手足  如胶似漆

【反义】漠不关心  视同路人

亲痛仇快
【注音】qīn tònɡchóu kuài

【释义】快 : 快意。使亲人痛心 , 使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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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

【出处】汉·朱浮《为幽州牧与彭宠

书》: “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

仇者所快。”

【例句】他这人经常干些 ～的事情, 也

不知是安的什么心。

秦晋之好
【注音】qín jìn zhīhǎo

【释义】秦 : 秦国; 晋 : 晋国。原指春秋

时秦晋两国君主世代联姻 , 以结盟好。

后泛指两姓联姻。也作“秦晋之盟”、

“秦晋之缘”。

【出处】元·乔孟符《金钱记》三折 : “我

与你成合秦晋之缘何如?”

【例句】他们两人情投意合愿结为 ～。

琴棋书画
【注音】qín qíshūhuà

【释义】弹琴、下棋、写字、绘画。古人

用以泛指一个人的文化素养或文艺特

长。也指琴、棋、书、画这四类东西。

【例句】她从小就聪明伶俐, ～, 无所不

通。

勤俭持家
【注音】qín jiǎn chíjiā

【释义】持 : 治理。勤劳节俭地操持家

务。

【例句】现在虽然生活水平提高了, 但

也应有 ～的精神 , 不能随意浪费。

【近义】克勤克俭

【反义】挥霍无度

勤能补拙
【注音】qín nénɡbǔzhuō

【释义】拙 : 笨拙。只要勤奋就能弥补

先天的不足。

【出处】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自

到郡斋 , 仅经旬日 , 未及宴游 , 偷闲走笔

二十四韵⋯⋯仍呈吴中诸客》: “救烦

无若静 , 补拙莫如勤。”

【例句】～, 你虽然基础较差 , 但只要加

倍努力 , 很快就可以赶上大家。

【近义】剑胆琴心

勤勤恳恳
【注音】qín qín kěn kěn

【释义】勤勤: 殷勤; 恳恳; 恳切。原指

情意诚挚。后来形容做事勤奋踏实 , 认

真不懈怠。

【出处】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教

以慎于接物 , 推贤进士为务 , 意气勤勤

恳恳。”

【例句】他在平凡的岗位上 ～地工作了

几十年 , 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近义】兢兢业业

【反义】敷衍塞责

沁人心脾
【注音】qìn rén xīn pí

【释义】沁 : 渗入。吸入凉爽或芳香的

空气 , 或者饮进清凉饮料之后 , 感到非

常舒适。也形容美好的诗文、乐曲等给

人以清新、爽快的感觉。

【出处】明·胡应麟《诗薮》: “坦易者,

多触景生情, 因事起意, 眼前景, 口头

语 , 自能沁人心脾 , 耐人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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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暑热正在减退, 从北面群山吹

来的清风 ～。

【近义】回肠荡气

沁人肺腑
【注音】qìn rén fèi fǔ

【释义】沁 : 渗入 ; 肺腑 : 比喻人的内心。

渗透到人的内脏。多比喻使人感动极

深。

【出处】明·张岱《陶庵梦忆·乳酪》:

“玉液珠胶 , 雪腴霜腻 ; 吹气胜兰 , 沁人

肺腑。”

【例句】读了王维的山水诗, 真如盛暑

里喝了一杯冷饮 , ～, 舒服极了。

qinɡ

青黄不接
【注音】qīnɡhuánɡbùjiē

【释义】青 : 青苗, 未成熟的庄稼。黄:

指已收获的粮食。未成熟的庄稼接不

上已收获的粮食 , 陈粮已吃完 , 新粮还

没熟。比喻一时短缺, 衔接不上。

【出处】《元典章·户部·仓库》: “即目

正是青黄不接之际 , 各处物斛涌贵。”

【例句】旧社会农民到了 ～的时期, 是

最难熬的。

青梅竹马
【注音】qīnɡméi zhúmǎ

【释义】青梅 : 青的梅子。竹马 : 当马骑

的竹竿。玩青梅 , 骑竹马。形容男女小

孩天真无邪地在一块玩耍。

【出处】唐·李白《长干行》: “郎骑竹马

来 , 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 , 两小无

嫌猜。”

【典故】桓温是晋朝南郡人。英勇过

人 , 曾立下过很大的战功 , 所以权势也

日渐扩大。他曾自大的说 : “男子汉大

丈夫 , 不留芳百世 , 也得遗臭万年。”

殷浩是桓温儿时的伙伴 , 因为研究

易经和老子 , 淡名利 , 不希望做官, 可是

因为晋文帝非常诚恳的邀请就答应出

山了。这时桓温正好破蜀凯旋 , 气势十

分嚣张。遇到刚被封为“建武将军”的

老朋友殷浩 , 竟产生了嫉妒之心 , 于是

俩个人之间 , 彼此都不服输。有一次桓

温问殷浩 : “我们俩人比较, 你以为哪

个强?”殷浩回答 : “我们俩人从小一块

长大 , 就我对你的了解我有自信能胜过

你。”

殷浩在这次辩论中占了上风 , 使桓

温很不满, 于是想陷害殷浩 , 终于文帝

听信了谗言 , 把殷浩放逐了。

桓温却说 : “小时候, 我和殷浩常

常玩骑竹马的游戏 , 我骑累了不玩了 ,

他才捡起来玩 , 所以他在我之下 , 是当

然的事。”

【例句】我们是 ～的恋人, 没有什么不

可以说的。

【近义】两小无猜

【反义】割席分坐

青面獠牙
【注音】qīnɡmiàn liáo yá

【释义】獠牙: 露在嘴外的长牙。青色

的脸 , 露出嘴外的长牙。面貌凶恶丑

陋。

【出处】明·张岱《水浒牌序》: “吴道子

·295· qìn- qīnɡ 沁青



 Q

画地狱变相 , 青面獠牙 , 尽化作一团清

气。”

【例句】听到吼叫 , 他直奔过去 , 只见一

个 ～的人倒在地上。

【近义】凶神恶煞  血盆大口

【反义】慈眉善目

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
【注音】qīnɡchūyú lán, ér s hènɡyú

lán

【释义】青 : 靛青 , 深蓝色的染料 ; 蓝 : 蓼

蓝 , 草名 , 以作蓝色染料。原意为靛青

是从蓼蓝草提炼出来的, 但颜色比蓼

蓝草更深。比喻学生胜过老师 , 后人胜

过前人。

【出处】《荀子·劝学》: “青 , 取之于蓝,

而青于蓝 ; 冰 , 水为之, 而寒于水。”

【例句】陈老师的学生研制成功治肾病

新药 , 填补了我国此方面空白 , 可谓 ～

啊!

青山绿水
【注音】qīnɡshān lǜs huǐ

【释义】指景色秀丽的山河。

【出处】《桂林山水歌》: “是山城啊, 是

水城? 都在青山绿水⋯⋯。”

【例句】站在山头 , ～尽收眼底 , 令人心

旷神怡。

青天白日
【注音】qīnɡtiān bǎi rì

【释义】指晴天白昼。也形容极为清楚

鲜明。

【出处】唐代韩愈《与崔群书》: “青天白

日 , 奴隶亦知其清明。”

【例句】～之下 , 几个歹徒竟然公开抢

劫。

青红皂白
【注音】qīnɡhónɡzào bái

【释义】青 : 绿色; 皂 : 黑色。绿的、红

的、黑的、白的。比喻是非、情由。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第九十一

回 : “那里问什么青红皂白, 教小的先

剥了衣裳。”

【例句】今天 , 我和哥哥吵嘴了 , 妈妈知

道后 , 不问 ～, 把我俩都骂了一顿。

【辨析】～和“是非曲直”都表示“事情

的正确与错误, 有理和无理”。 ～比喻

事情的是非情由等; “是非曲直”泛指

事情的正确与错误 , 无理和有理。

青云直上
【注音】qīnɡyún zhís hànɡ

【释义】青云 : 青天 , 高空。朝着青天一

直上升。形容地位直线上升。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范睢蔡泽

列传》: “不意君能自致青云之上。”

【例句】愿你从此步步 ～, 一帆风顺。

【近义】飞黄腾达  平步青云

【反义】一落千丈  官运亨通

轻而易举
【注音】qīnɡér yìjǔ

【释义】形容事情容易做 , 不用费力。

【出处】《论衡·状留篇》: “草木之生者

湿 , 湿者重 , 死者枯 , 枯而轻者易举, 湿

而重者难移也。”

【例句】既然有充裕的资财 , 又有决心 ,

那么创办一所学校 , 就 ～了。

·395·qīnɡ青轻



Q  

【近义】唾手可得

【反义】难若登天

轻车熟路
【注音】qīnɡchēs húlù

【释义】驾着轻车, 走着熟路。比喻对

事情熟悉 , 做起来容易。

【出处】唐·韩愈《送石处士序》: “若驷

马驾轻车就熟路 , 而王良、造父为之先

后也。”

【例句】他干这活 ～, 做得又快又好。

轻歌曼舞
【注音】qīnɡɡēmàn wǔ

【释义】轻 : 轻快。曼: 动作舒缓柔和。

指轻快优美的歌舞。

【出处】唐·韩愈《刘生诗》: “妖歌 ( 艳

丽的歌) 慢( 曼) 舞烂不收 , 倒心回肠为

青眸。”

【例句】晚会上, 人们或 ～, 或促膝交

谈 , 气氛十分欢愉。

【近义】清歌曼舞

轻举妄动
【注音】qīnɡjǔwànɡdònɡ

【释义】轻 : 轻率。妄 : 胡乱, 任意。不

经慎重考虑就轻率地采取行动。

【出处】《韩非子·解老》: “智慧衰则失

度量 , 失度量则妄举动 , 妄举动则祸害

至。”

【例句】这位将领 ～, 没照元帅的布置

行事 , 招致全军覆没是必然的事。

【近义】肆意妄为

【反义】深谋远虑

轻描淡写
【注音】qīnɡmiáo dàn xiě

【释义】原指绘画时用浅淡的颜色不着

力地描绘。引申为说话或写文章避开

关键问题, 重要的事情轻轻带过。不费

力气 , 轻而易举。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四十八回 : “臬台见他说得这等

轻描淡写, 更是着急。”

【例句】大家以为这位议员一定大肆攻

击增加教育投资的议案 , 怎知他 ～, 三

四句话便带过了。

【近义】不痛不痒

【反义】淋漓尽致  大书特书

轻诺寡信
【注音】qīnɡnuòɡuǎxìn

【释义】诺 : 答应。寡 : 少。信 : 信用。

轻易许诺但很少守信用。

【出处】《聊斋志异·凤仙》: “吾家非轻

诺寡信者。”

【例句】～, 就可能永远失信于人。

【近义】言而无信  自食其言

【反义】言而有信  不轻然诺  一诺千

金

轻手轻脚
【注音】qīnɡshǒu qīnɡjiǎo

【释义】形容手、脚动作很轻。

【例句】她是个文静的姑娘, 干什么都

～的。

轻重倒置
【注音】qīnɡzhònɡdào zh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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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置 : 放 , 摆。把重要的和不重要

的位置弄颠倒了。

【出处】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写文章

做演说就不同了 , 这是专为影响人的,

我们的同志反而随随便便, 就叫做轻

重倒置。”

【例句】要善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

这样就不会在工作中 ～, 主次不分了。

【近义】本末倒置

【反义】井然有序

轻重缓急
【注音】qīnɡzhònɡhuǎn jí

【释义】缓 : 慢。泛指主次、轻重、先后

的区别。

【出处】《管子·国蓄》: “岁有凶穰, 故

谷有贵贱 ; 令有缓急 , 故物有轻重。”

【例句】工作头绪很多的时候, 一定要

分个 ～, 切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

轻于鸿毛
【注音】qīnɡyúhónɡmáo

【释义】鸿 : 大雁。比大雁的羽毛还要

轻。比喻事物的价值太小。

【出处】《战国策·楚策四》: “是以国权

轻于鸿毛 , 而积祸重于丘山。”

【例句】人固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

～。

【反义】重于泰山

倾巢出动
【注音】qīnɡcháo chūdònɡ

【释义】倾 : 倒空。巢 : 鸟窝。整窝的鸟

儿全出来了。比喻全体人员都来做某

事。多含贬义。

【出处】《红岩》九章 : “行动特务早已倾

巢出动。”

【例句】这次罪犯 ～, 结果被一网打尽。

倾城倾国
【注音】qīnɡchénɡqīnɡɡuó

【释义】倾 : 倾覆。形容女子极其美貌。

【出处】《汉书·孝武李夫人传》: “北方

有佳人 , 绝世而独立 , 一顾倾人城, 再顾

倾人国。”

【例句】她天生丽质, 有 ～之貌。

【近义】闭月羞花  沉鱼落雁  国色天

香

倾家荡产
【注音】qīnɡjiādànɡchǎn

【释义】倾、荡 : 尽。丧失了全部家产。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蜀志·董

和传》: “货殖之家, 侯服玉食, 婚姻葬

送 , 倾家竭产。”

【例句】赌博足以使人 ～, 还是收手为

妙。

【近义】倾家竭产

【反义】家道殷实

倾箱倒箧
【注音】qīnɡxiānɡdào qiè

【释义】倾 : 倒; 箧 : 小箱子。把大小箱

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形容把全部东

西都拿出来。也形容把心里的话都倾

诉出来。

【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

语》: “王家见二谢, 倾筐倒庋, 见汝辈

来 , 平平尔。”

【例句】小方边说边 ～地把所有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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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都拿出来招待大家。

倾盆大雨
【注音】qīnɡpén dàyǔ

【释义】倾 : 倒出。形容雨势很猛 , 好像

用盆往下倒水一样。

【出处】宋·苏轼《雨意》诗 : “烟拥层峦

云拥腰 , 倾盆大雨定明朝。”

【例句】他们刚出车站 , 就下了场 ～, 一

个个淋得像落汤鸡似的。

【近义】滂沱大雨  大雨如注  大雨滂

沱

【反义】牛毛细雨

卿卿我我
【注音】qīnɡqīnɡwǒwǒ

【释义】卿卿: 爱称。指相爱的男女表

现出来的亲昵的言行。

【例句】热恋中的他俩 , 花前月下 , ～十

分恩爱。

【近义】耳鬓厮磨

【反义】骂骂咧咧

清风明月
【注音】qīnɡfēnɡmínɡyuè

【释义】清凉的风, 明朗的月。形容境

界清幽宁静。也用以比喻高人雅士。

【出处】南朝 ( 宋) 刘义庆《世说新语·

言语》: “清风明月 , 辄思玄度。”

【例句】秋夜泛舟江上, ～, 水波不兴,

令人神爽情怡。

清规戒律
【注音】qīnɡɡuījièlǜ

【释义】原指佛教徒必须遵守的规则、

戒条。后泛指束缚人的不合理的规章

制度。

【出处】《释门正统》: “百丈山怀海禅师

始立天下禅林规式 , 谓之清规。”

【例句】我们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

～, 不拘一格的选拔人才。

【近义】金科玉律

清心寡欲
【注音】qīnɡxīn ɡuǎyù

【释义】清 : 清净。寡 : 少。心地清净,

节制嗜欲。

【出处】宋·朱熹《皇极辨》: “愿陛下远

便佞 , 疏近习 , 清心寡欲, 以临事变, 此

兴事造业之根本。”

【例句】自从他生意亏损后, 一直过着

～的生活。

【反义】利欲熏心  沉湎酒色  贪得无

厌

蜻蜓点水
【注音】qīnɡtínɡdiǎn s huǐ

【释义】蜻蜓触水, 一掠而过。比喻做

事浮浅 , 不认真、不深入。

【出处】唐·杜甫《曲江》: “穿花蛱蝶深

深见 , 点水蜻蜓款款飞。”

【例句】做学问要静下心来深入研究钻

研 , ～那样是不会有所收获的。

【近义】走马观花  浮光掠影

【反义】鞭辟入里

情不自禁
【注音】qínɡbùzìjìn

【释义】禁 : 制止 , 抑制。情感激动, 不

能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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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南朝·梁·刘遵《七夕穿针》:

“步月如有意 , 情来不自禁。”

【例句】他 ～地上前 , 把她拥在怀里。

【近义】不由自主

【反义】无动于衷

情急智生
【注音】qínɡjízhìshēnɡ

【释义】智 : 智慧。在情况紧急时 , 猛然

想出了好办法。

【例句】眼看特务围过来 , 他 ～, 打灭了

电灯 , 戏院大乱 , 他趁机逃了出去。

【反义】一筹莫展  束手无策

情景交融
【注音】qínɡjǐnɡjiāo rónɡ

【释义】内心的感情和外界的景物事例

在一起。常指文艺作品中感情的抒发

和景物的描写紧密结合。

【出处】宋·张炎《词源·离情》: “秦少

游《八六子》云⋯⋯离情当如此作, 全

在情景交炼 , 得言外意。”

【例句】许多好诗都是诗中有画, 画中

有诗 , ～, 耐人寻味。

【近义】情景相生  融情入景

情理难容
【注音】qínɡlǐnán rónɡ

【释义】容 : 容忍 , 宽容。在人情和事理

两方面都难以宽恕。

【出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我自来

又和你无甚么冤仇 , 你如何这等害我!

正是杀人可恕 , 情理难容。”

【例句】这个歹徒为了钱财竟滥杀无

辜 , 实在是罪该万死 , ～。

情随事迁
【注音】qínɡsuís hìqiān

【释义】迁 : 变迁, 变化。思想感情随着

外界事物的变化而变化。

【出处】晋·王羲之《兰亭集序》: “及其

所之既倦, 情随事迁 , 感慨系之矣! ”

【例句】我们曾约定 20 年后再到这里

来聚会 , 但 ～, 如今大家已没有了这份

心思。

【反义】本性难移

情同手足
【注音】qínɡtónɡshǒu zú

【释义】手足 : 比喻兄弟。情谊深厚 , 如

同兄弟。

【出处】明·许仲琳《封神演义》四十一

回 : “辛环曰: ‘名虽各姓 , 情同手足。’”

【例句】战友们同甘共苦 , ～。

【近义】亲如手足  良师益友  情同骨

肉

【反义】势不两立

情之所钟
【注音】qínɡzhīsuǒzhōnɡ

【释义】爱情专于一人, 不能为别人所

代替。

【出处】《晋书·王衍传》: “圣人忘情 ,

最下不及于情 , 然则情之所钟 , 正在我

辈。”

【例句】父亲不喜欢儿子的对象, 但儿

子 ～, 做父亲的也改变不了儿子的主

意。

【近义】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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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面难却
【注音】qínɡmiàn nán què

【释义】碍于情面 , 很难推却。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三

十六回 : “湍制台情面难却, 第二天就

把话传给了藩台 , 不到三天 , 牌已挂出

去了。”

【例句】既然你执意让我收下 , ～, 那我

就收下了。

【近义】盛情难却

【反义】反面无情

情窦初开
【注音】qínɡdòu chūkāi

【释义】比喻男女青年, 刚懂得爱情这

回事。

【出处】《礼记·礼运》: “故礼义也者

⋯⋯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

【例句】～的女孩子往往喜欢把心事在

日记中倾诉。

情逾骨肉
【注音】qínɡyúɡǔròu

【释义】形容感情极其深厚。逾 : 超过。

骨肉 : 比喻至亲。

【出处】明·汤显祖《寄李季宣》: “弟于

兄交虽道义 , 情逾骨肉。废弃十余年,

始得一通问 , 可谓有人心乎?”

【例句】我与班主任虽有师生之别, 但

～。

【近义】情投意合

【反义】无情无义

情投意合
【注音】qínɡtóu yìhé

【释义】投 : 投合 , 契合。感情融洽, 意

趣相合。

【出处】明·冯梦龙《喻世明言》: “也是

天配姻缘, 自然情投意合。”

【例句】他俩 ～, 经得家长同意 , 定于本

月十五日结婚。

【近义】心心相印

【反义】貌合神离

情文并茂
【注音】qínɡwén bìnɡmào

【释义】指文章的思想感情丰富, 文辞

也很美盛。

【例句】他这篇采访记写得真是 ～, 感

人至深。

情有可原
【注音】qínɡyǒu kěyuán

【释义】原 : 原谅。情理上还有可以原

谅的地方。

【出处】叶圣陶《一个练习生》: “他既不

是存心去参加 , 似乎情有可原。”

【例句】老孙工作上的差错事出有因,

～。

【近义】无可厚非

【反义】罪该万死

晴空万里
【注音】qínɡkōnɡwàn lǐ

【释义】形容万里无云的极好晴天。

【例句】在这 ～的金秋季节, 田野里的

男女老少正喜笑颜开地忙着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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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秋高气爽

【反义】阴云密布

晴天霹雳
【注音】qínɡtiān pīlì

【释义】霹雳: 炸雷。晴朗的天空响起

了炸雷。比喻突然发生意外事件 , 令人

震惊。

【出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 “谁知道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 像晴天霹雳一

样 , 电台突然播放出不祥的哀乐。周总

理逝世了! ”

【例句】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 简直有

如 ～。

【近义】五雷轰顶  平地风波

请君入瓮
【注音】qǐnɡjūn rùwènɡ

【释义】瓮 : 大坛子。比喻用其人整治

别人的方法来整治其人。

【出处】唐·张篎《朝野佥载》: “唐秋官

侍郎周兴与来俊臣对推事。俊臣别奉

进止鞫兴 , 兴不之知也。及同食 , 谓兴

曰 : ‘囚多不肯承, 若为作法?’兴曰:

‘甚易也。取大瓮, 以炭四面炙之, 令

囚人处之其中 , 何事不吐! ’即索大瓮,

以火围之 , 起谓兴曰 : ‘有内状勘老兄,

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 , 咸即款

状。”

【例句】 �～”是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

之身 , 对他说 , ～。

罄竹难书
【注音】qìnɡzhúnán shū

【释义】罄 : 尽。竹 : 古代写字的竹简。

用尽竹简 , 也写不完。多形容罪行累

累 , 难以尽述。

【出处】《吕氏春秋·明理》: “乱国之所

生也 , 不能胜数, 尽荆越之竹犹不能

书。”

【例句】这伙暴徒奸淫劫掠 , 无恶不作 ,

其罪行 ～。

【近义】擢发难数

qionɡ

穷兵黩武
【注音】qiónɡbīnɡdúwǔ

【释义】穷 : 竭尽。黩 : 随便, 滥施。武 :

武装力量。使用全部兵力 , 肆意发动战

争。形容好战。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吴书·陆

抗传》: “穷兵黩武, 动费万计, 士卒雕

瘁 , 寇不为衰 , 而我已大病矣。”

【例句】历史上 ～者大都难逃后人唾

骂。

【反义】偃武修文  马放南山

穷愁潦倒
【注音】qiónɡchóu liáo dǎo

【释义】潦倒 : 失意 , 情绪低落。因贫穷

困难 , 愁苦而颓丧 , 失意。

【例句】那几年 , 他 ～, 十分失意。

【近义】穷途潦倒

【反义】飞黄腾达  得意洋洋

穷年累月
【注音】qiónɡnián lěi yuè

【释义】穷年: 一年到头 , 整年 ; 累月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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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又一月。形容经历的时间很久。

【例句】广大农民 ～地辛勤耕耘在祖国

的土地上。

【反义】一朝一夕

穷极无聊
【注音】qiónɡjíwúliáo

【释义】穷极 : 困窘已极。无聊 : 精神空

虚 , 无所寄托。形容困窘已极 , 精神无

所依托。

【出处】南朝·梁·费昶《思公子》: “虞

卿亦何命 , 穷极苦无聊。”

【例句】你就真没事干 , 这里那里闲逛、

搓麻将 , ～?

【近义】百无聊赖  无所事事

【反义】日不暇给  日无暇晷

穷山恶水
【注音】qiónɡs hān èshuǐ

【释义】穷山: 荒山。恶水 : 指水流汹

涌、常常造成危害的河川。形容自然条

件恶劣的地方。

【出处】孙犁《山地回忆》: “它使我想起

许多事情 , 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

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

【例句】解放前 , 他们生活在 ～之中 , 苦

不堪言。

【近义】穷乡僻壤

【反义】山明水秀  江山如画

穷源朔流
【注音】qiónɡyuán sùliú

【释义】向根源处追寻探索, 求出其因

果。

【例句】研究学问 , 不能一知半解 , 必须

有 ～的精神。

【近义】寻根究底

【反义】浅尝辄止

穷奢极侈
【注音】qiónɡshējíchǐ

【释义】穷、极: 尽 , 极端。形容极端奢

侈 , 尽情挥霍。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陆

康传》: “末世衰主, 穷奢极侈, 造作无

端。”

【例句】秦始皇 ～, 昏庸无道 , 人民怨恨

至极。

【近义】纸醉金迷

【反义】克勤克俭  节衣缩食  开源节

流

穷途末路
【注音】qiónɡtúmòlù

【释义】穷途: 绝路。末路 : 路的尽头。

面临绝境, 已到无路可走的地步。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五回:

“你如今是穷途末路 , 举目无依。”

【例句】他已陷入 ～的境地了, 该设法

帮助他一下才好。

【近义】走投无路

【反义】前程万里

穷乡僻壤
【注音】qiónɡxiānɡpìrǎnɡ

【释义】穷乡: 荒野的村落。僻: 偏僻。

壤 : 土地。荒远偏僻的地方。

【出处】宋·朱熹《条奏经界状·贴

黄》: “故州城县郭所在之乡 , 其产不甚

重 , 与穷山僻壤至有相倍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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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这个岛国 , 除了几个大城市外,

大都是未开发的 ～。

【近义】穷山恶水

【反义】通都大邑

穷形尽相
【注音】qiónɡxínɡjìn xiànɡ

【释义】穷: 穷尽, 至极。相 : 状貌 , 形

象。原指文学作品对事物形象刻画入

微 , 模拟逼真 , 表露尽致。后也指人的

丑态毕露。

【出处】晋·陆机《文赋》: “虽离方而遁

员( 圆) , 期穷形而尽相。”

【例句】那汉奸为讨得鬼子喜欢, 在所

谓“联谊”会上, 竟学狗叫鸡鸣, ～, 丑

态百出。

【近义】丑态毕露  惟妙惟肖

穷凶极恶
【注音】qiónɡx iōnɡjíè

【释义】穷 : 极端。极端凶恶。

【出处】汉·班固《汉书·王莽传赞》:

“穷凶极恶 , 毒流诸夏。”

【例句】日军头目被团团围住, 这个 ～

的败类 , 在绝望中举起军刀 , �叫着向

自己腹部猛刺下去。

【近义】杀气腾腾  罪大恶极  豺狼成

性

【反义】温柔敦厚  风流儒雅

穷则思变
【注音】qiónɡzésībiàn

【释义】穷 : 尽头。思 : 考虑。原指事物

到了尽头 , 就要发生变化。后指人在穷

困中就要努力设法改变自己的处境。

【出处】《周易·系辞下》: “易穷则变 ,

变则通 , 通则久。”

【例句】～, 要干要革命, 于是就反抗,

就斗争 , 就干社会主义。

【反义】抱残守缺

茕茕孑立, 形影相吊
【注 音】qiónɡ qiónɡ jié lì, xínɡ yǐnɡ

xiānɡdiào

【释义】茕茕: 孤独的样子。孑: 孤单。

吊 : 慰问。一个人孤孤单单无依无靠 ,

只有自己的身体和影子互相安慰。形

容极其孤独。

【出处】晋·李密《陈情表》: “茕茕孑

立 , 形影相吊。”

【例句】这位老人, 没有子女, 没有至

亲 , 落得“～”。

【近义】孑然一身  孤苦伶仃  孤家寡

人

【反义】比肩接踵

琼浆玉液
【注音】qiónɡjiānɡyùjè

【释义】琼浆: 美酒; 玉液: 道家的长生

饮料 , 也指美酒。指美酒 , 也指某种极

珍贵的汁液。

【出处】晋·王嘉《拾遗记·洞庭山》:

“来邀采药之人 , 饮以琼浆金液, 延入

璇室。”

【例句】在沙漠中 , 一壶清水赛过 ～。

【反义】清淡如水

琼楼玉宇
【注音】qiónɡlóu yùyǔ

【释义】琼 : 美玉。如同用美玉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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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台屋宇。传说中指神仙居处。形容

瑰丽堂皇的建筑物。

【出处】晋·王嘉《拾遗记》: “翟乾祐于

江岸玩月 , 或问: ‘此中何有?’翟笑曰:

‘可随我观之。’俄见琼楼玉宇烂然。”

【例句】这些光彩艳丽的房屋, 就好像

月宫里的 ～一样。

【近义】仙山琼阁  雕梁画栋

【反义】茅室蓬户

qiu

秋高气爽
【注音】qiūɡāo qìshuǎnɡ

【释义】爽 : ( 天气) 明朗。秋天少云气,

天显得又高又明朗。形容秋日天空明

净 , 气候凉爽宜人。

【出处】唐·杜甫《崔氏东山草堂》诗:

“高秋爽气相鲜新。”

【例句】正当 ～、暑威尽退的时候 , 若来

这里小住 , 是再理想不过的了。

【近义】秋色宜人

秋毫无犯
【注音】qiūháo wúfàn

【释义】秋毫 : 鸟兽在秋天新长出的毛,

比喻极小的物体。犯: 侵犯。丝毫不侵

犯群众的利益。常用以形容军队纪律

严明。

【出处】《史记·淮阴侯列传》: “大王之

入武关 , 秋毫无所害 , 除秦苛法 , 与秦民

约法三章耳 , 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

者。”

【例句】这些为正义而战的部队, 所到

之处 , ～, 还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 难怪

他们战无不胜 , 攻无不克。

【近义】鸡犬不惊

【反义】敲诈勒索

秋风扫落叶
【注音】qiūfēnɡshǎo luòyè

【释义】秋风将落的树叶一扫而光。比

喻强大的力量扫荡腐败的势力十分容

易。也比喻扫除干净。

【出处】宋·洪迈《夷坚乙志·齐先

生》: “诸公见其高门华屋, 上干霄汉,

三年之后无一瓦盖头矣⋯⋯虽蹇驴亦

无有矣 , 人言秋风落叶, 此真是也。”

【例句】对待敌人, 要像 ～一样毫不留

情。

求全责备
【注音】qiúquán zébèi

【释义】责 : 要求。备: 齐全, 完备。对

人对事苛求完美无缺。

【出处】鲁迅《这个与那个》: “我独不解

中国人何以⋯⋯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

求全 , 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例句】对新生事物 ～, 是不适宜的。

【近义】吹毛求疵

求仁得仁
【注音】qiúrén dérén

【释义】寻求仁德便得到仁德。表示正

合心愿。

【出处】《论语 ·述而》: “求仁而得

仁。”

【例句】这下我可是 ～了, 一切都已满

足 , 何必再生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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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如愿以偿  称心如意

【反义】事与愿违

求田问舍
【注音】qiútián wèn shè

【释义】田 : 田地。舍 : 房屋。谋求购置

田地房屋。比喻只知道为个人生活谋

划 , 却没有远大的志向。

【出处】宋·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

赏心亭》词 : “求田问舍, 怕应羞见, 刘

郎才气。”

【例句】有些革命意志衰退的人, 只一

味地 ～, 为自己打算 , 这是最没出息的。

求贤若渴
【注音】qiúxián ruòkě

【释义】贤 : 有才能的人。寻求有才能

的人 , 就像口渴了想喝水那样急切。

【出处】元·脱脱等《宋史·窦贞固

传》: “求贤若渴 , 从谏如流。”

【例句】特区的厂长、经理 , 一个个 ～。

【近义】千金市骨  爱才若渴

【反义】妒贤嫉能

求同存异
【注音】qiútónɡcún yì

【释义】求 : 寻求; 存 : 保留; 异 : 不同。

探求共同的方面 , 保留不同意见。

【例句】在这个问题上 , 咱们 ～吧!

求之不得
【注音】qiúzhībùdé

【释义】寻求而不能得到。形容渴望得

到或渴望某种要求能够实现。

【出处】《诗经·周南·关雎》: “窈窕淑

女 , 寤寐求之 ; 求之不得 , 寤寐思服。”

【例句】他给我这个辛苦的差事, 以为

是折磨我 , 怎知我 ～, 这正好考验一下

我自己的耐力。

【近义】梦寐以求

【反义】如愿以偿  垂手可得

qu

曲尽其妙
【注音】qūjìn qímiào

【释义】曲 : 曲折细致。尽: 穷尽。妙 :

美好。曲折细致地把微妙之处都表达

了出来。形容表达能力强 , 表达技巧娴

熟而高超。

【出处】晋·陆机《文赋序》: “故作《文

赋》以述先士之盛藻 , 因论作文之利害

所由 , 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

【例句】这首曲子委婉动人, 在表达对

于亲人的眷恋感情时 , 真是 ～。

【近义】妙不可言  出神入化

曲高和寡
【注音】qǔɡāo hèɡuǎ

【释义】和 : 跟着别人唱。原指乐曲的

格调越高, 能跟着唱的人就越少。比喻

知音难得。现常用来指言论或作品不

通俗 , 就不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欣赏。

【出处】战国·宋玉《对楚王问》: “是其

曲弥高 , 其和弥寡。”

【例句】他的建议太富浪漫色彩, 太理

想化 , 所以 ～, 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辨析】“和”不可读作“h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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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突徙薪
【注音】qūtūxǐxīn

【释义】曲 : 使弯曲。突: 指烟囱。徙:

迁移。薪 : 柴草。把烟囱改建成弯的,

搬开灶边的柴草 , 避免发生火灾。比喻

事先采取措施 , 才能防止灾祸。

【出处】汉·桓谭《新论·上·见徵》:

“淳于髡至邻家, 见其灶突之直, 而积

薪在旁 , 曰: “此且有火灾。”

【典故】有一次 , 王兴去东村玩 , 经过一

家门口时往里一看, 只见那家厨房灶

上的烟囱从里冒出来。旁边还摆放着

许多烧饭用的柴火。看到这种情形 , 他

就跑进去对那家的主人说 : “这烟囱应

该改装成弯曲的形状 , 使它不冒火花,

同时把堆在旁边的木柴搬远点。不然 ,

很容易引起火灾。”

那家主人听了 , 不以为然。过了不

久 , 那家果然失火了。

于是杀猪宰鸭 , 请邻居来吃饭, 表

示感谢。可是没有请王兴来吃饭。

有人不平的问主人 : “如果你能听

王兴的劝告 , 把烟囱改装 , 把火柴搬远 ,

就用不着今天的大请客了。论功行赏 ,

一定得把劝你曲突徙薪的王兴请来。”

主人听了 , 觉得很有道理。

【例句】卫生局动员市民注射疫苗, 目

的是 ～, 防止传染病。

【近义】未雨绸缪

【反义】江心补漏

【辨析】“徙”不可读作“tú”, 不可写作

“徒”。 ～与“防患未然”都有事先做好

准备工作来预防的意思。 ～是比喻性

的 ; “防患未然”是直陈性的。

曲意逢迎
【注音】qūyìfénɡyínɡ

【释义】曲意 : 掩藏或违背自己的本意

而屈从别人。逢迎 : 迎合, 奉承。指违

背自己的本意 , 对别人一味迎合讨好。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段

簒传》: “簒曲意宦官 , 故得保其富贵。”

【例句】我最看不惯那些 ～领导的人。

【近义】阿谀奉承

【反义】刚正不阿

屈打成招
【注音】qūdǎchénɡzhāo

【释义】屈 : 冤枉。招: 招认, 认罪。严

刑拷打 , 使无辜的人被迫认罪。

【出处】元·无名氏《神奴儿》三折 : “拖

到官中 , 三推六问, 吊拷绷扒, 屈打成

招。”

【例句】判案要重事实 , 重证据 , 不能搞

～那一套。

【反义】不打自招

屈指可数
【注音】qūzhǐkěshǔ

【释义】屈指: 扳着手指。扳着手指就

可以数清。形容数量少。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吴志·顾

谭传》: “每省薄书, 未尝下筹, 徒屈指

心计 , 尽发疑谬 , 下吏以此服之。”

【例句】与会者虽 ～, 带来的议案却不

少。

【近义】寥寥无几  寥若晨星  凤毛麟

角

【反义】恒河沙数  俯拾即是  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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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举不胜举

趋炎附势
【注音】qūyán fùs hì

【释义】炎 : 炙手可热 , 权势大。比喻奉

承依附有权势的人。

【出处】宋·李觏《名公手书·萧注》:

“然而有志于圣贤之术, 心铭足下之

道 , 故发此书以闻 , 非今之趋炎附势辈 ,

闻足下有大名而沽相知之幸, 足下其

以为是非。”

【例句】他这种 ～的人 , 不值得交往。

【近义】如蚁附腹  卖身投靠  攀龙附

凤

【反义】刚正不阿  直道而行  安贫乐

道

趋之若鹜
【注音】qūzhīruòwù

【释义】趋 : 奔赴。鹜 : 鸭子。像鸭子一

样成群地跑过去。比喻很多人争着去

追逐某一事物 , 多含贬义。

【出处】清·张廷玉等《明史·萧如薰

传》: “如薰亦能诗, 士趋之若鹜, 宾客

常满。”

【例句】得知此地发现宝藏, 人们便 ～,

前来寻宝。

【近义】如蝇逐臭  群蚁附膻

【反义】掉臂不顾

取长补短
【注音】qǔchánɡbǔduǎn

【释义】吸取他人的长处以弥补自己的

不足之处。

【出处】《吕氏春秋·用众》: “故善学者

假人之长以补其短。”

【例句】各地方剧种必须互相 ～, 共同

提高。

【近义】扬长避短

取而代之
【注音】qǔér dài zhī

【释义】取 : 夺取。原指夺取别人的权

力而代替他。现指一种事物取代另一

种事物。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

纪》: “秦始皇帝游会稽 , 渡浙江, ( 项 )

梁与( 项 ) 籍俱观 , 籍曰 : ‘彼可取而代

之也。’”

【例句】小王的职位被人 ～, 他很是懊

恼。

取精用弘
【注音】qǔjīnɡyònɡhónɡ

【释义】精 : 精华。用 : 享用。弘 : 大。

也作“宏”。本指从拥有的大量东西中

享用最好。后指从大量材料里提取精

华。

【出处】《左传·昭公七年》“其用物也

弘矣 , 其取精也多矣。”

【例句】从事学术研究, 应详尽地占有

材料 , 并从中概括出规律性的东西, 这

就是 ～的过程。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注音】qǔqíjīnɡhuá, qùqízāo pò

【释义】去 : 除掉 , 抛弃。糟粕 : 酒糟、豆

渣之类 , 比喻事物中粗劣无用的部分。

吸取其中好的东西 , 剔除其中坏的、无

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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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杂文四则·不要秘诀的秘

诀》: “我们现在提倡读书要用批判的

眼光 , 要取其精华 , 去其糟粕。”

【例句】对于古代和外国的文学作品,

我们要 ～, 不能生吞活剥地全部吸收。

【近义】披沙拣金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注音】qǔzhǐbùjìn, yònɡzhībùjié

【释义】竭 : 尽。取不尽 , 用不完。形容

非常丰富。

【出处】宋·朱熹《朱子语类·孟子·

离娄下》: “他那源头只管来得不绝 , 取

之不尽 , 用之不竭 , 来供自家用。”

【例句】我国资源丰富 , 是 ～的。

【近义】无穷无尽  满坑满谷

【反义】屈指可数  寥寥无几

去粗取精
【注音】qùchūqǔjīnɡ

【释义】精 : 精华。去掉粗糙的部分 , 取

其精华的部分。

【例句】对于古典文学 , 我们要 ～, 辩证

对待。

去伪存真
【注音】qùwěi cún zhēn

【释义】去除虚假的 , 保存真实的。

【出处】宋·释惟白《续传灯录·褒禅

傅禅师》: “权衡在手, 明镜当台, 可以

摧邪辅正 , 可以去伪存真。”

【例句】人的认识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由

浅入深、～的过程。

quɑn

全军覆没
【注音】quán jūn fùmò

【释义】全部军队都被消灭。也指彻底

失败。

【出处】后晋·张昭远、贾纬等《旧唐书

·李希烈传》: “官军皆为其所败 , 荆南

节度张伯仪全军覆没。”

【例句】孟良崮一战, 敌人 ～。

【近义】片甲不存  只轮不返  一败涂

地

【反义】旗开得胜  马到成功  克敌取

胜

全力以赴
【注音】quán lìyǐfù

【释义】赴 : 往、去。把所有的力量都投

入进去。

【出处】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五·

东汉尚名节》: “盖当时荐举徵辟 , 必采

名誉 , 故凡可以得名者, 必全力赴之 , 好

为苟难 , 遂成风俗。”

【例句】水灾发生后, 当地政府 ～地投

入了救灾工作。

【近义】竭尽全力  不遗余力  尽心竭

力 尽力而为

全神贯注
【注音】quán s hén ɡuàn zhù

【释义】贯注: 集中到一点。形容注意

力高度集中。

【出处】叶圣陶《伊和他》: “他指着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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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着的花纹 , 相着伊又相着花纹 , 全神

贯注的、十分喜悦的告诉伊。”

【例句】同学们正 ～地听老师讲课。

【近义】聚精会神  专心致志  专心一

致 心无二用

【反义】心不在焉  心神恍惚

全心全意
【注音】quán xīn quán yì

【释义】指全部身心都投入 , 一心一意,

没有杂念。

【出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 , 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 一

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而不是从个人

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向人民负责和

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 这些

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例句】我们应该 ～地为人民服务。

【近义】一心一意  一心无二  尽心竭

力 鞠躬尽瘁 , 死而后已

【反义】三心二意  二三其德

权衡轻重
【注音】quán hénɡqīnɡzhònɡ

【释义】权 : 秤砣 ; 衡 : 秤杆 ; 轻、重 : 指利

害。衡量一下哪个轻哪个重。比喻比

较事物的轻重主次。

【出处】《韩非子·六反》: “圣人权其轻

重 , 出其大利。”

【例句】这个项目是上还是不上, 应该

先调查 , ～, 然后决定。

【近义】权衡得失

权宜之计
【注音】quán yìzhījì

【释义】权 : 暂且。宜 : 适宜。为应付某

种需要而暂时采取的变通办法。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王

允传》: “及在际会, 每乏温润之色, 杖

正持重 , 不循权宜之计 , 是以群下不甚

附之。”

【例句】李自成建立娘子军只是一时的

～, 往后怎么办 , 他还没有想好。

【近义】缓兵之计

【反义】长久之计  百年大计

犬马之劳
【注音】quán mǎzhīláo

【释义】犬马 : 古时臣下在君主面前常

自称犬马, 表示愿意像犬马那样替主子

奔走。表示心甘情愿地为别人效劳。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 “李某不

才 , 食多矣 , 无功报德 , 愿施犬马之劳,

统领军卒, 离城下寨。”

【例句】你的这件事我一定效 ～。

犬牙交错
【注音】quǎn yájiāo cuò

【释义】狗的牙齿形状参差不齐。比喻

地形或地势交错。也比喻形势错综复

杂。

【出处】汉·班固《汉书·中山靖王

传》: “诸侯王自以骨肉至亲 , 先帝所以

广封连城, 犬牙相错者, 为磐石宗也。”

【典故】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 为显

示天子的威严和防止异姓诸侯造反 , 于

是把他分封在各地的异姓诸侯全部消

灭 , 封自己的亲子、兄弟到各地为王。

到了汉景帝的时候 , 这些同姓强大

起来, 开始与朝廷对抗。公元前 15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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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叛乱。

因此到了汉武帝即位时, 吸取先王教

训 , 准备削减各地诸侯的势力 , 加强中

央集权。这时 , 一些王侯听说后大闹,

叫嚷 : “我们是皇室的骨肉, 先帝把这

些土地分封给我们, 使之像狗牙一样

交叉在一起 , 是为了让我们互相支援,

捍卫朝廷 , 使刘邦天下坚如磐石 , 谁敢

动我们一下! ?”

汉武帝考虑如果用法令强行削减

他们的领土 , 则会逼着他们互相联盟,

反抗朝廷 , 产生叛逆的念头。可是因为

他们的哭闹就改变削减政策又不成,

于是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表面

上是厚待他们, 实际却让他们的土地

自然削减。

【例句】这次排球决赛, 出现了错综复

杂、～的局面。

【近义】犬牙相制

que

缺一不可
【注音】quēyībùkě

【释义】比喻两种因素和多种因素中,

缺少哪一种也不行。

【例句】我们既要有实际经验, 更要有

理论知识 , 二者 ～。

【反义】可有可无

缺衣少食
【注音】quēyīs hǎo shí

【释义】缺少吃的穿的。形容生活十分

穷困。

【出处】明·李贽《焚书·复李渐老

书》: “即此衣食之赐, 既深以为喜, 则

缺衣少食之烦恼不言而知也。”

【例句】现在这儿的人们生活一天比一

天好 , 过去那种 ～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了。

【近义】饥寒交迫

【反义】丰衣足食

却之不恭
【注音】quèzhībùɡōnɡ

【释义】却 : 推辞, 拒绝。恭 : 恭敬。一

再拒绝接受别人的馈赠或邀请就会显

得不恭敬。

【出处】《孟子·万章下》: “却之却之为

不恭 , 何哉?”

【例句】他请我去参观他的个人画展,

我对绘画不感兴趣 , 可 ～, 最后还是去

了。

【近义】情不可却  恭敬不如从命

鹊巢鸠占
【注音】quècháo jiūzhàn

【释义】巢 : 鸟窝。喜鹊的窝被斑鸠占

去了。后比喻位置被强占。

【出处】《诗经·召南·鹊巢》: “维鹊有

巢 , 维鸠居之。”

【例句】本来是留给老李的职位, 怎知

董事长的亲戚来了个 ～, 可把老李气坏

了。

【近义】喧宾夺主

q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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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策群力
【注音】qún cèqún lì

【释义】策 : 计策。大家想办法出力气。

形容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出处】汉·扬雄《法言·重黎》: “汉屈

群策 , 群策屈群力。”

【例句】要使国家富裕, 全国人民必须

～, 万众一心 , 努力工作。

【近义】通力合作

【反义】各自为政

群龙无首
【注音】qún lónɡwúshǒu

【释义】首 : 头目。一群龙没有领头的。

比喻一个集体没有坚强的领导者。

【出处】《周易·乾》: “用九 , 见群龙 , 无

首 , 吉。”

【例句】大家这样 , ～, 一定要选个头才

行啊。

【辨析】～强调众人会集没有头人 ; “乌

合之众”强调临时凑集的一群毫无纪

律的人。

群魔乱舞
【注音】qún móluàn wǔ

【释义】一群魔鬼乱跳乱舞。比喻坏人

猖狂活跃。

【例句】清朝末年 , 不少有识之士 , 面对

中国社会 ～的黑暗现实, 忧国忧民 , 感

奋而起。

群起而攻之
【注音】qún qǐér ɡōnɡzhī

【释义】群 : 众人。攻: 指责, 攻击。大

家都起来指责他。

【出处】《论语·先进》“非吾徒也 , 小子

鸣鼓而攻之可也。”

【例句】对他的讲话 , 人们 ～, 没有任何

人表示同意。

【近义】鸣鼓而攻之 千夫所指

【反义】交口称誉  众望所归

群英荟萃
【注音】qún yīnɡhuìcuì

【释义】英 : 才能出众的人 ; 荟萃 : 聚集。

许多才能出众的人集中在一起。

【例句】这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是 ～之

地。

裙带关系
【注音】qún dài ɡuān xì

【释义】裙带: 指妇女的衣裙衣带。比

喻利用姻亲关系相互勾结提拔。

【例句】我们要凭真本事奋斗出一片新

的天地 , 决不能靠 ～去攫取不属自己的

东西。

【反义】量才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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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眉之急
【注音】rán méi zhījí

【释义】像火烧眉毛那样紧急。比喻事

情非常紧急 , 情况十分急迫。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吴志·张

昭传》: “及弃新野 , 走樊城, 败当阳 , 走

夏口 , 有燃眉之急 , 岂有管乐万分之一

耶?”

【典故】汉献帝时,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

侯 , 想统一天下 , 于是四处兴兵。

刘备因地少兵少 , 无法支持。孙权

看见曹操的大兵 , 威风凛凛 , 也有点惶

恐 , 便派鲁肃到刘备处 , 商量孙、刘两方

联合起来 , 共同抵抗曹操。

鲁肃邀请诸葛亮: “我们联合起

来 , 攻打曹操是稳操胜券的 , 可我们的

那些文臣 , 主张投降。您我一道回东吴

去游说吧! ”诸葛亮到了东吴以后, 孙

权帐下的谋士 , 纷纷来和他辩论。张昭

是谋士中的领袖。他用指责的口气对

诸葛亮说 : “我们知道孔明先生住在隆

中时 , 常常拿自己来比喻战国时的管

仲、乐毅。管仲当桓公的宰相时 , 使桓

公成为诸侯的盟主。乐毅当燕国的大

将军时 , 出兵伐齐, 连攻下七十余城。

现在刘备得到你 , 不但没有庞大起来,

反而失去了新野 , 丢弃了樊城。当时长

坂圾打了败仗 , 又逃到夏口去 , 搞得像

火烧眉毛一样的焦急。你比得上管仲、

乐毅吗?”

【例句】这点钱仅够解决 ～。

re

惹火烧身
【注音】rěhuǒshāo shēn

【释义】惹 : 招引。比喻招惹灾祸 , 害了

自己。

【出处】明·无名氏《白兔记·逼书》:

“今日与你盘缠, 迟延, 少待乞大拳,

披麻惹火烧身怨, 莫待等江心补漏

船。”

【例句】你去管这件事 , 简直是 ～。

【近义】自讨苦吃  惹祸招灾

惹是生非
【注音】rěshìshēnɡfēi

【释义】惹 : 招惹, 招引。是、非 : 指口

舌、纠纷、事端。招惹是非, 引起争

端。

【出处】元·无名氏《东平府》: “哎, 徐

宁紧紧相随生怕俺不遵依 , 向城中惹

是生非。”

【例句】父母总是担心孩子在外面 ～,

所以他们经常关心孩子的行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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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无事生非

【反义】安分守己

热火朝天
【注音】rèhuǒcháo tiān

【释义】朝天: 冲向天空。比喻群众性

的运动或工作进入热烈、高涨的境

界。就像烈火熊熊燃烧直冲天空一

般。

【出处】冯德英《迎春花》九 : “但这几天

热火朝天的参军运动 , 也冲击着他们

的身心。”

【例句】大家你追我赶 , 干得 ～。

【近义】如火如荼  热气腾腾

【辨析】“朝”不可读作“zhāo”。 ～和

“如火如荼”都可形容群众运动热烈。

但 ～偏重于气氛; “如火如荼”偏重于

气势。

热气腾腾
【注音】rèqìténɡténɡ

【释义】形容热气很盛。也形容气氛热

烈 , 情绪高涨。

【出处】清·李宝嘉《中国现在记》十一

回 : “只见小和尚用一个托盘托了几

碗盖碗茶 , 热气腾腾的端过来。”

【例句】这里到处可以看到 ～的奋斗场

面。

【近义】热火朝天

【反义】死气沉沉

热血沸腾
【注音】rèxuèfèi ténɡ

【释义】比喻全身心激情高涨。

【出处】巴金《春》二十二 : “书里面叙述

的全是俄国革命党人的故事, 读了真

使人热血沸腾。”

【例句】在那灾难深重的年代, 不甘心

做亡国奴的亿万人民满腔怒火 , ～。

【反义】心如死灰  无精打采

【辨析】“沸”不可写作“拂”; “腾”不可

写作“滕”。

ren

人不知, 鬼不觉
【注音】rén bùzhī, ɡuǐbùjué

【释义】形容行动十分诡秘, 谁也没有

察觉。

【出处】《文艺作品的鉴赏》: “三更时

分 , 人不知, 鬼不觉⋯⋯仅仅通过了

几道墙壁 , 就把那冤家的头取来。”

【例句】当夜几个游击队员 ～地端了敌

人的老巢。

【近义】秘而不宣

【反义】尽人皆知  招摇过市

人才辈出
【注音】rén cái bèi chū

【释义】辈出: 成批地出现。指有才能

的人连续大量涌现。

【出处】明·宋濂等《元史·崔彧传》:

“得如左丞许衡教国子学, 则人才辈

出矣。”

【例句】这是一个 ～的时代。

人才济济
【注音】rén cái jìjì

【释义】有学问有才能的人甚多。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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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 众多的样子。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六十二

回 : “闺臣见人才济济 , 十分欢悦。”

【例句】我们的国家 ～, 有各种各样的

专家。

【近义】人才辈出

人财两空
【注音】rén cái liǎnɡkōnɡ

【释义】人和财物都完全丧失。

【出处】《红楼梦》第十六回: “可怜张、

李二家没趣 , 真是人财两空。”

【例句】老张倒卖药材 , 结果本钱赔光,

妻子也和他离了婚 , 落得个 ～。

人地生疏
【注音】rén dìs hēnɡsū

【释义】疏 : 不亲近 , 不熟悉。形容初到

一个地方 , 对当地的人和周围环境都

不熟悉。

【例句】他刚到此地, ～, 无法开展工

作。

人定胜天
【注音】rén dìnɡshènɡtiān

【释义】人的智慧和力量可以战胜自

然。

【出处】《逸周书·文传》: “兵强胜人,

人强胜天。”

【例句】人可到太空去旅行, 就是 ～的

一个实例。

【近义】人众胜天  事在人为

【反义】听天由命  听之任之

人多嘴杂
【注音】rén duōzuǐzá

【释义】在场或谈论的人多 , 七嘴八舌 ,

各种议论都有 , 意见分歧。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五十七

回 : “他们这里人多嘴杂 , 说好话的人

少 , 说歹话的人多。”

【例句】这里 ～, 你还是避开些好。

人生朝露
【注音】rén shēnɡzhāo lù

【释义】人的生存 , 似早晨的露水 , 只一

会便消失了。

【例句】父亲得到老朋友去世的噩耗,

感慨地说 : “昨天还见着他 , 唉! 真是

～啊。”

【近义】人生几何

人去楼空
【注音】rén qùlóu kōnɡ

【释义】住在屋子里的人已走了, 室内

空无一物。

【例句】当我回到城里, 再去王君的住

处找他时 , 听说他已去了英国, 我一

时怔住 , 不免有 ～之感。

【反义】久居故里

人情冷暖
【注音】rén qínɡlěnɡnuǎn

【释义】比喻人们的情谊, 像天气一般

变化 , 即因别人的境况好坏, 而起显

著变化。

【出处】唐·白居易《迂叟》: “冷暖俗情

谙世路 , 是非闲论任交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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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老王失业, 他的嫂嫂也冷言冷

语 , ～不言自明。

【近义】世态炎凉

【反义】古道热肠

人谋不臧
【注音】rén móu bùzānɡ

【释义】事情的失败, 是人策划不周全

的原因。臧: 好 , 周全。

【例句】这里没有设斑马线, 发生这样

大的交通事故 , 完全是 ～之故!

人死留名
【注音】rén sǐliúmínɡ

【释义】人死后 , 芳名仍留存在世上。

【出处】《新五代史·周书·王彦章

传》: “彦章武人 , 不知书 , 常为俚语谓

人曰 : ‘豹死留皮 , 人死留名。’”

【典故】王彦章是唐末五代人。他少年

时随梁太祖作战 , 建有功劳。太祖死

后 , 他辅佐末帝。

当时梁的劲敌是晋国。王彦章对

晋国作战时, 有两次失败。忌恨他的

人利用这种机会, 向末帝说他的坏

话 , 结果王彦章被免了兵权。不到半

年 , 梁的许多土地被晋占去, 末帝只

好又起用王彦章。

在一次对晋的战争中, 王彦章的

战马受伤 , 自己也受了重伤, 被晋军

活捉。晋王看见王彦章说 : “我想 , 你

善于带兵, 怎不守兖州呢?”王彦章

说 : “大势已去, 不是我智力、能力所

能挽救的。”晋王爱惜他的勇敢 , 亲自

为他上药 , 让他好好养伤, 一面派人

劝他投降。王彦章向劝慰他的人说: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 跟贵国的皇上

敌对了十一年, 这次兵败力穷, 死是

应该的。哪有作臣子、作将领的人 ,

早上替梁朝做事, 晚间替晋朝做事?

如果能赐我死, 那就很感激大王了,

我也会觉得很荣幸。”

王彦章终于死了 , 但是他的名字却

永远留在后人的心目中。

【例句】你有这么多的财富 , 年纪老迈 ,

所求的又是 ～, 多做善事是最好不过

的了。

【近义】流芳百世

【反义】遗臭万年

人心叵测
【注音】rén xīn pǒcè

【释义】别人心中怀有恶意, 很难加以

猜度。叵 : 不可的意思。

【出处】江东老鑘《京本通俗小说·错

斩崔宁》“只因世路窄狭, 人心叵测,

大道既远 , 人情万端, 熙熙攘攘 , 都为

利来 , 蚩蚩蠢蠢 , 皆纳福去。”

【例句】社会很复杂 , ～, 你一个人出去

做生意 , 要格外小心才好。

【近义】人心难测

【反义】正大光明

人弃我取
【注音】rén qìwǒqǔ

【释义】人家不要的东西 , 我却很重视。

【出处】《史记·货殖列传》: “李克务尽

地力 , 而白圭乐观时变 , 故人弃我取 ,

人取我与。”

【例句】他精明过人, 生意有今日的成

就 , 是懂得 ～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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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荟萃
【注音】rén wén huìcuì

【释义】人才文物众多并聚集一地。

荟 : 草木茂盛状。萃 : 聚集。

【例句】这里古迹甚多 , 风景优美 , 文化

发达 , 真可谓 ～。

人烟稠密
【注音】rén yān chóu mì

【释义】比喻聚居在一处的人很多很

密。

【出处】宋·吴自牧《梦粱录·肉铺》:

“盖人烟稠密 , 食之者众故也。”

【例句】这里 ～, 我们要特别注意卫生

及防火的事。

【反义】地广人稀

人尽可夫
【注音】rén jìn kěfū

【释义】每个男人 , 都可作丈夫。

【例句】这种认为 ～的女人, 千万不要

跟她来往。

【反义】守身如玉

人贵自立
【注音】rén ɡuìzìlì

【释义】一个人的可贵之处, 是能够独

立生活 , 不依靠别人。

【例句】你父亲有多少家产是另一回

事 , 但 ～, 用自己的劳动来解决生计

才值得骄傲。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
【注音】rén ér wúxìn, bùzhīqíkě

【释义】信 : 信用。可 : 可以。做人而不

讲求信用 , 真不知道那怎么可以。指

做人不能不讲信用。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第一回:

“石猿端坐上面道: ‘列位呵, 人而无

信 , 不知其可。你们才说有本事进得

来 , 出得去 , 不伤身体者, 就拜他为

王。’”

【例句】做人要讲信用 , ～。

人浮于事
【注音】rén fúyúshì

【释义】原作“人浮于食”。浮: 超过。

原指人的才能超过所得的俸禄。后

用以指人员过多或人多事少。

【出处】汉·戴圣《礼记·坊记》: “故君

子与其使食浮于人也, 宁使人浮于

食。”

【例句】机构臃肿 , ～, 这种状况必须彻

底改变。亦作“人浮于食”。

【反义】精兵简政

人多势众
【注音】rén duōshìzhònɡ

【释义】势 : 势力。形容人多势力大。

【例句】那些人倚仗 ～, 根本不把他放

在眼里。

【反义】单枪匹马

【辨析】“众”不可写作“重”。

人迹罕至
【注音】rén jīhǎn zhì

【释义】迹 : 足迹, 脚印。罕 : 稀少。很

少有人去的荒僻的地方。

【出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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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园 , 人迹罕至。”

【例句】这是一片戈壁滩 , 是 ～的地方。

【近义】杳无人迹

【反义】稠人广众

人各有志
【注音】rén ɡèyǒu zhì

【释义】各人都有自己的志向, 难以强

求一致。

【出处】《三国志·管宁传》: “太祖曰:

‘人各有志 , 出处异趣。’”

【例句】～, 还是由他们去吧。

【近义】人心如面

【反义】人同此心

人杰地灵
【注音】rén jiédìlínɡ

【释义】人杰: 才能出众的人。灵: 灵

秀。杰出人才出生或到过的地方就

成为名胜之地。也指杰出人物生在

灵秀之地。

【出处】唐·王勃《滕王阁序》: “人杰地

灵 , 徐孺下陈蕃之榻。”

【例句】江南 ～, 是文人才子向往的好

地方。

【近义】钟灵毓秀

人尽其才
【注音】rén jìn qícái

【释义】人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

才智。

【出处】汉·刘安《淮南子·兵略训》:

“若乃人尽其才 , 悉用其力。”

【例句】由于允许人才流动, 科技人员

真正做到了 ～。

【近义】各得其所  量才录用

【反义】大材小用  牛鼎烹鸡

人困马乏
【注音】rén kùn mǎfá

【释义】人和马都疲乏了。形容因旅行

或征战而劳累过度 , 疲乏不堪。

【出处】元·黄元吉《流星马》三折 : “俺

两口儿三日不曾吃饮食 , 人困马乏。”

【例句】天色晚了, 奔波一天, ～, 还是

找个店休息吧。

【近义】车殆马烦

人满为患
【注音】rén mǎn wéi huàn

【释义】患 : 祸害。人太多 , 多得成了

灾。

【出处】《写在第 11 亿位国民出生前

夕》: “看看街市上川流不息的人群,

想想火车站内摩肩接踵的拥挤⋯⋯

到处人满为患 。”

【例句】由于交通运输发展缓慢, 春运

期间 , 各次列车都 ～。

人喊马嘶
【注音】rén hǎn mǎsī

【释义】人在呐喊 , 马在嘶叫。

【出处】明·凌闬初《二刻拍案惊奇》第

十四卷 : “只听得外面喧嚷 , 似有人喊

马嘶之声 , 渐渐近前堂来了。”

【例句】进村了 , 整个村子顿时 ～。

【反义】人欢马叫

人面桃花
【注音】rén miàn táo hu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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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原指女子的容貌与桃花相辉

映 , 后用以指所爱而不能相见的女

子。

【出处】唐·崔护《游城南》诗 : “去年今

日此门中 , 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

知何处去 , 桃花依旧笑春风。”

【例句】～, 是阿明心中难以了却的情

思。

【近义】人去楼空

【反义】长相厮守

人强马壮
【注音】rén qiánɡmǎzhuànɡ

【释义】形容军威雄壮 , 精神抖擞。

【出处】明·洪螰《清平山堂话本·汉

李广世号飞将军》: “世言匈奴倚仗人

强马壮 , 不时侵犯中原。”

【例句】我们的队伍 ～, 有着巨大的力

量。

【近义】兵强马壮

【反义】残兵败将

人所共知
【注音】rén suǒɡònɡzhī

【释义】人人都知道。

【出处】宋·朱熹《封建》: “百于古今之

变 , 利害之实 , 人所共知而易见者 , 亦

复乖戾如此。”

【例句】这是 ～的事 , 他还在狡辩。

【近义】尽人皆知

【反义】人所不知

人面兽心
【注音】rén miàn s hòu xīn

【释义】虽然长着人的面孔, 内心却像

野兽一样狠毒。

【出处】汉·班固《汉书·匈奴传赞》:

“夷狄之人贪而好利 , 被发左衽 , 人面

兽心。”

【典故】西汉时 , 北方的匈奴 , 连年侵犯

北部边境地区 , 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

灾难。汉武帝时开始反击匈奴的侵

略 , 经过长期艰苦的奋战才遏制了匈

奴的进攻 , 东汉史学家班固评述这段

历史时 , 严斥匈奴侵略者的残暴, 说

侵略者虽是人的面貌 , 但心肠狠毒得

如同野兽一样。

【例句】从他平时的言行, 看不出他是

个 ～的人。

【近义】衣冠禽兽

【反义】宅心忠厚

人命关天
【注音】rén mìnɡɡuān tiān

【释义】关天: 形容关系重大。涉及人

命的事件 , 关系重大。

【出处】元·关汉卿《窦娥冤》: “方知人

命关天关地 , 如何看作壁上灰尘。”

【例句】这一案件 ～, 我们做陪审员的

要特别谨慎。

【近义】生死攸关

【反义】草菅人命

人命危浅
【注音】rén mìnɡwēi qiǎn

【释义】危 : 危险。浅 : 指时间短。寿命

不长了。比喻人即将死去或腐朽的

东西将要灭亡。

【出处】晋·李密《陈情表》: “但以刘日

薄西山 , 气息奄奄 , 人命危浅, 朝不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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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例句】近来他的病情日益恶化, 已是

～, 朝不保夕了。

【近义】行将就木  气息奄奄  风烛残

年

人莫予毒
【注音】rén mòyúdú

【释义】莫 : 没有谁。予 : 我。毒 : 危害。

没有谁能够伤害我。形容目空一切,

毫无顾忌。

【出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那种

‘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派头 , 不

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 , 拿到二十世纪

四十年代来 , 到底是行不通的。”

【例句】独裁者总是只信军队、警察 , 以

为有了它们 , 天下就 ～了。

【近义】一手遮天  肆无忌惮

人情世故
【注音】rén qínɡshìɡù

【释义】为人处世的道理、方法。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二十

二 : “可惜你满腹文章 , 看不出人情世

故。”

【例句】妈妈常对我说: “你长大了, 要

懂得 ～”。

【近义】立身处世

【辨析】“世”不可写作“事”。

人穷志短
【注音】rén qiónɡzhìduǎn

【释义】指人在贫困时往往会做出没有

志气的事。

【出处】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下引陈

无己诗 : “人穷令智短 , 百巧千穷只短

檠。”

【例句】他来自偏远的农村, 虽然很贫

穷 , 却从不干 ～的事。

【近义】自惭形秽

【反义】贫贱骄人

人人自危
【注音】rén rén zìwēi

【释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处境危险。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李斯列

传》: “法令诛罚日益刻深, 群臣人人

自危 , 欲畔者众。”

【例句】极“左”路线搞得 ～。

【近义】人心惶惶

人山人海
【注音】rén shān rén hǎi

【释义】形容聚集的人极多。

【出处】《西湖老人繁胜录》: “四山四

海 , 三千三百, 衣山衣海, 卦山卦海,

南山南海 , 人山人海。”

【例句】书市里 ～。

【近义】项背相望  接肩擦背

【反义】三三两两

人言啧啧
【注音】rén yán zézé

【释义】形容人们议论纷纷。

【出处】清·黄小配《廿载繁华梦》: “话

说王府娶亲之日, 周女不愿叩拜翁

姑 , 以至一场扫兴 , 任人言啧啧 , 他只

在房里抽烟。”

【例句】公布选举名单 , 会场里 ～。

【近义】议论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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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赞叹不已

人仰马翻
【注音】rén yǎnɡmǎfān

【释义】形容被打得惨败。也比喻乱得

一塌糊涂 , 不可收拾。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 “赵

家一门大小 , 日夜忙碌, 早已弄得筋

疲力尽 , 人仰马翻。”

【例句】我军一个伏击 , 打得敌人 ～, 屁

滚尿流。

【近义】落花流水

【反义】人强马壮

人之常情
【注音】rén zhīchénɡqínɡ

【释义】一般人通常有的感情。

【出处】晋·释僧肇《肇论》: “夫生死交

谢 , 寒暑迭迁, 有物流动, 人之常情,

余则谓之不然。”

【例句】礼尚往来 , 是 ～。

【近义】入情入理

【反义】不近人情

【辨析】“常”不可写作“长”。

人声鼎沸
【注音】rén shēnɡdǐnɡfèi

【释义】鼎 : 古代炊具, 三足两耳, 多用

青铜铸成。形容人声�杂, 就像鼎里

的水沸腾一样。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

“一日午后 , 刘方在店中收拾 , 只听得

人声鼎沸。”

【例句】展销会会场 ～, 盛况空前。

【近义】沸反盈天  人喊马嘶

【反义】鸦雀无声  万籁俱寂

人寿年丰
【注音】rén shòu nián fēnɡ

【释义】人健康, 年成好。形容人民幸

福 , 生活兴旺的景象。

【出处】老舍《老张的哲学》: “大地回

春 , 人寿年丰, 福自天来⋯⋯红纸黑

字这样贴在门上。”

【例句】如今的农村 ～, 农民生活一天

比一天好。

【近义】民和年丰

【反义】民不堪命  民不聊生

人心涣散
【注音】rén xīn huàn s àn

【释义】涣散 : 散漫 , 松懈。形容人将一

事无成。

【例句】当时的反动政权已是 ～, 无力

回天。

人同此心
【注音】rén tónɡcǐxīn

【释义】人们对事物的感受和看法大致

相同。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九

回 : “只是他也是个女孩儿, 俗话说

的 : 人同此心 , 心同此理。”

【例句】～, 大家都希望祖国繁荣昌盛。

人亡物在
【注音】rén wánɡwùzài

【释义】人已死去, 但他的东西还保存

着 , 令人触物伤情。

【出处】唐·张说《拨川郡王神道碑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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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撰》: “武节方壮 , 朝露不待, 王爵送

终 , 宿恩未改 , 时来世去, 人亡物在,

铭勋谥忠 , 以告四海。”

【例句】他留下来的东西 , 都不要了 , 以

免 ～, 睹物思人。

【近义】室迩人远  睹物思人

人微言轻
【注音】rén wēi yán qīnɡ

【释义】微 : 卑贱。地位低下 , 说话不受

重视 , 也不起作用。

【出处】宋·苏轼《东坡续集》: “某已三

奏其事 , 至今未报 , 盖人微言轻 , 理自

当尔。”

【例句】我在公司中只是个业务员 , ～,

无力替你在经理面前说情了。

【近义】身轻言微  人微权轻

【反义】一言九鼎

人为刀俎, 我为鱼肉
【注音】rén wéi dāo zǔ, wǒwéi yúròu

【释义】刀俎: 刀和砧板, 指宰割的工

具。比喻别人执掌生杀大权 , 自己处

于被宰割的地位。

【例句】即使处在 ～的地位, 也不甘心

任人宰割。

人心惶惶
【注音】rén xīn huánɡhuánɡ

【释义】惶惶: 惊恐不安的样子。人心

惊惶不安。

【出处】《孟子·滕文公下》: “孔子三月

无君 , 则皇皇如也。”

【例句】停产整顿的消息传来 , 厂里 ～。

【近义】人人自危

人心所向
【注音】rén xīn suǒxiànɡ

【释义】群众向往和拥护的。

【出处】后晋·张昭远、贾纬等《旧唐书

·隐太子建成传》: “⋯⋯而秦王勋业

克隆 , 威震四海 , 人心所向。”

【例句】革命的胜利, 乃 ～的缘故。

【近义】众望所归

【反义】众叛亲离

人言可畏
【注音】rén yán kěwèi

【释义】人们的议论, 尤其是流言蜚语

是很可怕的。

【出处】《诗经·郑风·将仲子》: “人之

多言 , 亦可畏也。”

【例句】虽然你自认为做事公正 , 但 ～,

也得多防着点。

【近义】众口铄金, 积毁销骨  一人传

虚 , 万人传实

人仰马翻
【注音】rén yǎn mǎfān

【释义】人和马都被打得仰翻在地。形

容遭到惨败的狼狈情景。比喻忙乱

不堪。

【出处】清·俞万春《荡寇志》八十九

回 : “嘴边咬着一颗人头 , 杀得贼兵人

仰马翻。”

【例句】为了搞好这个晚会, 工作组日

夜忙碌 , 早已弄得精疲力尽 , ～。

人心向背
【注音】rén xīn xiànɡbè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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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向 : 归向, 拥护; 背 : 背离。人民

群众所拥护或反对的。

【例句】国家的盛衰 , 在于 ～。

人云亦云
【注音】rén yún yìyún

【释义】云 : 说。亦: 也。别人怎么说,

自己也跟着怎么说。形容随声附和,

没有主见。

【出处】金·蔡松年《槽声同彦高赋》:

“槽床过竹春泉句, 他日人云吾亦

云。”

【例句】这不是小事情 , 怎好 ～, 不仔细

想一想呢?

【近义】随声附和

【反义】我行我素

人之常情
【注音】rén zhīchánɡqínɡ

【释义】一般人都有的感情、心思。

【出处】晋·释僧肇《物不迁论》: “夫生

死交谢 , 寒暑迭迁 , 有物流动 , 人之常

情 , 余则谓之不然。”

【例句】想过好日子 , 这也是 ～。

仁人君子
【注音】rén rén jēn zǐ

【释义】旧时指能爱护和帮助别人的、

品德高尚的人。后亦用作反语讽刺

伪君子。

【出处】唐·房玄龄等《晋书·刑法

志》: “戮过其罪, 死不可生, 纵虐于

此 , 岁以巨计, 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

闻 , 而况行之于政乎?”

【例句】他为官廉洁正直, 关心百姓疾

苦 , 是个名副其实的 ～。

【近义】正人君子

【反义】牛鬼蛇神

仁义道德
【注音】rén yìdào dé

【释义】儒家倡导的讲求仁爱和正义的

道德准则。

【出处】唐·韩愈《原道》: “后之人, 其

欲闻仁义道德之说 , 孰从而听之。”

【例句】有些满口 ～的人, 其实是伪君

子。

【反义】男盗女娼

仁心仁术
【注音】rén xīn rén shù

【释义】心地仁慈 , 医术高明。

【出处】《孟子·梁惠王上》: “⋯⋯无伤

也 , 是乃仁术也, 见牛未见羊也 , 君子

之于禽兽也 , 见其生 , 不忍见其死。”

【例句】他送给张医生一块牌匾, 上面

写着 ～四字 , 表扬张医生医德高尚,

医术精湛。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注音】rén zhě jiàn rén, zhìzhě jiàn

zhì

【释义】对同一个问题, 仁者看见它仁

的方面 , 智者看见它智的方面。指观

察的角度不同 , 见解也不相同。

【出处】《周易·系辞上》: “仁者见之谓

之仁 , 智者见之谓之智。”

【例句】这个问题争论了半天 , 仍是 ～,

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近义】见仁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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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至义尽
【注音】rén zhìyìjìn

【释义】至、尽 : 到底的意思。原指对主

管农事的神有功必报 , 就算尽了仁义

之道。后指对人的帮助、关怀尽了最

大努力。

【出处】汉·戴圣《礼记·郊特牲》: “蜡

之祭也⋯⋯仁之至 , 义之尽也。”

【例句】老李待他已是 ～了, 他自己不

争气 , 还有什么话好说。

【近义】情至义尽

【反义】以怨报德

忍俊不禁
【注音】rén jùn bùjìn

【释义】忍俊 : 原指抑制锋芒外露 , 后指

含笑。禁 : 止。本来指热衷于某事而

不能克制自己。后来多指忍不住发

笑。

【出处】宋·释悟明《联灯会要·十六

·法演禅师》: “山僧昨日入城, 见一

棚傀儡⋯⋯ , 仔细看时, 原来青布幔

里有人 , 山僧忍俊不禁。”

【例句】他说了句幽默话 , 大家一听 , 便

～。

【近义】失声发笑

【反义】不苟言笑

忍气吞声
【注音】rěn qìtūn shēnɡ

【释义】忍 : 忍耐。吞声 : 有话不敢说。

受了气而强自忍耐 , 不敢吭声。

【出处】元·关汉卿《鲁斋郎》: “你不如

休和他争 , 忍气吞声罢。”

【例句】她在家中很受歧视 , 常常是 ～,

暗中流泪。

【近义】忍辱含垢

【反义】据理力争

忍辱负重
【注音】rěn rǔfùzhònɡ

【释义】忍受屈辱 , 承担重任。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吴书·陆

逊传》: “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

者 , 以仆有尺寸可称, 能忍辱负重故

也。”

【例句】他 ～做这件工作, 是为了寻找

机会破获那个贩毒集团。

【近义】卧薪尝胆

【反义】忍无可忍

忍辱偷生
【注音】rěn rǔtōōu shēn

【释义】忍受屈辱 , 苟且活命。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八回:

“止因未与将军一诀, 故且忍辱偷

生。”

【例句】他们宁愿壮烈而死 , 不愿 ～。

【近义】忍垢贪生

忍无可忍
【注音】rěn wúkěrěn

【释义】忍耐到再也没法忍受的地步。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孙

礼传》: “( 孙礼 ) 涕泣横流。宣王曰:

‘且止 , 忍不可忍。’”

【例句】我们实在是 ～, 才被迫自卫还

击的。

【近义】按捺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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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忍气吞声  忍辱含垢

认贼作父
【注音】rèn zéi zuòfù

【释义】形容卖身投靠敌人。

【出处】清·华伟生《开国奇冤·追

悼》: “但是偶一念及那一班贪官污

吏 , 人面兽心 , 处处为虎作伥 , 人人认

贼作父⋯⋯一个个斩尽杀绝 , 方泄我

心头之恨。”

【例句】汪精卫投降日寇 , ～, 遭到了人

民的唾弃。

【近义】卖身投靠  卖国求荣

任劳任怨
【注音】rèn láo rèn yuàn

【释义】任 : 担当、承担。做事不辞劳

苦 , 也不怕别人埋怨。

【出处】清·张廷玉等《明史·王应熊

传》: “陛下焦劳求治, 何一不倚信群

臣 , 乃群臣不肯任劳任怨, 致陛下万

不获己 , 权遣近侍监理。”

【例句】他 ～, 是个难得的好人。

【近义】不辞劳苦

【反义】怨天尤人

任人唯亲
【注音】rèn rén wéi qīn

【释义】任 : 任用。唯 : 只。用人不考虑

德才 , 只任用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

【出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

争中的地位》: “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

策与此相反 , 实行‘任人唯亲’, 拉拢

私党 , 组织小派别 , 结果叛党而去 , 这

是一个大教训。”

【例句】像这样 ～, 公司是没有前途的。

【反义】任贤使能  选贤使能

【辨析】“唯”不可写作“惟”。

任性妄为
【注音】rèn xìnɡwànɡwéi

【释义】凭着自己性情的爱好, 做不近

人情的事。

【例句】他 ～, 把父亲气个半死。

【近义】胡作妄为

【反义】循规蹈矩

任凭风浪起, 稳坐钓鱼船
【注音】rèn pínɡfēnɡlànɡqǐ, wěn zuò

diào yúchuán

【释义】赞扬人在风浪中能稳住不慌,

沉得住气。比喻有把握, 或心中有

数。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都不受影

响。

【例句】党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把握好政

治方向 , 做到 ～。

任人唯贤
【注音】rèn rén wéi xián

【释义】任 : 任用。贤 : 指德才兼备。只

任用德才兼备的人。

【出处】《尚书·咸有一德》: “任官惟贤

才 , 左右惟其人。”

【例句】～是我们一贯倡导的干部路

线。

【近义】任贤使能  举贤任能

【反义】任人唯亲

任重道远
【注音】rèn zhònɡdào yu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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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任务繁重 , 路途漫长。

【出处】《论语·泰伯》: “士不可以不弘

毅 , 任重而道远。”

【例句】要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

我们青年 ～。

【近义】负重致远

ri

日薄西山
【注音】rìbóxīshān

【释义】薄 : 接受, 迫近。太阳快要落

山。比喻衰老的人即将逝去 , 或腐朽

的事物即将灭亡。

【出处】汉·班固《汉书·扬雄传·反

离骚》: “临汨罗而自陨兮, 恐日薄于

西山。”

【典故】西晋时武阳人李密是个苦命的

人 , 生下来才 6 个月便死了父亲, 4 岁

时母亲又改嫁了。他只能与祖母一

起 , 俩人相依为命。

李密长大之后 , 很有点才华。晋武

帝司马炎就想让他出来做官。李密

想到 , 如果自己出来做官祖母年纪很

大了没有人照顾。于是给司马炎写

信 , 说明自己不能出来做官。在他的

信中有这样几句话来形容自己祖母

的状况 : “日薄西山, 气息奄奄, 人命

危浅 , 朝不虑夕。”这几句话的意思是

祖母就像马上要落山的太阳 , 气息已

经很微弱了 , 也肯定活不长了说不定

过了早上就活不到晚上了。

司马炎看了这封信后被感动了,

答应了李密的要求 , 允许家中供养祖

母 , 待祖母死后再出来做官。李密信

中的这几句因为写得很精彩, 很形

象 , 人们在形容某件事物接近死亡时

常常引用。

【例句】～之时 , 我们回家了。

【近义】人命危浅

【反义】晨光熹微  旭日东升

日不暇给
【注音】rìbùxiájǐ

【释义】暇 : 空闲 ; 给 : 充足。形容事情

多 , 时间不够用。

【出处】汉·班固《汉书·高帝纪下》:

“虽日不暇给 , 规摹弘远矣。”

【例句】他调到局里以后, 工作忙碌,

～。

【反义】无所事事

日上三竿
【注音】rìs hànɡsān ɡān

【释义】太阳已升至三枝竹竿那么高,

是时间不早的意思。

【出处】唐·刘禹锡《竹枝词》: “日出三

竿春雾消 , 江头蜀客驻兰桡。”

【例句】喂 , ～了 , 你还不起床。

【近义】日高三丈

【反义】夕阳西下

日久玩生
【注音】rìjiǔwán shēnɡ

【释义】日子久了, 种种弊病便陆续发

生。

【例句】～, 同学们不守校规的事又多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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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如梭
【注音】rìyuèrús uō

【释义】日月的运行, 像织布机上的梭

一样。

【出处】宋·高登《东溪集·朱黄双

砚》: “日月如梭, 文籍如海, 探讨不

及 , 朱黄敢怠。”

【例句】～, 想不到我们分别已三年了。

【近义】光阴似箭

【反义】度日如年

日暮途远
【注音】rìmùtúyuǎn

【释义】天快要黑了 , 但路途尚有很远。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伍子胥列

传》: “吾日暮途远, 吾故倒行而逆施

之。”

【典故】春秋时 , 楚平王听信谗言 , 杀了

太子的师傅伍奢和他的大儿子伍尚。

伍奢的另一个儿子伍子胥因逃得快,

才幸免于难。伍子胥逃到吴国 , 帮助

吴王阖闾夺了王位 , 后来又帮助吴军

攻进了楚国 , 此时楚平王已死, 但伍

仍将楚平王从墓中挖出来 , 鞭尸三百

下 , 为其父兄报仇。伍子胥之友申包

胥写信批评伍子胥做得太过分了。

伍子胥对送信的人说 : “请转告申包

胥 , 我就像一个赶路的人‘日暮途

远’, 时间紧迫 , 因此做出一些违背常

理的事来。”

【例句】他家的生活很困难, 已到了 ～

的境地。

【近义】日暮途穷

【反义】柳暗花明

日进斗金
【注音】rìjìn dǒu jīn

【释义】一天能收进一斗黄金。形容发

大财。

【出处】《胡雪岩》: “这个职位, 一望而

知是日进斗金的好差使。”

【例句】他的生意做得红火 , 可以说 ～。

【近义】大发其财

【反义】阮囊羞涩

日久年深
【注音】rìjiǔnián shēn

【释义】指日子久 , 时间长。

【出处】明·无名氏《打韩通》: “我这

病 , 年深日久, 数个良医, 不曾医的

好。”

【例句】随着 ～, 我们的友谊更加牢固。

【近义】日久天长

【反义】一朝一夕

日行千里
【注音】rìxínɡqiān lǐ

【释义】一天能走一千里。形容速度惊

人。

【出处】《魏书·吐谷浑传》: “吐谷浑尝

得波斯草马 , 放入海 , 因生骢驹 , 能日

行千里 , 世传青海骢者是也。”

【例句】我们以 ～的速度迈向新世纪。

【近义】一日千里

日月经天
【注音】rìyuèjīnɡtiān

【释义】太阳月亮每天都经过天空。比

喻历久不衰 , 永恒不变, 也比喻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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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 有目共睹。

【出处】汉·田邑《报冯衍书》: “其事昭

昭 , 日月经天 , 河海带地 , 不足以比。”

【例句】～, 江河行地, 这是自然规律。

【近义】江河行地

【反义】变化多端

日积月累
【注音】rìjīyuèlěi

【释义】一天天、一月月地积累。形容

长时间不断地积累。

【出处】宋·朱熹《答周南仲书》: “随时

体究 , 随时计论, 但使一日之间整顿

得三五次 , 理会得三五事, 则日积月

累 , 自然纯熟 , 自然光明矣。”

【例句】虽然是小本生意 , 但 ～, 也有了

一份像样的家产。

【近义】铢积寸累

日理万机
【注音】rìlǐwàn jī

【释义】理 : 处理。机 : 事务。指掌握重

要权力的人每天要处理繁多的事务。

形容政务繁忙 , 日日辛苦。

【出处】《尚书·皋陶谟》: “兢兢业业,

一日二日万几。”

【例句】他老人家身当重任, ～, 这些小

事就不要打搅他了。

【近义】一日万几  一馈十起

【反义】饱食终日 , 无所用心

日暮途穷
【注音】rìmùtúqiónɡ

【释义】暮 : 日落时分。穷 : 尽头。天黑

了 , 路走到尽头了。比喻计穷力竭,

已届末日。

【出处】杜甫《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

韵》: “几年春草歇 , 今日暮途穷。”

【例句】反动政府一味倒行逆施, 已是

～, 很快就要垮台了。

【近义】穷途末路  走投无路

【反义】如日方升  前程似锦

日新月异
【注音】rìxīn yuèyì

【释义】天天更新, 月月不同。形容发

展进步极为迅速。

【出处】汉·戴圣《礼记·大学》: “苟日

新 , 日日新, 又日新。”

【例句】时代不断进步 , 什么事情都 ～。

【近义】一日千里

【反义】依然如故

【辨析】～和“一日千里”都可形容发展

速度。但 ～重于变化的快, 变化新;

“一日千里”偏重于前进得快。

ronɡ

戎马倥偬
【注音】rónɡmǎkǒnɡzǒnɡ

【释义】戎马: 战马, 借指军务、战事。

倥偬 : 急迫匆忙。在战争中奔走忙

碌 , 形容军务繁忙紧迫。

【出处】明·卢象癉《卢忠肃公书牍·

与豫抚某书》: “戎马倥偬之场, 屡荷

足下训诲指提。”

【例句】不想今日与老友相会于 ～之

中 , 真叫人大喜过望。

【近义】金戈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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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马生涯
【注音】rónɡmǎshēnɡyá

【释义】戎马: 军马。形容从军打仗的

生活。

【例句】这位将军的早年诗作, 反映了

他的 ～。

容光焕发
【注音】rónɡɡuānɡhuàn fā

【释义】容 : 面容。焕发 : 光彩四射的样

子。脸上放出光彩。形容身体健康,

精神振奋。

【例句】老兄 ～, 一定有什么得意的事

情了。

【近义】精神焕发

【反义】面无血色  垂头丧气

融会贯通
【注音】rónɡhuìɡuàn tōnɡ

【释义】融会: 融合, 领会。贯通: 广泛

地联系起来作透彻的理解。将各方

面的知识和道理融合起作连贯、深入

的理解。

【出处】宋·朱熹《朱子全书·学三》:

“举一而反三 , 闻一而知十 , 乃学者用

功之深 , 穷理之熟 , 然后能融会贯通,

以至于此。”

【例句】研究学问 , 能做到 ～, 实在是不

容易的事。

【近义】心领神悟

【反义】食而不化

荣华富贵
【注音】rónɡhuáfùɡuì

【释义】荣华 : 草木开花 , 引申为兴旺荣

耀。旧指有钱有势。

【出处】明·凌闬初《初刻拍案惊奇》:

“话说人生荣华富贵。”

【例句】他从不热衷于 ～, 而只追求为

人类造福。

荣归故里
【注音】rónɡɡuīɡùlǐ

【释义】表示光荣而体面地回到家乡。

【例句】他苦干了几十年, 终于功成名

就 , ～。

【近义】衣锦还乡

冗词赘句
【注音】rǒnɡcízhuìjù

【释义】冗、赘 : 多余的。指多余无用的

词句。

【例句】这篇文章主题、内容可以 , 若再

删掉其中的 ～, 就更好了。

【反义】言简意赅  要言不烦

rou

柔情蜜意
【注音】róu qínɡmìyì

【释义】温柔、亲密的情意。多指恋人

之间的感情。

【出处】《红楼梦》第一百一十一回 : “虽

说宝玉仍是柔情蜜意 , 究竟算不得什

么。”

【例句】他们俩早就爱上了 , 成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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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能克刚
【注音】róu nénɡkèɡānɡ

【释义】克 : 克制。柔韧的能够克制刚

强的。多指用温和手段服人的处世

之道。也作“柔能制刚”。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六十

回 : “某素知刘备宽以待人, 柔能克

刚 , 英雄莫敌。”

【例句】常言道 ～, 你没有必要硬来。

肉食者鄙
【注音】ròu shízhěbǐ

【释义】肉食者 : 吃肉的人 , 指高官厚禄

者。鄙 : 庸俗 , 浅陋。身居高位、安享

厚禄的人鄙陋无知 , 目光短浅。形容

高贵者最愚蠢。

【出处】《左传·庄公十年》: “( 曹) 刿

曰 : ‘肉食者鄙 , 未能远谋! ’”

【例句】他虽然官做得很大, 但饱食终

日 , 无所用心 , 变得越来越浅薄 , 正应

了古人所说的“～”那句话。

ru

如出一辙
【注音】rúchūyīzhé

【释义】辙 : 车辙 , 车轮压出的痕迹。好

像出于同一车辙。形容两种事情或

言行非常相像。

【出处】宋·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一:

“自古威名之将 , 立盖世之勋 , 而晚谬

不克终者, 多失于恃功矜能而轻敌

也。⋯⋯此四人之过 , 如出一辙。”

【例句】警察们感到, 这两年劫案作案

的方法 ～。

【近义】一模一样

【反义】截然不同

如痴如呆
【注音】rúchīrúdāi

【释义】好像痴呆了一样。形容专心到

了痴迷程度 , 有时也形容受到某种振

动或刺激后极端痛苦或高兴的神态。

【例句】他是一个足球迷 , 迷得 ～。

如此而已
【注音】rúcǐér yǐ

【释义】而已 : 罢了。就是这样罢了 , 再

没有别的。

【出处】《孟子·尽心上》: “无为其所不

为 , 无欲其所不欲 , 如此而已矣。”

【例句】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只是 ～。

如堕烟海
【注音】rúduòyān hǎi

【释义】堕 : 落。烟海 : 烟雾弥漫的大

海。好像掉进烟雾弥漫的大海里。

比喻迷失方向 , 没有头绪 , 不得要领。

【出处】毛泽东《矛盾论》: “万千的学问

家和实行家 , 不懂得这种方法, 结果

如堕烟海 , 找不到中心, 也就找不到

解决矛盾的方法。”

【例句】谈到国家大事, 她茫然不知,

～。

【近义】如坐云雾  茫无头绪

【反义】心中有数  了若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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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法炮制
【注音】rúfǎpào zhì

【释义】炮制 : 用烘、炒等方法把药材制

成药物。依照成法 , 炮制药物。比喻

照现成的方法办事。

【出处】宋·释晓莹《罗湖野录·四·

庐山慧日雅禅师》: “若克依此书, 明

药之体性 , 又须解如法炮制。”

【例句】你们依着这张配料单 , ～, 便可

以了。

【近义】依样画葫芦

【反义】别出心裁

【辨析】见“依样画葫芦”。“炮”不可

读作“pào”。

如虎添翼
【注音】rúhǔtiān yì

【释义】翼 : 翅膀。如同老虎添了翅膀。

比喻强者增添力量更为强大 , 恶者增

添力量更加凶恶。

【出处】三国·蜀·诸葛亮《心书·兵

机》: “将能执兵之权 , 操兵之势 , 而临

群下 , 譬如猛虎加之羽翼, 而翱翔四

海 , 随所遇而施之。”

【例句】他的到来, 使我们有了 ～的轻

松感。

【近义】锦上添花

【反义】孤立无援

如火如荼
【注音】rúhuǒrútú

【释义】荼 : 茅草的白花。像火那样红,

像荼那样白。原指军容整肃雄伟。

后用以形容气势蓬勃或声势浩大。

【出处】《国语·吴语》: “万人以为方

阵 , 皆白裳 , 白訴、素甲、白羽之銲, 望

之如荼⋯⋯左军亦如之, 皆赤裳, 赤

穕、丹甲、朱羽之銲 , 望之如火。”

【典故】春秋时 , 公元前 482 年夏 , 吴王

与众诸侯在黄池盟会。吴王夫差为

争做霸主大肆炫耀其武力。一夜之

间便把他的三万大军分为左、中、右

三军。中军为白服、白旗、白简明, 像

遍野白花; 左军为红装、红旗、红简

明 , 像遍野红花; 右军为黑装、黑旗、

黑箭 , 像满天乌云。第二天早上, 夫

差亲自点兵、擂鼓 , 三万士兵随鼓声

一起欢呼 , 欢声雷动。在场各路诸侯

为之震慑 , 不得不推夫差为霸主。

【例句】洪灾过后, 农民的生产自救搞

得 ～。

【近义】热火朝天

如臂使指
【注音】rúbìshǐzhǐ

【释义】好像手臂指挥手指一样。比喻

指挥、调动得心应手。

【出处】唐·独孤及《唐丞相故江陵尹

御史大夫吕湮谥议》: “且训其三军,

如臂使指。”

【例句】张厂长在厂里威信很高, 干起

工作来 , 如 ～。

【近义】得心应手

【反义】势成骑虎

如椽大笔
【注音】rúchuán dàbǐ

【释义】像椽子一般粗大的笔。比喻记

录大事的手笔 , 也比喻笔力雄健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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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出处】宋·邵雍《大字吟》: “诗成半醉

正陶然 , 更用如椽大笔抄。”

【例句】即便在这样黑暗的遭遇下, 他

还没有放下他那枝 ～, 坚决保住他那

颗新闻记者的良心。

【近义】笔补造化

如花似玉
【注音】rúhuāsìyù

【释义】像鲜花美玉。形容十分美好。

【出处】元·张寿卿《红梨花》第三折:

“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娘子, 和我那孩

儿四目相窥 , 各有春心之意。”

【例句】我的妹妹长得 ～。

【近义】花容月貌

【反义】面目狰狞

如履薄冰
【注音】rúlǚbóbīnɡ

【释义】好像踩着薄薄的冰。比喻在危

险的境地而提心吊胆。

【出处】《诗经·小雅》: “战战兢兢, 如

临深渊 , 如履薄冰。”

【例句】这任务关系着几千人的性命,

我们 ～, 哪容有丝毫的疏忽大意?

【近义】如临深渊

【反义】如履平地

如牛负重
【注音】rúniúfùzhònɡ

【释义】像牛负担着沉重的东西。比喻

负担很重。

【出处】《佛说四十二章经》: “夫为道

者 , 如牛负重 , 行深泥中。”

【例句】他为了养家还债, 终日奔波劳

碌 , ～。

【近义】千辛万苦

【反义】如释重负

如获至宝
【注音】rúhuòzhìbǎo

【释义】好像获得了最珍奇的宝物。形

容对所得到的东西非常珍视。

【出处】宋·李光《与胡邦衡书》: “忽蜀

僧行密至 , 袖出寂照庵三字, 如获至

宝。”

【例句】袁隆平 ～, 当即把这几株水稻

苗栽在试验田里 , 精心培育。

【近义】爱不释手

【反义】弃如敝屣

如饥似渴
【注音】rújīs ìkě

【释义】好像饿了要吃饭 , 渴了要喝水。

形容要求极为迫切。

【出处】明·冯梦龙《喻世明言》卷十

六 : “吾儿一去 , 音信不闻 , 令我悬望 ,

如饥似渴。”

【例句】找到了一本好书, 他便马上 ～

的读起来。

如胶似漆
【注音】rújiāo s ìqī

【释义】像胶和漆粘结在一起。形容关

系极其亲密 , 彼此难分难舍。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鲁仲连邹

阳列传》: “感于心, 合于行, 亲于胶

漆 , 昆弟不能离 , 岂惑于众口哉?”

【例句】他俩形影不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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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相亲相爱  男欢女爱

【反义】同床异梦  不即不离

如狼似虎
【注音】rúlánɡsìhǔ

【释义】好像狼和虎一样。本来比喻勇

猛。后来比喻凶暴残忍。

【出处】元·关汉卿《蝴蝶梦》二折 : “如

今监收媳妇 , 公人如狼似虎, 相公又

生�发怒。”

【例句】那一排打手个个 ～, 凶神恶煞。

【近义】凶神恶煞

如雷贯耳
【注音】rúléi ɡuàn ěr

【释义】贯 : 穿过。好像雷声传入耳际。

比喻人的名声很大。

【出处】元·郑廷玉《楚昭公》四折 : “久

闻元帅大名 , 如雷贯耳。”

【例句】久闻先生大名 , ～。

【反义】湮没无闻  无声无息

如临大敌
【注音】rúlín dàdí

【释义】临 : 面临 , 面对。如同面对强大

的敌人。形容把事情看得过分严重,

因而十分紧张。

【出处】后晋·张昭远、贾纬等《旧唐书

·郑畋传》: “尽出家财以散士卒。昼

夜如临大敌。”

【例句】每次考试 , 小明都有 ～的感觉。

【反义】若无其事  满不在乎

如梦初醒
【注音】rúmènɡchūxǐnɡ

【释义】好像从梦中刚刚醒来。比喻从

糊涂或错误中刚刚醒悟过来。

【出处】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庄子

休鼓盆成大道》: “今日被老子点破了

前身 , 如梦初醒。”

【例句】经他这么一说 , 她简直 ～。

【近义】茅塞顿开

【反义】黄粱一梦  执迷不悟

如鸟兽散
【注音】rúniǎo shòu s àn

【释义】像鸟被受惊飞奔四散。形容溃

败逃散的情形。

【出处】《别了, 司徒雷登》: “人民解放

军横渡长江 , 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

鸟兽散。”

【例句】这群歹徒在见到警察到来之

时 , ～地逃跑了。

【反义】乘胜追击  呼朋引类

如泣如诉
【注音】rúqìrús ù

【释义】好像在哭泣, 好像在诉说。形

容声音悲切凄婉。

【出处】宋·苏轼《前赤壁赋》: “客有吹

洞箫者 , 倚歌而和之, 其声呜呜然, 如

怨如慕 , 如泣如诉。”

【例句】风声 ～, 墓地里凄惨悲凉。

如日方升
【注音】rúrìfānɡshēnɡ

【释义】好像太阳刚刚升起。比喻事物

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出处】毛泽东《论持久战》: “中国是如

日方升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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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社会主义中国 ～, 前程似锦。

【近义】前程万里  蒸蒸日上  不可限

量

【反义】行将就木  日薄西山

如入无人之境
【注音】rúrùwúrén zhījìnɡ

【释义】好像进入了没有人的地方。多

形容军队所向披靡 , 敌人无力抵抗。

【出处】《旧五代史·杜重威传》: “每敌

骑数十驱汉人千万过城下 , 如入无人

之境。”

【例句】他是一员猛将, 冲入敌阵, ～,

面无惧色同敌人搏斗。

【近义】所向无敌

【反义】荆天棘地  寸步难行

如丧考妣
【注音】rúsànɡkǎo bǐ

【释义】考妣: 称死去的父母。像死了

父母一样。形容极其悲痛, 或心力专

注 , 无暇顾及其他事。

【出处】《尚书·舜典》: “二十有八载,

帝乃殂落 , 百姓如丧考妣。”

【例句】听了股票下跌的消息, 这个股

票商 ～, 眼泪刷刷地流下来。

【近义】痛不欲生

【反义】喜从天降

如释重负
【注音】rúshìzhònɡfù

【释义】释 : 放下。负 : 负担, 担子。好

像放下了沉重的担子。比喻在解除

某种负担之后顿觉轻松愉快。

【出处】《覧梁传·昭公二九年》: “昭公

出奔 , 民如释重负。”

【例句】他拿走我替他保管的钱时, 我

一时 ～。

【反义】如牛负重

如数家珍
【注音】rúshǔjiāzhēn

【释义】数 : 数说, 评述。好像数说家中

的珍宝。比喻对所讲的事情非常熟

悉。

【出处】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

词》: “某也贤 , 某也不肖 , 一一如数家

珍。”

【例句】这位向导说起马来西亚的名胜

古迹 , 便 ～一样 , 滔滔不绝。

如意算盘
【注音】rúyìsuàn pán

【释义】算盘 : 盘算 , 算计。符合自己心

意的算计。比喻完全从有利于自己

的方面去考虑或安排。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四十

四回 : “好便宜! 你倒会打如意算盘!

十三个半月工钱 , 只付三个月! ”

【例句】战争没有爆发, 他发战争财的

～落空了。

【近义】一厢情愿

如影随形
【注音】rúyǐnɡsuíxínɡ

【释义】好像影子总是跟随着形体一

样。比喻两件事物关系密切, 或两人

关系亲密。

【出处】《管子·任法》: “然故下之事上

也 , 如响之应声也 ; 臣之事主也 , 如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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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从形也。”

【例句】最近, 他俩打得火热, ～, 总是

搅在一起。

【近义】形影不离

如鱼得水
【注音】rúyúdés huǐ

【释义】好像鱼得到水一样。比喻得到

投合自己心意的人或环境。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蜀志·诸

葛亮传》: “孤之有孔明, 犹鱼之有水

也。”

【例句】牛金星、宋献策加入起义军后,

李自成 ～。

【近义】蛟龙得水  情投意合

【反义】狼狈不堪

如愿以偿
【注音】rúyuàn yǐchánɡ

【释义】偿 : 偿还 , 实现。指愿望得以实

现。

【出处】《初学记》卷十八引《录异传》:

“庐陵欧明从贾客道经彭泽湖⋯⋯忽

见湖中有大道, 有数吏乘车马来候

明 , 云是青洪君使要。明甚怖。吏

曰 : ‘无所怖 , 青洪君要君 , 必有重遗,

君皆勿取 , 独求如愿耳。’明既见青洪

君 , 乃求如愿 ; 使随明去。如愿者 , 青

洪君婢也 , 明将归 , 所愿辄得 , 数年大

富。”

【例句】久闻大名 , 想见见他本人 , 今天

～了。

【近义】称心如意  求仁得仁

【反义】事与愿违  大失所望

如醉如痴
【注音】rúzuìrúchī

【释义】形容神态失常 , 神思恍惚。

【出处】元·关汉卿《石榴花》: “牡丹亭

畔人寂寞 , 恼芳心似醉如痴。”

【例句】他 ～地沉浸在小说里。

【近义】神魂颠倒

【反义】恍然大悟

如坐春风
【注音】rúzuòchūn fēnɡ

【释义】如同坐在和煦的春风里, 比喻

受到良好的教育。

【出处】明·无名氏《鸣凤记》: “先生 ,

立言必宗圣门, 观水必于沧海。某等

一贯未穷乎渊源, 六经徒得诸糟粕。

倘蒙时雨之化 , 如坐春风之中。”

【例句】鲁迅先生深刻的思想时时散发

出犀利的光彩, 谈话时态度镇静、亲

切而又从容 , 使听的人心情舒畅, 真

个有 ～的感觉。

【近义】如沐春雨

【反义】如坐针毡

如坐针毡
【注音】rúzuòzhēn zhān

【释义】好像坐在插了针的毡子上。形

容焦急恐慌 , 坐立不安。

【出处】唐·房玄龄等《晋书·杜锡

传》: “性亮直忠烈 , 屡谏愍怀太子 , 言

辞恳切 , 太子患之。后置针着锡常所

坐处毡中 , 刺之流血。”

【例句】一听他要双规 , 顿时心慌意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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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坐卧不安  惶惶不可终日

茹毛饮血
【注音】rúmáo yǐn xuè

【释义】茹 : 吃。连毛带血地生吃。形

容生活原始、野蛮 , 文明程度极低。

【出处】汉·班固《白虎通义》卷一 : “古

之时未有三纲六纪⋯⋯茹毛饮血而

衣皮苇。”

【例句】在非洲, 有些原始部落到今天

还残存着少许 ～的风俗。

乳臭未干
【注音】rǔxiùwèi ɡān

【释义】乳臭: 奶腥气。身上的奶腥气

还没有散尽。讥笑人年幼无知。

【出处】汉·班固《汉书·高帝本纪

上》: “( 郦) 食其还 , 汉王问 : ‘汉大将

谁也?’对曰 : ‘柏直。’王曰: ‘是口尚

乳臭 , 不能当韩信。’”

【例句】那个 ～的小子, 竟胡乱批评人

家 , 真不知天高地厚。

【近义】黄口孺子  口沿乳臭

【反义】后生可畏

入不敷出
【注音】rùbùfūchū

【出处】敷 : 指足够。收入不够支出。

【例句】近年来公司 ～, 必须想办法增

加收入 , 这样财务收支才能平衡。

【近义】寅吃卯粮

【反义】绰绰有余

入木三分
【注音】rùmùsān fēn

【释义】形容书法笔力遒劲。比喻描

写、言论十分深刻。

【出处】《书断·王羲之》: “王羲之书

版 , 二人削之 , 笔入木三分。”

【典故】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 写字苍

劲有力 , 有气势。传说他一次在木版

上写字 , , 然后交雕刻匠照着去刻, 结

果这位雕匠发现他写的字笔迹已印

到木板里达三分厚了。

【例句】小丁批评老王, 说他可用三个

字来概括 : 刁、狠、滑 , 这真可说是 ～。

【近义】鞭辟入里

【反义】不着边际

入情入理
【注音】rùqínɡrùlǐ

【释义】入 : 合乎。合乎人之常情和客

观事理。

【出处】《纳谏与止谤》: “三个人物的情

态和心理 , 真实透彻, 入情入理 , 令人

信服。”

【例句】她 ～的要求是应该得到回报

的。

【反义】荒诞不经  荒诞无稽

入乡随俗
【注音】rùxiānɡsuís ú

【释义】俗 : 风俗。到一个地方就顺应

那里的风俗习惯。常用以形容随遇

而安。

【出处】宋·普济《五灯会元》卷三十

一 : “‘且道入乡随俗一句作么生道?’

良久曰 : ‘西天梵语 , 此土唐言。’”

【例句】到了村里 , 我们也 ～, 喝起了大

碗的家酿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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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随乡入乡

ruɑn

软硬兼施
【注音】ruǎn yìnɡjiān shī

【释义】兼施: 同时施展。软的硬的各

种手段都用上了。

【例句】敌人用尽各种 ～的手段, 也动

摇不了革命者的斗志。

【近义】恩威并施

软语温言
【注音】ruǎn yǔwēn yán

【释义】软 : 温和。指柔和, 委婉的言

语。

【例句】她说话总是那么的 ～, 使人感

到舒服。

【反义】尖嘴薄舌

ruo

若即若离
【注音】ruòjìruòlí

【释义】即 : 接近、靠近。好像要靠近,

又像要分开。形容对人保持一定距

离 , 态度模棱。

【出处】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十:

“朝士必多未满, 而与和相若即若

离。”

【例句】她的性格比较孤僻 , 与人 ～, 没

有一个知心朋友。

【近义】不即不离

【反义】亲密无间

若明若暗
【注音】ruòmínɡròu àn

【释义】好像明亮, 又好像昏暗。比喻

对情况或问题认识不清 , 心中把握不

大。

【出处】清·俞正燮《癸巳类稿·以畜

寡人义》: “此等若明若昧之论, 作记

者无由知之。”

【例句】我们在 ～的路灯下走着。

【近义】雾里看花

【反义】一清二楚

若无其事
【注音】ruòwúqíshì

【释义】好像没有那回事似的。形容遇

事镇静 , 不动声色。也形容一种满不

在乎、无动于衷的态度。

【出处】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四 : “那

施妈 , 若无其事的捧了一杯茶来。”

【例句】快考试了, 他还是若无其事的

样子 , 父母真为他担忧。

【近义】行若无事

【反义】若有所失

若隐若现
【注音】ruòyǐn ruòxiàn

【释义】好像隐蔽着, 又好像显现了。

形容隐隐约约的样子。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五:

“伸着头往外张望 , 见两盏红灯 , 若隐

若现。”

【例句】在大海的尽头, 似乎有几个小

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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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失
【注音】ruòyǒu suǒshī

【释义】好像丢掉了什么东西, 形容心

神不定的神情。

【出处】汉·刘安《淮南子·原道训》:

“而心忽然若有所丧, 怅然若有所亡

也。”

【例句】小王整天精神恍惚, 一副 ～的

样子。

【近义】茫然若失  心神不定

【反义】若无其事  泰然处之

弱不禁风
【注音】ruòbùjīn fēnɡ

【释义】弱: 虚弱, 娇弱。禁 : 经受 , 承

担。弱得经不起风吹。多形容体质

虚弱或娇弱。

【出处】唐·杜甫《江雨有怀郑典设》:

“乱波分披已打岸, 弱云狼藉不禁

风。”

【例句】她一副 ～的样子, 你还忍心让

她去背重物?

【近义】弱不胜衣

【反义】身强力壮

弱不胜衣
【注音】ruòbùshènɡyī

【释义】胜 : 承受。瘦弱得连衣服都承

受不了。

【出处】《荀子·非相》: “微小短瘠 , 行

若将不胜其衣然。”

【例句】大病一场后 , 小芳瘦得可怜, 一

副 ～的样子。

【近义】弱不禁风  软弱无力

【反义】身强力壮  虎背熊腰

弱肉强食
【注音】ruòròu qiánɡshí

【释义】弱者的肉是强者的食物。比喻

弱者遭受强者的欺凌、吞并。

【出处】唐·韩愈《送浮屠文畅师序》:

“弱之肉 , 强之食。”

【例句】你看那头狮子吃掉了那只小

鹿 , 野生动物界的法则就是 ～。

【近义】倚强凌弱  兼弱攻昧

【反义】以弱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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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ɑi

塞翁失马
【注音】s ài wēnɡshīmǎ

【释义】塞翁: 住在边塞的老头儿。后

比喻虽然暂时遭受挫折 , 却可能因此

而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也指坏事

可以转变为好事。

【出处】汉·刘安《淮南子·人间训》记

载 , 边塞上有个人丢了匹马, 他父亲

说 : “怎么知道这不是好事呢?”不久,

这马还带着另一匹马回来了。

【例句】他被女方无理地拒绝了, 我安

慰他说 : “～, 焉知非福, 天涯何处无

芳草?”

【近义】转祸为福

【反义】乐极生悲

sɑn

三百六十行
【注音】s ān bǎi liùshíhánɡ

【释义】行 : 行业。对各种行业的总称。

形容行业众多。

【出处】《理想的阶梯》: “革命需要三百

六十行 , 绝大多数人都在平凡岗位上

工作。”

【例句】俗话说得好, ～, 行行出状元,

只要我们热爱本职工作, 刻苦钻研,

一样可以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成绩。

三长两短
【注音】sān chánɡliǎnɡduǎn

【释义】泛指意外的灾祸或事故。也特

指人的死亡。

【出处】明·罗贯中《平妖传》五回 : “万

一此后再有三长两短 , 终不然靠着太

医活命。”

【例句】你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存放在我

这儿 , 日后若有个 ～的, 我可负责不

起。

【近义】山高水低

【反义】安然无恙

三从四德
【注音】sān cónɡs ìdé

【释义】从 : 顺从。三从 : 旧时指女子未

嫁从父 , 已嫁从夫 , 夫死从子。四德 :

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是封建礼

教束缚和压迫妇女的道德规范。

【出处】《西厢记》五本四折: “聚了个四

德三从宰相女 , 平生愿足。”

【例句】只有彻底摆脱 ～等封建礼教的

束缚 , 妇女才能获得解放。

【近义】礼义廉耻

【辨析】～和“三纲五常”都是封建伦理

道理。但是 ～侧重于对妇女的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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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 ; “三纲五常”侧重人与人之间的

道德规范。

三寸不烂之舌
【注音】s ān cùn bùlàn zhīshé

【释义】借指能言善辩的口才。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平原君

传》: “毛先生以三寸之舌, 强于百万

之师! ”

【例句】他凭着 ～, 到处搬弄是非 , 搞得

整个科室都不团结。

【近义】�长三尺  辩才无碍

【反义】拙口钝舌

三番五次
【注音】s ān fān wǔcì

【释义】指反复多次。

【出处】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三十八

回 : “三番五次, 缠的老和尚急了, 说

道 : ‘你是何处光棍, 敢来闹我们! ’”

【例句】孩子 ～地缠着我, 要我带他去

游乐园。

【近义】几次三番

【反义】偶一为之

【辨析】“番”不可写作“翻”。

三妻四妾
【注音】s ān qīs ìqiè

【释义】妻妾众多的意思。

【例句】在古代 , 男人有 ～是很平常的

事。

【近义】妻妾成群

【反义】光棍一条

三寸金莲
【注音】sān cùn jīn lián

【释义】脚小得像三寸的金莲花。

【例句】缠足是封建时代妇女最痛苦的

事 , 还要缠得像 ～那样, 更是苦不堪

言了。

三朋四友
【注音】sān pénɡsìyǒu

【释义】朋友众多。

【出处】《警世通言》卷二三: “原来临安

有这个风俗 , 但凡湖船 , 任从客便, 或

三朋四友 , 或带子携妻 , 不择男女, 各

自去占个座头 , 饮酒观山 , 随意 取

乐。”

【例句】他过生日那天 , ～挤了一屋子。

【反义】孤家寡人

三纲五常
【注音】sān ɡānɡwǔchánɡ

【释义】纲 : 标准。常: 规范。三纲: 三

种主要的道德标准, 即父为子纲、君

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 五种不变

的道德规范 , 即仁、义、礼、智、信。泛

指我国封建社会中提倡的主要道德

规范。

【出处】《论语·为政》: “殷因于夏礼,

所损益可知也。”何晏集解 : “马融曰 :

‘所因 , 谓三纲五常也。’”

【例句】我们应该对封建社会的 ～进行

猛烈抨击。

【近义】清规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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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姑六婆
【注音】s ān ɡūliùpó

【释义】泛指不同职业的妇女, 亦指从

事不正当职业的妇女。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 “我说那

三姑六婆是要不得的。”

【例句】此辈心凶笔弱 , 不能文战 , 便大

施诬陷与中伤 , 又无效, 于是诅咒 , 真

如 ～, 可鄙也可恶也。

【近义】三教九流

【反义】良家妇女

三跪九叩
【注音】s ān ɡuìjiǔkòu

【释义】最敬重的礼节。叩 : 磕头。

【出处】刘绍棠《小荷才露尖尖角》: “于

是 , 三支高香 , 一盅酒 , 二尺红布挂枝

头 , 俞文芊三跪九叩, 拜了大柳树做

干娘。”

【例句】弟子们面对师傅 ～。

【近义】顶礼膜拜

三顾茅庐
【注音】s ān ɡùmáo lú

【释义】顾 : 拜访。茅庐 : 茅屋。东汉末

年 , 刘备曾三次到诸葛亮隐居的茅屋

拜访 , 请他出来帮助自己争夺天下。

后以此为喻真心诚意地一再邀请。

【出处】三国·蜀·诸葛亮《出师表》:

“先帝不以臣卑鄙, 猥自枉屈 , 三顾臣

于草庐之中。”

【典故】东汉末年, 天下大乱, 群雄并

起 , 割据混战。

刘备是汉室宗亲 , 有志平乱, 安定

刘氏江山。

他起兵后 , 转战南北, 于汉献帝建

立十五年 ( 210 年) 被曹操迫击 , 往投

荆州牧刘表。刘表命他驻军新野, 把

守荆州北大门。

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 , 刘备在新野

求贤若渴。经当时名士司马徽和谋

士徐庶的介绍 , 刘备知道隐居隆中的

诸葛亮是天下奇才。于是 , 刘备带着

结拜兄弟关羽和张飞去请诸葛亮出

山帮助他平定天下。

刘备第一次来到诸葛亮居住的茅

庐时 , 恰巧这天诸葛亮出门了, 刘备

只好失望地回去。

不久, 刘备又带着关羽、张飞冒着

风雪去隆中, 不料诸葛亮又闲游去

了。张飞本来就不愿意跟刘备来, 见

诸葛亮不在 , 就催刘备回去, 刘备只

得留下一封信, 让书童转交诸葛亮,

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和对诸葛亮的崇

敬之情。

冬去春来 , 刘备又带着关羽、张飞

来到诸葛亮的茅庐。诸葛亮正在午

睡 , 刘备不让人惊动他。直到诸葛亮

自己醒来 , 刘备才上前和他相见, 请

他帮助自己出谋划策。

诸葛亮知道刘备有志平定天下 , 又

见他三到茅庐, 确有诚意, 便随刘备

出山了。

【例句】他一再来请你到学校主持教

务 , 真有 ～之诚意 , 你怎能不去助他

一臂之力?

【近义】安车软轮

【反义】待价而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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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皇五帝
【注音】s ān huánɡwǔdì

【释义】我国传说中最古老的一些帝

王 , 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一般以燧人

氏、伏羲氏、神农氏为三皇, 以黄帝、

颛顼、帝�、尧、舜为五帝。泛指远古

时代。

【例句】要熟悉我国历史 , 应该知道 ～。

三缄其口
【注音】s ān jiān qíkǒu

【释义】缄 : 封。在嘴上贴了三道封条。

形容说话十分谨慎。

【出处】汉·刘向《说苑·敬慎》: “孔子

之周 , 观于太庙 , 右陛之前有金人焉,

三缄其口 , 而铭其背曰 : ‘古之慎言人

也 , 戒之哉! 戒之哉! 无多言, 多言

多败。’”

【例句】对于这件事 , 他 ～, 处理得十分

妥当。

【近义】闭口藏舌

三教九流
【注音】s ān jiào jiǔliú

【释义】三教: 儒教、道教、佛教。九流:

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

等九种流派。泛指宗教、学术各种流

派 , 也指社会上各种行当或各类人。

【出处】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六》:

“( 梁武) 帝问三教九流及汉朝旧事,

了如目前。”

【例句】他有很多 ～的朋友, 所以社会

上的信息十分灵通。

三令五申
【注音】sān lìnɡwǔs hēn

【释义】令 : 命令。申 : 说明。反复地命

令告诫。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

列传》: “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 孙

子分为二队 , ⋯⋯乃设铁钺, 即三令

五申之。”

【典故】孙武是春秋时齐国人。是一位

著名的军事家 , 由于在齐国未得到重

用 , 所以他带着自己的著作《孙子兵

法》到吴国 , 献给吴王阖闾。

过了几天 , 吴王召见他, 让他带军

队试试看。又问“可不可以用妇女来

训练?”孙武说 : “当然可以。”于是 , 吴

王召集宫中的美女, 共一百八十名,

交给孙武指挥训练。孙武就把她们

分成两队 , 选吴王最爱的两个妃子当

队长 , 并告诉她们动作的口令。接着

孙武令人拿出大鼓, 随后击起鼓, 让

他们接口令行走。宫女们发现孙武

竟要她们像军队一样操练 , 不禁哈哈

大笑。孙武觉得不行 , 说“这是我没

解释清楚。”于是 , 将刚才的口令再三

重复 , 然后又重新操练。宫女们还是

嬉笑。这回孙武不客气了, 说 : “我已

再三告诫 , 仍不能按照军令行动, 这

是队长的过失。”说完命人把两名队

长绑起来 , 推出去杀了 , 这时, 吴王急

派人求情 , 但孙武说: “将在外, 君令

可以不接受。”于是, 把两个队长杀

了 , 另选两个宫女当队长。

这回宫女们都认真地随着孙武的

口令操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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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学校已 ～, 不要私自下河游泳。

【近义】发号施令

【反义】令行禁止

三年五载
【注音】s ān nián wǔzǎi

【释义】三⋯五⋯ : 表示不太大的约数。

载 : 年。三五年。

【出处】《养花》: “花草养活了, 而且三

年五载老活着 , 开花 , 多有意思呀! ”

【例句】只要大家同心协力, 要不了 ～,

就可以彻底改变我们厂的落后面貌。

三人行, 必有我师
【注音】s ān rén xínɡ, bìyǒu wǒs hī

【释义】三个人在一起行走, 其中一定

有可以做我老师的。指要善于向有

长处的人学习或随时以周围的人为

鉴。

【出处】《论语·述而》: “三人行, 必有

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

而改之。”

【例句】孔子说 : “～。”

【近义】学无常师  博采众长

【反义】好为人师  自命不凡

三人成虎
【注音】s ān rén chénɡhǔ

【释义】三个人谎传城市里有虎, 听者

会以为真的有虎了。比喻说的人多

了 , 就能使人把谣言当事实。

【出处】《战国策·秦策三》: “闻三人成

虎 , 十 夫揉椎。众 口所移 , 毋 翼而

飞。”

【例句】人多嘴杂 , 不要听信流言蜚语,

不然的话 , 真会 ～呢。

三山五岳
【注音】sān shān wǔyuè

【释义】泛指名山 , 也指各地。

【出处】清·曹寅《舟中望惠山举酒调

培山》: “三山五岳渺何许? 云烟汗漫

空簁簂。”

【例句】改革开放后, 我国的 ～都成了

旅游胜地。

【近义】名山大川

三十六计, 走为上计
【注音】sān shíliùjì, zǒu wéi s hànɡjì

【释义】指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

步 , 没有别的好办法 , 只能出走。

【出处】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

王敬则传》: “檀公三十六策, 走是上

计 , 汝父子唯应急走耳。”

【例句】现在情况危急 , 你最好是 ～。

【近义】三十六计 , 走为上策

【反义】坐以待毙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注音】sān tiān dǎyú, liǎnɡtiān s ài

wǎnɡ

【释义】比喻没有恒心 , 经常中断。

【出处】《红楼梦》第九回: “( 薛蟠 ) 因

此也假说来上学, 不过三日打鱼, 两

日晒网。”

【例句】～, 是练不好书法的。

【近义】一暴十寒

【反义】坚持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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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
【注音】s ān wèi yītǐ

【释义】比喻三个人、三件事或三个方

面联成一个整体。

【出处】张扬《第二次握手》: “我俩没儿

没女 , 洁琼常来 , 可以说是三位一体,

宛如一家。”

【例句】原始艺术是诗歌、音乐、舞蹈 ～

的艺术。

【近义】亲密无间

【反义】格格不入

三五成群
【注音】s ān wǔchénɡqún

【释义】三个一伙, 五个一群, 指几个

人 , 几个人在一起。

【出处】明·余断登《典故纪闻》: “三五

成群 , 高谈嬉笑。”

【例句】双休日 , 人们 ～地逛商场。

【近义】成群结队

【反义】风流云散

三足鼎立
【注音】s ān zúdǐnɡlì

【释义】像三条腿的鼎那样立着。比喻

三方分立的局面。

【出处】《后汉书·窦融传》: “欲三分

鼎 , 连衡合从 , 也宜以时定。”

【例句】古时的魏、蜀、吴形成 ～的局

面。

【近义】鼎足之势

三三两两
【注音】s ān sān liǎnɡliǎnɡ

【释义】三个两个地在一起。

【出处】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神弦

歌·娇女诗》: “行不独自去, 三三两

两俱。”

【例句】散会后 , 会员们 ～的走出会场。

【近义】寥寥无几  三五成群

【反义】成千上万

三生有幸
【注音】sān shēnɡyǒu xìnɡ

【释义】三生: 佛教语 , 指前生、今生、来

生。形容幸运到了极点。

【例句】能够见到这本书的作者, 真是

～。

【近义】三生之缘

【反义】飞来横祸

三思而行
【注音】sān sīér xínɡ

【释义】三思: 反复思考。本指犹豫不

决 , 难下决心。后指应当考虑成熟后

才付诸行动。

【出处】《论语·公冶长》: “季文子三思

而后行。子闻之曰 : ‘再, 斯可矣。’”

【例句】凡事要 ～, 不要莽撞行事。

【近义】谨言慎行

【反义】不知利害  轻举妄动

三头六臂
【注音】sān tóu liùbì

【释义】三个头, 六条胳膊。本指佛的

法相。后比喻神通广大, 本领出众。

【出处】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 “三

头六臂擎天地 , 愤怒那吒扑帝钟。”

【例句】任他有 ～, 我也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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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神通广大

【反义】百无一能

三心二意
【注音】s ān xīn èr yì

【释义】又想这样, 又想那样。形容心

志不专 , 摇摆不定。

【出处】汉·王充《论衡·涧时》: “非有

三心二意 , 前后相反也。”

【例句】做学问不能 ～。

【近义】见异思迁

【反义】专心致志

三言两语
【注音】s ān yán liǎnɡyǔ

【释义】很简短的几句话。

【出处】元·关汉卿《救风尘》第二折:

“我到那里三言两句 , 肯写休书 , 万事

俱休。”

【例句】他 ～就把问题解决了。

【近义】片言只字

【反义】千言万语

散兵游勇
【注音】s ǎn bīnɡyóu yǒnɡ

【释义】散 : 分散的。游 : 流动的, 不固

定的。勇 : 清代指地方临时招募的兵

卒 , 泛指兵士。原指失去统属的溃散

的士兵。现也比喻没有组织起来而

自由行动的个人。

【出处】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布

告》: “为着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

秩序的目的 , 一切散兵游勇, 均应向

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

到。”

【例句】要把这些 ～组织起来, 统一管

理 , 的确是件难办的事情。

【反义】百万雄师

sɑnɡ

丧家之狗
【注音】sànɡjiāzhīɡǒu

【释义】丧( 原读 sānɡ) : 指丧事。原指

有丧事的人家的狗。比喻不得志的

人。后指丧失了家、无家可归的狗。

比喻无处投奔、失去依靠的人。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第七十七

回 : “童贯败军 , 惶惶如丧家之狗, 急

急如漏网之鱼。”

【典故】孔子到了郑国, 与弟子们走散

了 , 独自在郭东门。郑国有人对子贡

( 孔子的弟子) 说 : “东门有人, 其前额

像尧 , 其颈项像皋陶 , 其肩背像子产 ,

然而自腰以下特别短小 , 累累若丧家

之狗。”( 指孔子体形) 子贡如实告诉

孔子。孔子欣然笑着说 : “人的体形 ,

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而比作如丧家

之猛然 , 然哉! 然哉! ”( 汉·司马迁

《史记·孔子世家》)

【例句】为日本效劳的汉奸如 ～, 日本

一投降 , 连主子也没了。

丧尽天良
【注音】sànɡjìn tiān liánɡ

【释义】丧 : 丧失。天良 : 良心。形容心

肠狠毒 , 毫无良心。

【出处】宋·周必大《益公题跋·一

W》: “颠倒是非者, 岂尽丧其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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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 ”

【例句】他这种 ～的人, 总有一天会遭

报应的。

【近义】丧心病狂

【反义】良心发现

丧权辱国
【注音】s ànɡquán rǔɡuó

【释义】丧 : 丧失。权 : 国家的主 权。

辱 : 使蒙受耻辱。丧失主权, 使国家

蒙受耻辱。

【例句】清政府对外签订了一系列 ～的

条约 , 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

【近义】屈节辱命

【反义】济世安民

丧心病狂
【注音】s ànɡxīn bìnɡkuánɡ

【释义】丧 : 失去。心 : 指理智。狂 : 疯

狂。丧失了理智 , 像发疯一样。形容

言行昏乱而悖谬 , 或残忍恶毒到了极

点。

【出处】宋·谢采伯《密斋笔记》一引

《国史·秦桧传》: “校书郎范如圭上

桧书 , 责以曲学倍师 , 忘仇辱国之罪,

且曰 : ‘公不丧心病狂, 奈何一旦为

此 , 若不早改图 , 必且遗臭万世! ’”

【典故】秦桧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

一个奸臣 , 是南宋后期投降派的代表

人物。他曾两任宰相, 前后长达 19

年。金兵入侵南宋时, 他主张议和,

并以“莫须有”的罪名 , 害了著名的抗

金英雄岳飞 , 为百姓世代唾骂。

有一次 , 金国使者来到了南宋京

城。他倚仗金国军事上的优势 , 盛气

凌人 , 出言不逊, 并提出了刻薄的议

和条件。校书郎范如圭更是义愤填

膺 , 他和十多个官员一起, 痛骂金国

使者 , 怒斥朝廷内的投降派, 并挥笔

写下了一份奏章 , 准备上书皇帝。可

是当奏章写好后需大家签名时 , 许多

人面有难色 , 害怕秦桧等人的淫威,

有的甚至悄悄地溜走了。

范如圭见众人胆小怕事 , 于是独自

一人写了一封信给秦桧 , 信中痛诛了

秦桧卖国罪行 , 并说 : “如果不是你多

年来丧心病狂地迫害忠良 , 国家怎能

到如此地步? 你必定遗臭万年! ”

【例句】那个人竟 ～的杀害了他的亲生

父母。

【近义】丧尽天良

【反义】大慈大悲

sɑo

搔首弄姿
【注音】sāo shǒu nònɡzī

【释义】搔 : 抓挠 ; 弄 : 卖弄。形容故作

姿态 , 卖弄风情。

【出处】南朝( 宋) 范晔《后汉书·李固

传》: “固独胡粉饰貌 , 搔头弄姿。”

【例句】你是堂堂男子汉 , 怎么竟也 ～、

忸怩作态? 也作“搔头弄姿”。

【近义】顾影弄姿

骚人墨客
【注音】sāo rén mòkè

【释义】骚人 : 原指《离骚》作者屈原及

其他《楚辞》的作者 , 后喻指诗人。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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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诗人作家等风雅文人。

【出处】《宣和画谱·宋迪》: “运思高

妙 , 如骚人墨客登高临赋。”

【例句】万里长江滚滚东流, 古往今来

数不清的 ～都曾在它身边大发感物

抒怀之情。

扫地以尽
【注音】s ǎo dìyǐjìn

【释义】比喻全部破坏或清除干净。

【出处】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 “地主的体面威风 , 扫地以尽。”

【例句】解放初, 卖淫吸毒等丑恶现象

被 ～。

【近义】威信扫地

se

色厉内荏
【注音】s èlìnèi rěn

【释义】荏 : 懦弱。表面严厉而内心懦

弱。形容外表凶恶而内心虚弱懦弱。

【出处】《论语·阳货》: “子曰: ‘色厉

而内荏 , 譬诸小人, 其犹穿窬之盗也

与?’”

【例句】帝国主义的爪牙不少是 ～的家

伙。

【近义】外强中干  羊质虎皮

【反义】绵里藏针

sen

森罗万象
【注音】sēn luówàn xiànɡ

【释义】森 : 繁多。罗 : 罗列。指呈现出

来的纷繁复杂的各种事物、现象。

【出处】鲁迅《马上日记》: “在宇宙的森

罗万象中, 我的胃痛当然不过是小

事。”

【例句】夜幕降临的海上 , ～, 神秘而诡

异。

【近义】包罗万象  丰富多彩  五花八

门

【反义】绝无仅有

森严壁垒
【注音】sēn yán bìlěi

【释义】森严: 整齐严肃; 壁垒: 古代军

营周围的防御建筑物。指防守严密 ,

严阵以待。

【出处】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词:

“早已 ～, 更加众志成城。”

【例句】对日寇的进犯 , 军民们早已 ～,

严阵以待。也作“壁垒森严”。

【近义】铜墙铁壁

僧多粥少
【注音】sēnɡduōzhōu shǎo

【释义】和尚多稀饭少。比喻人多而可

供分配的东西少 , 不够分配。

【例句】～的企业, 也不会让有本事的

人下岗。

【近义】供不应求  入不敷出  以一奉

百

【反义】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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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鸡骇猴
【注音】s hājīhài hóu

【释义】骇 : 使惊吓。比喻惩罚一个人

来警告另外一些人。

【出处】《制台见洋人》: “俗话说得好,

叫做杀鸡骇猴 , 拿鸡子宰了, 那猴儿

自然害怕。”

【例句】宋太祖颁布了“盗窃律”以后,

就采取 ～的办法 , 先惩办了商河县的

李瑶。

【近义】杀一儆百

【反义】赏一劝百

杀青有待
【注音】s hāqīnɡyǒu dài

【释义】著作即将完成。杀青: 凡著作

完成 , 称作杀青。

【例句】编辑委托我编写的百篇稿件,

～, 再需三天即可完成。

杀身成仁
【注音】s hāshēn chénɡrén

【释义】为正义而牺牲生命。

【出处】《论语·卫灵公》: “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 , 有杀身以成仁。”

【例句】革命志士 , 一旦落入敌人手中,

大都准备 ～。

【近义】舍生取义

【反义】贪生怕死

杀鸡取卵
【注音】shājīqǔluǎn

【释义】杀了鸡来取蛋。比喻为贪图眼

前利益 , 而损害长远利益。故事出自

《伊索寓言》。

【例句】发展经济千万别 ～。

【近义】急功近利

【反义】百年大计

杀鸡为黍
【注音】shājīwéi shǔ

【释义】黍 : 黄米。杀了鸡 , 做好黄米

饭。指热情款待。

【出处】《论语·微子》: “止子路宿, 杀

鸡为黍而食之 , 见其二子焉。”

【例句】有好朋友来访 , 应该 ～。

杀气腾腾
【注音】shāqìténɡténɡ

【释义】腾腾: 气势旺盛的样子。形容

气势凶狠。

【出处】元·无名氏《气英布》四折 : “杀

气腾腾蔽远空, 一气传语似金钟, 两

家赌胜分成败 , 只在来人启口中。”

【例句】他们 ～地闯进屋来 , 翻箱倒柜 ,

抢了值钱的东西 , 扬长而去。

【近义】气势汹汹  穷凶极恶

【反义】善气迎人  和颜悦色

【辨析】～和“气势汹汹”的区别在于:

～侧重于“形容气氛紧张”; 而“气势

汹汹”则侧重于“形容气焰嚣张”。

杀人不见血
【注音】shārén bùjiàn xu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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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形容害人的手段非常阴险毒

辣 , 不露一点儿痕迹。

【出处】鲁迅《这样的战士》: “他知道这

点头是敌人的武器 , 是杀人不见血。”

【例句】歹徒太凶残, 一刀捅入心脏不

抽出 , ～。

杀人不眨眼
【注音】s hārén bùzháyǎn

【释义】形容极其凶暴残忍 , 杀人成性。

【出处】《白毛女》: “老天杀人不眨眼,

黄家就是鬼门关! ”

【例句】战争时期, 日本鬼子是 ～的魔

鬼。

杀人如麻
【注音】s hārén rúmá

【释义】杀死的人像乱麻一样, 多得数

不清。形容杀人非常多。

【出处】汉·班固《汉书·天文志》: “后

秦遂以兵内兼六国, 外攘四夷, 死人

如乱麻。”

【例句】侵略军所到之处, ～, 血流成

河。

【近义】杀人不眨眼

【反义】慈悲为怀

杀人越货
【注音】s hārén yuèhuò

【释义】越货: 抢劫财物。形容盗匪杀

害人命、抢劫财物的行为。

【出处】《尚书·康诰》: “杀越人于货,

籨不畏死。”

【例句】这一带土匪多 , 经常 ～, 残害百

姓。

【近义】打家劫舍

杀一儆百
【注音】shāyījǐnɡbǎi

【释义】儆 : 警告。杀掉或处罚一个人

来警告许多人。

【出处】汉·班固《汉书·尹翁归传》:

“其有所取也 , 以一警百。”

【例句】为了惩戒那些逃兵 , 他决心 ～,

把其中一个领头的拉出去枪毙了。

沙里淘金
【注音】shālǐtáo jīn

【释义】从沙子里淘取黄金。比喻用力

大而收获小。也比喻极其难得。

【出处】元·杨景贤《马丹阳度脱刘行

首》三折 : “恰便似沙里淘金, 石中取

火 , 水中捞月。”

【例句】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搜集

地震的资料, 有如 ～, 需要付出艰辛

的劳动。

【近义】披沙拣金

【反义】探囊取物  唾手可得

煞费苦心
【注音】shàfèi kǔxīn

【释义】煞 : 很 , 极。费尽心思。

【出处】清·彭养鸥《黑籍冤魂》三回:

“这煎烟方法 , 我是煞费苦心 , 三番五

次的试验 , 方才研究得精密。”

【例句】他 ～, 几经周折 , 才把这件事处

理好。

【近义】处心积虑

【反义】心血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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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有介事
【注音】s hàyǒu jièshì

【释义】装模作样, 真像有这么一回事

似的。也作“煞有其事”。

【例句】这位老兄刚刚提任科长, 就 ～

地摆官架子训起人来了。

【近义】装腔作势

shɑn

山崩地裂
【注音】s hān bēnɡdìliè

【释义】崩 : 倒塌。山岳倒塌, 大地开

裂。形容剧烈的震动变化, 或巨大的

声势。

【出处】汉·班固《汉书·元帝纪》: “山

崩地裂 , 山泉涌出。”

【例句】飞机在空中爆炸的时候, 传来

～的巨响。

【近义】天崩地坼

山重水复
【注音】s hān chónɡshuǐfù

【释义】山峦重叠 , 河流环绕。

【出处】宋·陆游《游山西村》: “山重水

复疑无路 , 柳暗花明又一村。”

【例句】在 ～的西山界, 偶有零星村落

点缀其间。

山南海北
【注音】s hān nán hǎi běi

【释义】比喻很远的地方。

【出处】《红楼梦》五十七回 : “比如你姐

妹两个的婚姻, 此刻也不知在眼前,

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 ”

【例句】毕业后同学各奔东西 , ～, 见面

的机会就少了。

【近义】天各一方

【反义】近在咫尺

山高水远
【注音】shān ɡāo shuǐyuǎn

【释义】道路遥远, 含有往返阻隔甚多

的意思。

【出处】宋·范仲淹《桐庐郡严先生祠

堂记》: “云山苍苍 , 江水泱泱 , 先生之

风 , 山高水长。”

【例句】～, 这一别之后 , 我们不知何时

才能见面。

【近义】山长水远

【反义】一衣带水

山高月小
【注音】shān ɡāo yuèxiǎo

【释义】天气晴朗时秋夜所见的景色。

【出处】宋·苏轼《后赤壁赋》: “江流有

声 , 断岸千尺 , 山高月小, 水落石出。”

【例句】秋夜, 我们在大屿山上, 只见

～, 一时心旷神怡。

山盟海誓
【注音】shān ménɡhǎi shì

【释义】所发的誓约像山和海那样, 永

远不消失。

【出处】宋·赵长卿《贺新郎》词 : “终待

说山盟海誓 , 这恩情到此非容易。”

【例句】他俩曾经 ～, 现在双方都留学

归来 , 肯定快要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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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信誓旦旦

山高水低
【注音】s hān ɡāo shuǐdī

【释义】比喻意外的不幸事故。多指死

亡。

【出处】《金瓶梅》第三回 : “便是因老身

十病九痛 , 怕一时有些山高水低, 我

儿子又不在家。”

【例句】天下着大雨 , 出门一定要小心,

否则有个 ～的谁管你。

【近义】三长两短

山高水险
【注音】s hān ɡāo shuǐxiǎn

【释义】比喻前进路上的种种艰难险

阻。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 “上西天

拜佛走一遭 , 怕什么山高路险, 水阔

波狂。”

【例句】川藏公路 ～, 你要小心开车。

【近义】艰难险阻

山鸣谷应
【注音】s hān mínɡɡǔyìnɡ

【释义】形容回音响亮, 也比喻此鸣彼

应 , 互相配合。

【出处】宋·苏轼《后赤壁赋》: “划然长

啸 , 草木震动, 山鸣谷应, 风起水涌,

余亦悄然而悲 , 肃然而恐, 凛乎其不

可留也。”

【例句】在山谷中呐喊 , 你会听到 ～。

【近义】同声相应

山明水秀
【注音】shān mínɡshuǐxiù

【释义】山水景色明媚秀丽。

【出处】宋·黄庭坚《蓦山溪·赠衡阳

陈湘》: “眉黛敛秋波 , 尽湖南 , 山明水

秀。”

【例句】秋高气爽, ～, 秋色真是太美

了。

【近义】江山如画

【反义】穷山恶水

山穷水尽
【注音】shān qiónɡshuǐjìn

【释义】穷 : 尽。山和水已到了尽头 , 无

路可走。比喻陷入绝境。

【出处】北周·庾信《宇文常神道碑》:

“山穷水断 , 马束桥飞。”

【例句】他已到了 ～的地步, 幸好得到

了好心人的帮助 , 才有钱医治这一身

的病。

【近义】日暮途穷

【反义】柳暗花明

山肴野蔌
【注音】shān yáo yěsù

【释义】肴 : 荤菜 , 指用山野打来的鸟所

做的菜。蔌 , 菜蔬。指野味、野菜。

【出处】宋·欧阳修《醉翁亭记》: “山肴

野蔌 , 杂然而前陈者 , 太守宴也。”

【例句】乡民准备了 ～, 热情地款待客

人。

【近义】山珍海味  水陆毕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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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风满楼
【注音】s hān yǔyùlái fēnɡmǎn lóu

【释义】山雨快要来临时满楼大风呼

啸。多用以比喻重大事情发生前的

紧张气氛。

【出处】冯玉祥《我的生活》第三十一

章 : “山雨欲来风满楼 , 这都是第二次

奉直战争的前奏曲。”

【例句】边境线上 , 两国都在频繁调兵,

大有 ～之势。

【近义】黑云压城城欲摧  密云不雨

山珍海味
【注音】s hān zhēn hǎi wèi

【释义】山林中和海洋里的珍奇食品。

形容丰盛的菜肴。

【出处】清·曾朴《孽海花》十二回“坐

定后 , 山珍海味 , 珍果醇醪, 络绎不绝

的上来。”

【例句】宴会上 , ～, 应有尽有。

【近义】水陆毕阵

【反义】粗茶淡饭

删繁就简
【注音】s hān fán jiùjiǎn

【释义】删 : 去掉。就 : 趋向, 接近。除

去繁杂的字句 , 力求简明扼要。

【出处】明代王阳明《传习录上》: “如孔

子退修六籍 , 删繁就简 , 开示来学。”

【例句】文章写好后 , 要 ～, 多加修改。

【反义】连篇累牍  长篇大论

姗姗来迟
【注音】s hān shān lái chí

【释义】姗姗: 缓步而行的样子。形容

不慌不忙来得很晚。

【出处】汉·班固《汉书·外戚传》: “立

而望之 , 偏何姗姗其来迟。”

【例句】老李 ～, 害得大家在车站苦等

了近 1 个小时。

【近义】鹅行鸭步

【反义】捷足先登

【辨析】～和“慢条斯理”相比; ～侧重

于来晚了 ; 而“慢条斯理”可指人的行

为性格。

煽风点火
【注音】shān fēnɡdiǎn huǒ

【释义】煽 : 鼓动别人去做不该做在事

情。扇起风 , 使点燃的火烧旺起来。

比喻鼓动、唆使别人干坏事。

【例句】我们不能轻信他的话, 他是在

～, 目的是鼓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

闹事。

潸然泪下
【注音】shān rán lèi xià

【释义】潸然: 流泪的样子。形容感情

有所触动而不禁流泪。

【出处】《诗经·小雅·大东》: “潸然出

涕( 泪) 。”

【例句】她听到了伯父去世的消息, 不

禁 ～。

【近义】凄然泪下

【反义】笑逐颜开

闪烁其辞
【注音】shǎn shuòqící

【释义】闪烁 : 光亮不定的样子 , 比喻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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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吐吐。辞 : 言辞, 话语。说话吞吞

吐吐 , 遮遮掩掩。

【出处】清·吴研人《痛史》第二十五

回 : “何况这等事本来是缜密的 , 或者

定伯故意闪烁其辞 , 更未可定。”

【例句】他知道为人应当坦率, 可考虑

到后果 , 又不得不 ～。

【近义】含糊其辞  吞吞吐吐  支吾其

词

【反义】直言不讳  直抒己见  单刀直

入

善罢甘休
【注音】s hàn bàɡān xiū

【释义】善、甘: 指轻易。罢、休 : 停止。

轻易了结。

【出处】《兴唐传·闹花灯》十回 : “你敢

伤了我家的杨将军 , 我焉能跟你善罢

甘休⋯⋯。”

【例句】你把他得罪了 , 可要当心 , 他这

个人报复心重 , 决不会 ～的。

【近义】息事宁人

【反义】难解难分

善解人意
【注音】s hàn jiěrén yì

【释义】善 : 善于; 解 : 领会 , 了解。善于

领会理解别人的意愿、意图。

【例句】她是位 ～, 朴素大方的姑娘。

【反义】不知好乐

善男信女
【注音】s hàn nán xìn nǚ

【释义】佛教用语 , 指信仰佛教的男女。

【出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疑问品

第三》: “善男信女 , 各得开悟。”

【例句】当心啊! 这班人可不是 ～, 还

是别打他们的主意为好。

善始善终
【注音】shàn shǐshàn zhōnɡ

【释义】善 : 好的。指有好的开头 , 也有

好的结尾。指从开始到结束都很好。

【出处】《庄子·大宗师》: “善妖善老 ,

善始善终。”

【例句】我们做事必须 ～, 否则会一事

无成。

【近义】有始有终  有头有尾

【反义】虎头蛇尾  半途而废

擅离职守
【注音】shàn lízhíshǒu

【释义】擅 : 自作主张 ; 职守: 职掌, 工作

岗位。未奉命令就自作主张离开工

作岗位。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四十

回 : “公子奉父命镇守江夏, 其任至

重 ; 今擅离职守, 倘东吴兵至, 如之奈

何?”

【例句】没经领导批准 , 他就 ～。

shɑnɡ

伤风败俗
【注音】shānɡfēnɡbài sú

【释义】有伤风化和败坏社会风气。

【出处】汉·班固《汉书·货殖传》: “伤

化败俗 , 大乱之道也。”

【例句】在封建社会, 男女自由恋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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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 ～的事。

【近义】有伤风化

伤筋动骨
【注音】s hānɡjīn dònɡɡǔ

【释义】身受重伤。比喻蒙受重大损失

或触动了根本。

【出处】元·关汉卿《蝴蝶梦》二折 : “打

的来伤癬 ( 筋 ) 动骨, 更疼似悬头刺

股。”

【例句】这次股票暴跌 , 使他 ～, 一时难

以恢复元气。

【近义】体无完肤  创巨痛深

伤天害理
【注音】s hānɡtiān hài lǐ

【释义】指做事残忍狠毒 , 毫无人性 , 天

理难容。

【出处】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吕无

病》: “堂上公以我为天下之龌龊教

官 , 勒索伤天害理之钱, 以吮人痈痔

者耶?”

【例句】他竟对一个女佣人骗财骗色,

干这种 ～的事 , 简直比禽兽不如。

【近义】丧尽天良

【近义】天理良心

赏罚不明
【注音】s hǎnɡfábùmínɡ

【释义】奖赏和惩罚不清楚、不公开。

【出处】三国 ( 蜀) 诸葛亮《便宜十六策

·赏罚》: “夫将专恃生杀之威, 必生

可杀 , 必杀可生, 忿怒不详, 赏罚不

明 , 教令不常 , 以私为公 , 此国之五危

也。”

【例句】公司的领导 ～, 引起职工们的

强烈不满。

【反义】赏罚严明  赏信罚必

赏心乐事
【注音】shǎnɡxīn lèshì

【释义】赏心 : 心情舒畅。乐 : 高兴。指

欢畅的心绪和快乐的事情。

【出处】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

邺中集诗八首序》: “天下良辰、美景、

赏心、乐事, 四者难并。”

【例句】在紧张工作一周之后, 邀约二

三知己来家小酌 , 确实是 ～。

【近义】赏心悦目  心旷神怡

赏心悦目
【注音】shǎnɡxīn yuèmù

【释义】赏心 : 心情舒畅。悦目 : 看了舒

服。指使人看了之后心情舒畅愉快。

【出处】明·无名氏《人中画·风流配

·一》: “长短篇章 , 不为不多 , 然半属

套语 , 半属陈言, 求一言清新俊逸, 赏

心悦目者 , 迥然可得。”

【例句】我们的校园环境优美, 一进校

门就有一种 ～的感觉。

【近义】心旷神怡

上天入地
【注音】shànɡtiān rùdì

【释义】升上天空, 钻入地下。形容想

尽各种办法。

【出处】《儿女英雄传》第七回 : “今日就

上天入地 , 一定要寻着他才罢。”

【例句】事情已经弄成这样了, 你就是

～也别想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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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窜下跳
【注音】s hànɡcuàn xiàtiào

【释义】形容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到处

活动 , 多方串联。

【例句】他是个 ～的政治小丑, 到处煽

风点火 , 唯恐天下不乱。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注音】s hànɡ tiān wú lù, rùdìwú

mén

【释义】形容走投无路 , 十分窘迫。

【出处】《警世通言》第二十二卷 : “情知

为丈人所弃 ,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 不

觉痛切于心 , 放声大哭。”

【例句】在这一片原始森林中迷路, 真

是 ～。

上谄下骄
【注音】s hànɡchǎn xiàjiāo

【释义】对上级逢迎的人, 对下属就一

定骄横。

【例句】黄主任对我们这么苛刻, 可对

领导却拍马屁 , 十足是 ～之徒。

上无片瓦,
下无插针之地
【注音】shànɡwúpiàn wǎn, xiàwú

chāzhēn zhīdì

【释义】形容穷困之极 , 无处安身立足。

也作“上无片瓦 , 下无安身立锥之

地”。

【例句】解放前 , 许多穷人 ～, 终日挣扎

在死亡线上。

上下其手
【注音】shànɡxiàqíshǒu

【释义】指玩弄手法, 共同作弊。

【例句】国民党政府的官员 , ～, 腐败透

顶。

【近义】沆瀣一气  同流合污

【反义】洁身自好

上驷之材
【注音】shànɡsìzhīcái

【释义】极其优异的人才。驷: 古代一

部车子套四匹马。

【出处】《史记·孙子传》: 今以君之下

驷 , 与彼上驷 ; 取君上驷, 与彼中驷。”

【例句】他是 ～, 对公司必会有大贡献。

【反义】下乘之才

上行下效
【注音】shànɡxínɡxiàx iào

【释义】上级怎么做, 下级也就仿效怎

么做。

【出处】《旧唐书·贾曾传》: “上行下

效 , 谣欲将成 , 败国敌人, 实用兹起。”

【典故】晏婴是春秋时期齐国的贤相。

他辅佐齐王 , 把齐国治理得很好。他

敢于直言进谏 , 当面指出朝政得失和

齐王的缺点。

后来, 晏婴死了 , 齐王很怀念他。

自从晏婴死后 , 一直没有人当面指

责齐王的过失。齐王心里感到很苦

闷。

一天, 齐王宴请文武百官。席散之

后 , 齐王带着群臣到练兵场上去射箭

取乐。每当齐王射箭的时候, 即使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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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射中箭靶 , 群臣也都高声喝彩 :

“好啊! ”

“妙啊! ”

“真是箭法如神 , 天下无双啊! ”

群臣这样做 , 齐王觉得不对头。回

宫后 , 他越想越不痛快, 便把此事对

一个叫弦章的臣子说了。弦章直言

道 :

“这件事也不能全怪那些臣子。

凡事都是上行下效, 君王喜欢吃什

么 , 臣子也就喜欢吃什么; 君王喜欢

穿什么 , 臣子也就喜欢穿什么; 君王

喜欢人家奉承 , 臣子自然也就奉承君

王了。群臣这样奉承大王, 说明大王

仍有不足之处。”

齐王听了弦章的话, 觉得他说的

是很有道理, 就要重赏弦章。弦章

道 :

“那些奉承大王的人 , 正是为了要

多得一些赏赐。如果我接受了这些

赏赐 , 岂不也成了卑鄙的小人了吗?”

弦章说什么也不肯接受赏赐。

【例句】他的父母天天玩牌 , 结果 ～, 做

儿子的也沾染了这种恶习。

【近义】上好下甚

【反义】以身作则

shɑo

稍胜一筹
【注音】s hāo shènɡyīchóu

【释义】稍 : 稍微 ; 胜 : 超过 ; 筹 : 筹码 , 古

代计数的用具。比较起来稍微好一

些。也作“略胜一筹”。

【例句】打桥牌 , 我的水平也不高 , 与小

李相比 , 仅 ～而已。

【反义】稍逊一筹

稍纵即逝
【注音】shāo zònɡjís hì

【释义】纵 : 放松。逝 : 消失。稍微一放

松就消失了。形容时间或机会等很

容易过去。

【出处】宋·苏轼《文与可画籝籗谷偃

竹记》: “振笔直遂 , 比追其所见 , 如兔

起鹘落 , 少( 稍) 纵则逝矣。”

【例句】时光 ～, 我们必须倍加珍惜。

【近义】白驹过隙  电光石火

少不更事
【注音】shào bùɡēnɡs hì

【释义】更 : 经历。年纪轻 , 没经过多少

事情。形容缺少经验。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十二

回 : “然而这事 , 却是由你少不更事而

起。”

【例句】孩子 ～, 希望先生多加谅解。

【近义】羽毛未丰  不经事故  口尚乳

臭

【反义】老成持重  见多识广  老马识

途

【辨析】“少”不可读作“shǎo”; “更”不

可读作“ɡènɡ”。 ～和“羽毛未丰”相

比 : ～侧重于没有经历过什么事; 而

“羽毛未丰”侧重于力量未强大起来。

少见多怪
【注音】shǎo jiàn duōɡuài

【释义】见识少, 遇事往往以为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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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孤陋寡闻。

【出处】汉·牟融《牟子》: “谚云: ‘少

所见 , 多所怪 , 睹訵驼 , 谓马肿背。’”

【例句】你不要 ～, 父子间的钱财互不

相通 , 是欧美人的习惯。

【近义】大惊小怪

【反义】见怪不怪  司空见惯

少年老成
【注音】s hào nián lǎo chénɡ

【释义】老成 : 老练成熟。人虽年轻 , 却

很老练稳重。

【出处】汉·赵岐《三辅决录》晋·挚虞

注 : “韦主薄虽少 , 有老成之风。”

【例句】这孩子 ～, 难得之极。

【近义】后生可畏

【反义】乳臭未干

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
【注音】shào zhuànɡbùnǔ lì, lǎo dà

túshānɡbēi

【释义】少壮: 年轻力壮。老大: 年岁

大。徒 : 徒自, 白白地。年轻时不发

奋努力, 到了老年时悲伤也没有用

了。意在鼓励青年及时立志向上。

【出处】宋·郭茂倩《乐府诗集·长歌

行》: “百川东到海, 何日复西归? 少

壮不努力 , 老大徒伤悲。”

【例句】我们要抓住时机好好学习, 千

万别 ～。

【近义】悔之晚矣

【反义】只争朝夕

she

蛇蝎心肠
【注音】shéxiēxīn chánɡ

【释义】形容人的心肠恶毒凶狠。

【出处】元·无名氏《抱妆盒》二折 : “便

是蛇蝎心肠 , 不似恁般毒害。”

【例句】这个女人把自己的孩子打得遍

体鳞伤 , 好一副 ～!

【反义】菩萨心肠

舍本逐末
【注音】shěběn zhúmò

【释义】本 : 根本。末: 枝节。舍弃根

本 , 追求枝节。指做事不从根本上着

手 , 而在枝节上用功夫。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齐策》: “故

有问 , 舍本而向末者耶?”

【例句】如果我们不狠抓产品的质量,

而仅仅在包装上下工夫 , 那就未免 ～

了。

【近义】本末倒置  买椟还珠

舍己救人
【注音】shějǐjiùrén

【释义】舍己: 牺牲自己。不惜牺牲自

己的生命去救助别人。

【例句】影片颂扬了主人公 ～的崇高品

质。

【近义】舍己为人

【反义】袖手旁观  见死不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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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己为人
【注音】s hějǐwèi rén

【释义】舍 : 放弃。牺牲自己的利益去

帮助别人。形容一种高尚的品德和

行为。

【出处】《论语·先进》朱熹注 : “初无舍

己为人之意 , 而其胸次悠然。”

【例句】雷锋同志 ～的精神值得我们大

家学习。

【近义】舍己救人

【反义】袖手旁观

舍近求远
【注音】s hějìn qiúyuǎn

【释义】放弃眼前的, 谋求遥远的。形

容舍易求难 , 不注重实际。

【出处】明·许仲琳《封神演义》十八

回 : “这不是折得你苦思乱想 , 走投无

路 , 舍近求远 , 尚望官居一品?”

【例句】这里就有个土专家 , 何必 ～, 非

找洋博士不可?

舍生取义
【注音】s hěshēnɡqǔyì

【释义】舍弃生命, 求取正义。形容为

正义事业而牺牲生命。也作“舍生存

义”。

【出处】《孟子·告子上》: “生, 亦我所

欲也 ; 义 ,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 , 舍生而取义者也。”

【例句】夏明翰烈士是共产党人 ～的一

个典型。

【近义】杀身成仁

【反义】苟且偷生

舍生忘死
【注音】shěshēnɡwànɡsǐ

【释义】不把个人生死放在心上。形容

不考虑个人安危、生死。也作“舍死

忘生”。

【出处】元·关汉唧《哭存孝》二折 : “说

与俺能争好斗的番官, 舍生忘死家

将。”

【例句】革命先烈为了新中国的建立,

～贡献出宝贵的生命。

【近义】奋不顾身

【反义】贪生怕死

舍身求法
【注音】shěshēn qiúfǎ

【释义】原指佛教徒舍弃肉身去寻求佛

法 , 后来比喻为了追求真理不惜牺牲

个人的生命。

【例句】革命先烈们 ～, 奠定了新中国

建国的基础。

舍死忘生
【注音】shěsǐwànɡshēnɡ

【释义】不把个人生死放在心上。

【出处】《杨家府演义》第十六回 : “小将

非为私也 , 亦为朝廷祸患, 舍死忘生 ,

竭力接战 , 故有此难。”

【例句】将士们 ～, 与敌人决一死战。

【近义】奋不顾身  赴汤蹈火

【反义】贪生怕死

舍我其谁
【注音】shěwǒqíshuí

【释义】除去我还有谁呢? 形容自视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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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当仁不让。也形容狂妄自负。

【出处】《孟子·公孙丑下》: “如欲平治

天下 , 当今之世 , 舍我其谁也?”

【例句】不要以为自己学历高, 就摆出

一副 ～的架势来, 这会叫人反感。

【近义】目中无人

【反义】深藏若虚

设身处地
【注音】s hèshēn chǔdì

【释义】设 : 设想。设想自己处在别人

那样一种地位或情况下。指从别人

的角度或立场上为别人着想。

【出处】汉·戴圣《礼记·中庸》: “体群

臣也。”朱熹注 : “体谓设以身处其地

而察其心也。”

【例句】～的想一想, 他的确是出于无

奈才走这一步的啊。

shen

身败名裂
【注音】s hēn bài mínɡliè

【释义】身: 身份, 地位。败 : 败坏 , 毁

坏。裂 : 破裂 , 破损。指地位丧失, 名

声败坏。形容遭到彻底失败。

【出处】宋·辛弃疾《贺新郎·别藏嘉

十二弟》: “将军百战身名裂 , 向河梁,

回头万里 , 故人长绝。”

【例句】那件丑闻足以使他 ～, 一辈子

别想振作起来。

【近义】威信扫地

【反义】功成名就  实至名归

身不由己
【注音】shēn bùyóu jǐ

【释义】由 : 听从, 顺从。己 : 自己。指

身体不能由自己做主。形容行动不

能自己支配。

【出处】宋·无名氏《张协状元·张协

贫女团圆》: “张协本意无心娶你, 在

穷途身自不由己。况天寒举目又无

亲 , 乱与伊家相娶。”

【例句】他为土匪煮饭 , 也是 ～, 不干不

行。

【近义】不自自主

【反义】自由自在

身家性命
【注音】shēn jiāxìnɡmìnɡ

【释义】身 : 自身。指自身和全家人的

性命。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一百零八

回 : “倘举事一有不当 , 那些全躯保妻

子的 , 随而媒孽其短, 身家性命 , 都在

权奸掌握之中。”

【例句】他不是那种不顾 ～的狂徒。

【反义】何足挂齿

身怀六甲
【注音】shēnɡhuái liùjiǎ

【释义】指怀孕的女人。

【出处】《镜花缘》十回 : “偏偏媳妇身怀

六甲 , 好容易逃至海外, 生下红蕖孙

女 , 就在此处敷衍度日。”

【例句】她 ～, 已快到生产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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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临其境
【注音】s hēnɡlín qíjìnɡ

【释义】亲身到了那个境地。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吴书·吴

主传》: “而曹公已临其境。”

【例句】从前他只在电视上看到黄河,

现在他 ～, 更感到其气势磅礴。

【近义】如临其境

【反义】置身事外

身单力薄
【注音】s hēnɡdān lìbáo

【释义】人少力量不大。

【出处】柯云路《衰与荣》: “� , 年轻人,

你们怎么瞎挤? 夏平站在后面护他,

身单力薄 , 也护不住。”

【例句】这个人长得 ～, 不是当运动员

的料。

【近义】势单力薄

【反义】人多势众

身价百倍
【注音】s hēnɡjiàbǎi bèi

【释义】指名誉地位一下子大大提高。

身价 :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出处】明·娄绍书《无声诗史》: “碑碣

铭志之石 , 非公笔不重; 断楮残煤 , 声

价百倍。”

【例句】她仅仅唱了几支歌, 赢得了一

些掌声 , 但名字一见报 , 马上就 ～, 似

乎成了歌星了。

【近义】高人一等

【反义】名声扫地

身经百战
【注音】shēnɡjīnɡbǎi zhàn

【释义】形容人经验丰富。

【出处】南北朝·庾信《周大将军司马

裔神道碑》: “在朝四十一年, 身经一

百余战。”

【例句】他是个 ～的健将 , 极有才能。

【近义】出生入死

【反义】坐而论道

身心交病
【注音】shēnɡxīn jiāo bìnɡ

【释义】身体和精神都疲惫。交 : 同时。

病 : 疲惫 , 困乏。

【出处】《而已集》: “至于我呢, 前年已

经四十五岁了, 而且早已身心交病,

似乎无须这么宝贵生命 , 思患豫防。”

【例句】爸爸妈妈为了我们 , 都 ～。

【近义】心力交瘁

【反义】身强力壮

身教重于言教
【注音】shēn jiào zhònɡyúyán jiào

【释义】身 : 自身; 教 : 教育; 用讲、说的

方式教育、开导别人。形容以身作则

的教育比光用说来教育人更为重要 ,

效果更好。

【例句】～, 家长、老师首先要以身作

则 , 为孩子做出表率。

身强力壮
【注音】shēn qiánɡlìzhuànɡ

【释义】身体强壮 , 精力充沛。

【出处】《禅宗颂古联珠通集·西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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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寺慧忠国师( 唐肃宗时人) 》: “只知

身强力壮 , 不觉年老心孤。”

【例句】那机器沉得很, 就是十个 ～的

小伙子也别想挪动它。

【近义】孔武有力

【反义】身心交病  软弱无力

身体力行
【注音】s hēn tǐlìxínɡ

【释义】身体: 亲身体验。后来指亲身

实践 , 努力去做。力行 : 尽力实行。

【出处】汉·刘安《淮南子·�#论训》:

“故圣人以身体之。”

【例句】他曾提出“教育救国”的主张,

并 ～十余年。

【近义】事必躬亲

身外之物
【注音】s hēn wài zhīwù

【释义】自己身体以外的东西。用来指

钱财、名誉、地位等 , 表示对自身无足

轻重。

【出处】鲁迅《智识即罪恶》: “大约钱是

身外之物 , 带不到阴间的, 所以一死

便成为清白鬼了。”

【例句】他从不把钱财放在心上, 因为

在他看来 , 这些都是 ～。

身先士卒
【注音】s hēn xiān shìzú

【释义】身 : 本身, 亲身。士卒 : 士兵。

指作战时将帅带头冲锋。泛指先于

部下行动。

【出处】南朝·梁·沈约《宋文·檀道

济传》: “率励文武 , 身先士卒, 所向摧

破。”

【例句】在工作中 , 他总是 ～, 用行动去

影响群众。

【近义】一马当先  身体力行

【反义】临阵脱逃

莘莘学子
【注音】shēn shēn xuézǐ

【释义】莘莘 : 众多的样子 ; 学子 : 学生。

形容学生数量众多。

【例句】在应试教育体制下, ～不堪其

苦。

深不可测
【注音】shēn bùkěcè

【释义】水深得无法测量。比喻道理深

奥难懂。也形容人心机极深, 捉摸不

透。

【出处】汉·刘安《淮南子·主术训》:

“天道玄默 , 无容无测, 大不可极, 深

不可测。”

【例句】宇宙的奥秘, 常常 ～。

【近义】高深莫测

【反义】一目了然  壁立千仞

深藏若虚
【注音】shēn cánɡruòxū

【释义】本意谓收藏起珍宝, 不轻易给

人看 , 现比喻有才学的人, 谦虚而不

炫耀。

【出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良贾

( 商人) 深藏若虚, 君子盛德, 容貌若

愚。”

【例句】李工程师技能出众, 平时对人

～, 不骄不傲 , 所以受到大家的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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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大智若愚

【反义】锋芒毕露

深仇大恨
【注音】s hēn chóu dàhèn

【释义】极深极大的仇恨。

【出处】元·杨显之《酷寒亭》四折 : “从

今后深仇积恨都消解。”

【例句】两家几十年前的 ～, 不是一朝

一夕可以化解的。

【近义】九世之仇  血海深仇

【反义】恩重如山

深居简出
【注音】s hēn jūjiǎn chū

【释义】简 : 指次数少。原指动物隐藏

在深山 , 很少出来。后来指人常住家

中 , 很少出门。

【出处】唐·韩愈《昌黎先生集》: “夫兽

深居而简出 , 惧物之为己害也。”

【例句】为了完成这本书 , 他 ～, 三个月

后书稿就完成了。

【近义】足不出户

【反义】走南闯北

深谋远虑
【注音】s hēn móu yuǎn lǜ

【释义】谋划得很周密 , 考虑得很长远。

【出处】汉·贾谊《过秦论》: “深谋远

虑 , 行军用兵之道, 非及曩时 ( 曩时:

以前) 之士也。”

【例句】张书记办事向来 ～。

【近义】计深虑远

【反义】轻举妄动

深情厚谊
【注音】shēn qínɡhòu yì

【释义】浓厚深厚的感情和友谊。

【出处】明·名教中人《好逑传》十二

回 : “因见过公子深情厚意, 恳恳款

留 , 只得坐下。”

【例句】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怀着中国

人民对日本人民的 ～, 于近期访问了

日本。

【近义】一往情深

深更半夜
【注音】shēn ɡēnɡbàn yè

【释义】深更 : 古时一夜五更 , 深更指半

夜十二点。形容深夜。

【出处】元·李文蔚《燕青博鱼》第三

折 : “兄弟 , 深更半夜 , 你唤我做什

么?”

【例句】～的 , 你别放音乐了 , 以免影响

别人休息。

深入浅出
【注音】shēn rùqiǎn chū

【释义】用浅显语言或文字, 来解释深

奥的学术与理论。

【出处】清·俞樾《湖楼笔谈》六 : “盖诗

人用意之妙 , 在乎深入显出。入之不

深 , 则有浅易之病 ; 出之不显, 则有艰

涩之患。”

【例句】李工程师讲解这部机器的构造

和性能 , ～, 一般学徒都能理解接受。

【近义】言近旨远

【反义】高深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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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人心
【注音】s hēn rùrén xīn

【释义】形容思想、主张等为人们所理

解 , 接受。

【出处】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二十

四 : “且君新得诸侯 , 非有存亡兴灭之

德 , 深入人心, 恐诸侯之兵, 不为我

用。”

【例句】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种思想

现已 ～。

深文周纳
【注音】s hēn wén zhōu nà

【释义】指苛刻地或歪曲地引用法律条

文 , 把无罪的人定成有罪。也指不根

据事实 , 牵强附会给人硬加罪名。

【出处】《史记·酷吏列传》: “与赵禹共

定诸律令 , 务在深文。”

【例句】假使是这样, 那么对韩非的非

难 , 殊不免有类 ～。

【近义】深文罗织

深信不疑
【注音】s hēn xìn bùyí

【释义】非常相信 , 毫不怀疑。

【出处】清·蒲松龄《聊斋志异·梦

狼》: “慰藉翁者 , 咸以为道路讹传 , 惟

翁则深信不疑。”

【例句】对于他的话 , 我向来 ～。

【近义】毫不怀疑

【反义】疑神疑鬼

深思熟虑
【注音】s hēn sīshúlǜ

【释义】反复深入审慎地考虑。

【出处】宋·张孝祥《代偬得居士与叶

参政》: “今者相公既专宥密之寄, 深

思熟虑 , 目不暇给, 将以戡外侮而隆

内治。”

【例句】我经营这宗生意, 是经过 ～之

后 , 才决定的。

【近义】深思远虑

【反义】轻举妄动

深恶痛疾
【注音】shēn wùtònɡjí

【释义】深 : 很 , 非常。恶: 厌恶。痛 :

极 , 深切地。疾 : 憎恨。非常厌恶 , 极

为痛恨。

【出处】《藤野先生》: “于是再点上一枝

烟 , 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

恶痛绝的文字。”

【例句】由于巴金对剥削人、压迫人的

封建制度 ～, 才写出了《家》、《春》、

《秋》这样的作品。

【近义】咬牙切齿

【反义】感恩戴德

神采奕奕
【注音】shén cǎi yìyì

【释义】奕奕: 精神焕发的样子。形容

人精神旺盛 , 容光焕发。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三十七回 : “我在底下看着, 果

然神采奕奕。”

【例句】他满面春风、～地走进大礼堂。

【近义】容光焕发  神采焕发

【反义】无精打采  萎靡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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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出鬼没
【注音】s hén chūɡuǐmò

【释义】出 : 出现。没 : 消失。神鬼似的

来无踪、去无影。原指用兵灵活机

动。后也比喻行动迅速, 出没无常,

或变化无穷 , 难以捉摸。

【出处】汉·刘安《淮南子·兵略训》:

“善者之动也 , 神出而鬼行。”

【例句】武工队凭着青纱帐掩护 , ～, 打

得鬼子晕头转向。

【近义】神鬼莫测

神工鬼斧
【注音】s hén ɡōnɡɡuǐfǔ

【释义】原指木匠做出来的木器精美,

人们认为不是人为可以劈削出来的,

而好像是鬼神做的。形容工艺美术、

文艺创作、建筑等技艺高超, 几乎不

是人力所能达到的。

【出处】清·袁枚《随园诗话》卷六 : “二

树画梅 , 题七古一篇, 迭‘须’字韵八

十余首 , 神工鬼斧 , 愈出愈奇。”

【例句】望着万仞崖顶上那笔直的松

树 , 大家不由得赞叹大自然的 ～。也

作“鬼斧神工”。

【近义】巧夺天工

【反义】粗制滥造

神乎其神
【注音】s hén hūqíshén

【释义】神 : 神秘, 神奇。乎: 文言语助

词。其 : 那样。奇妙得像神灵变幻一

般。形容非常神奇。也指故弄玄虚,

故作神秘。

【出处】《庄子·天地》: “深之又深而能

物焉 , 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例句】所谓特异功能, 也不是每个人

都具有 , 再说那种功能也是有限的,

不要把它吹得 ～了。

【近义】异乎寻常

【反义】平淡无奇  不足为奇

神魂颠倒
【注音】shén hún diān dǎo

【释义】神魂: 神志, 精神。精神恍惚,

失去常态。多形容对某人或某事物

过分迷恋、难舍难弃。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陆五

汉硬留合色鞋》: “小娘们多有爱他

的 , 弄得神魂颠倒 , 连家里也不 思

想。”

【例句】旅居普救寺的张生, 自打瞥见

崔莺莺以后 , 就 ～了, 哪还有心思诵

读文章诗赋呢!

【近义】如醉如痴  神思恍惚

【反义】无动于衷  心如铁石

神机妙算
【注音】shén jīmiào suàn

【释义】神机: 非凡的机智。算: 算计,

计谋。非凡的机智 , 巧妙的计谋。形

容智谋超群出众。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王

焕传》: “又能以谲数鏝奸伏, 京师称

叹 , 以为涣有神算。”

【例句】指挥部 ～, 敌人果然进入我军

预先布置好的“口袋”送死了。

【近义】灵丹妙药  锦囊妙计  老谋深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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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气活现
【注音】s hén qìhuóxiàn

【注音】神气 : 骄傲得意的样子。活现:

逼真地显现。形容自以为了不起而

表现出得意傲慢的样子。

【例句】他一来, 就 ～地介绍取得“成

功”的经验 , 其实哪是那么回事呢。

【近义】神气十足  趾高气扬

【反义】垂头丧气

神色不惊
【注音】s hén sèbùjīnɡ

【释义】神色: 神情。在紧张或危险的

情况下 , 神气、面容都不变。形容非

常镇静 , 不惊慌。

【例句】论文答辩会上 , 他 ～, 面对一个

个高难的问题, 一一阐述自己的观

点。

【近义】神色自若

【反义】惊慌失措

神色自若
【注音】s hén sèzìruò

【释义】自若 : 如常 , 像原来的样子。神

情脸色自然, 跟平常没什么不同。形

容人遇事不惊 , 非常镇静。

【出处】南朝 ( 宋) 刘义庆《世说新语·

任诞》: ’初见谢失仪 , 而神色自若。”

【例句】面对这样严厉的指责 , 他 ～, 坚

信自己没有错。

【近义】神色不惊

【反义】大惊失色

神思恍惚
【注音】shén sīhuǎnɡhū

【释义】神思 : 精神 , 思绪。形容心神不

安 , 精神不集中。

【出处】《红楼梦》三十二回: “况近日每

觉神思恍惚 , 病已渐成。”

【例句】由于她悲伤过度 , ～, 我们原拟

对她的访问只好作罢。

【近义】神志不清

【反义】神清气爽

神通广大
【注音】shén tōnɡɡuǎnɡdà

【释义】神通 : 原是佛教用语 , 指无所不

能的法力 , 后泛指超凡的本领。形容

本领十分高强或解决问题的途径多。

【出处】《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入

王母地之处第十一》: “师曰 : ‘你神通

广大 , 去必无妨。’”

【例句】这人 ～, 别人难以办到的事 , 他

总有办法达到目的。

【近义】三头六臂

【反义】束手无策  百无一能

审时度势
【注音】shěn shíduós hì

【释义】度 : 度量, 估量。观察了解现状

的特点 , 估量形势的发展变化。

【出处】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乡

试遇水火灾》: “刘欲毕试以完大典,

俱审时度势 , 切中事理。”

【例句】钱宝 ～, 毅然作出了弃学经商

的决定。

【近义】度德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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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嚣尘上
【注音】s hèn xiāo chén shànɡ

【释义】甚 : 很。嚣: 喧闹。尘 : 尘土。

十分喧闹 , 尘土飞扬。本指军营中忙

乱准备的状况。后形容对传闻之事

议论纷纷 , 喧嚣一时。

【出处】《左传·成公十六年》: “将发命

也 , 甚嚣 , 且尘上矣! ”

【例句】 �读书无用”的论调曾一度 ～。

【近义】满城风雨  沸反盈天

shenɡ

生搬硬套
【注音】s hēnɡbān yìnɡtào

【释义】生 : 生硬。硬 : 勉强。不从实际

出发 , 机械地搬用别人的方法、经验

等。

【例句】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 , 不能 ～,

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

【近义】生吞活剥

生老病死
【注音】s hēnɡlǎo bìnɡs ǐ

【释义】原指佛教用语, 指出生、衰老、

生病、死变是人生活中生育、养老、医

疗、殡葬等现象。

【例句】～是自然界的规律, 想长生不

老 , 一生无病无灾是不可能的。

生财有道
【注音】s hēnɡcái yǒu dào

【释义】道 : 途径, 方法。开发财源、增

加财富很有办法。

【出处】汉·戴圣《礼记·大学》: “是故

生财有大道 , 生之者众 , 食之者寡, 为

之者疾 , 用之者舒 , 则财恒足矣。”

【例句】老李 ～, 经营公司才几年 , 积累

的资金已相当可观。

【近义】生财之道

【反义】坐吃山空

生离死别
【注音】shēnɡlís ǐbié

【释义】死别 : 永别。活着分离 , 死后永

诀。形容难以再见或永久的别离。

【出处】北周·庾信《拟连珠》: “盖闻死

别长城 , 生离函谷。”

【例句】在这 ～之际, 这对恋人相拥而

泣。

【反义】生死相依

生灵涂炭
【注音】shēnɡlínɡtútàn

【释义】生灵 : 指人民。涂炭 : 烂泥和炭

火。人民像陷入烂泥、掉进火坑一

样。形容人民处于极端困难和痛苦

的境地。

【出处】《尚书·仲虺之诰》: “有夏昏

德 , 民坠涂炭。”

【例句】在军阀混战的时代 , 房屋丘墟 ,

～, 老百姓苦不堪言。

【近义】水深火热  民不聊生

【反义】国泰民安  民和年丰

生龙活虎
【注音】shēnɡlónɡhuóhǔ

【释义】像活生生的蛟龙和猛虎。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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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泼矫健 , 生气勃勃。

【出处】宋·朱熹《朱子全书·卷九十

五·性理四·定性》: “不然, 只见得

他如生龙活虎相似 , 更把捉不得。”

【例句】练兵场上 , 战士们一个个 ～, 奋

勇争先。

【近义】朝气蓬勃

【反义】死气沉沉  老态龙钟

生死之交
【注音】s hēnɡsǐzhījiāo

【释义】交情极深 , 可与共生死。

【出处】南朝·梁·任窻《哭范仆射》

诗 : “结欢三十载 , 生死一交情。”

【例句】我和他共同经历了许多患难,

可说是 ～。

【近义】莫逆之交

【反义】一面之交

生杀予夺
【注音】s hēn shāyùduó

【释义】有决定人的生与死和给人财

物、剥夺人财物的权力。生 : 让人活。

杀 : 把人杀死。予 : 给。夺 : 夺走。

【出处】《荀子·王制》: “贵贱杀生与

夺 , 一也。”

【例句】在封建社会, 统治阶级对百姓

可以 ～, 百姓没有一点自主权。

生张熟魏
【注音】s hēnɡzhānɡshúwèi

【释义】在许多人中, 有相熟的 , 也有生

疏的。

【出处】宋·沈括《梦溪笔谈·艺文

三》: “蜀人魏野⋯⋯后忠愍( 寇准) 镇

北都 , 召野置门下。北都有妓女, 美

色而举止生硬, 土人谓之生张八。因

府会 , 忠愍令乞诗于野。野赠之诗

曰 : ‘君为北道生张八 , 我是西州熟魏

三。莫怪尊前无笑语 , 半生半熟未相

谙。’”

【例句】他不管 ～, 一见面就娓娓地谈

得十分投机。

生花妙笔
【注音】shēnɡhuāmiào bǐ

【释义】笔管上生出花朵, 文章写得极

妙。

【出处】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梦笔头生花》: “李太白少时, 梦所

用之笔头上生花, 后天才增溢, 名闻

天下。”

【例句】书中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 可

谓 ～。

【近义】妙笔生花

【反义】平铺直叙

生不逢辰
【注音】shēnɡbùfénɡchén

【释义】出生就没有碰上好时辰。形容

时运不济或感叹不被赏识。

【出处】《诗经·大雅·桑柔》: “我生不

逢辰 , 逢天瞕怒。”

【例句】你不要总是埋怨自己“～”, 要

创造条件 , 在工作上做出成绩。

【近义】时运不济

【反义】吉星高照

生机勃勃
【注音】shēn jībób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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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形容有旺盛的生命力。勃勃:

旺盛的样子。

【例句】春天来了 , 大地一片 ～。

【近义】生气勃勃

【反义】老气横秋

生气勃勃
【注音】s hēnɡqìbóbó

【释义】生气 : 生命活力。勃勃 : 旺盛的

样子。充满活力 , 富有朝气。

【出处】梁启超《中国国会制度私议》:

“全国各方面皆生气勃勃, 精力弥

满。”

【例句】这个战士两只大眼炯炯有神,

一张圆脸 ～。

【近义】朝气蓬勃  血气方刚

【反义】死气沉沉  奄奄一息

生吞活剥
【注音】s hēnɡtūn huóbō

【释义】指生硬地套用或抄袭别人言

论、文辞。也指不联系实际, 生搬硬

套别人的理论、经济、方法等。

【出处】唐·刘肃《大唐新语·谐谑》:

“有枣强尉张怀庆, 好偷名士文章 , 人

为之谚曰: ‘活剥王昌龄, 生吞郭正

一。’”

【例句】上作文课前, 他去图书馆翻了

翻书 , 便 ～套用进去 , 因此, 他的文章

模仿痕迹很重。

【近义】��吞枣

【反义】融会贯通

生死存亡
【注音】s hēnɡsǐcún wánɡ

【释义】或是生存, 或是死亡。比喻情

势已到非生即死的危急关头。

【出处】《左传·定公十五年》: “夫礼 ,

死生存亡之体也。”

【例句】 �七·七”事变后 , 日本帝国主

义发动侵华战争 , 中国民族处于 ～的

危急关头。

生荣死哀
【注音】shēnɡrónɡsǐāi

【释义】活着受人崇敬 , 死后使人哀痛。

多用来称誉令人敬重的死者。

【出处】《论语·子张》: “其生也荣, 其

死也哀。”

【例句】周总理 ～, 永垂不朽。

生死攸关
【注音】shēnɡsǐyōu ɡuān

【释义】生: 生存; 死 : 死亡 ; 攸 : 所; 关 :

关系。关系到人的生存或死亡。指

生死存亡的关键。

【例句】洪水冲塌了房屋, 村民都淹在

水中 , 在这 ～的时刻, 来了亲人解放

军 , 村民们才转危为安。

生意兴隆
【注音】shēnɡyìxīnɡlónɡ

【释义】生意 : 商业买卖。买卖兴旺 , 也

比喻业务蒸蒸日上。

【例句】只要你按我说的办 , 包你 ～、财

运亨通。

【反义】惨淡经营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注音】s hēnɡyúyōu huàn, sǐyúān l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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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忧患: 忧愁患难; 安乐: 安逸快

乐。忧愁患难的处境可以使人发愤

而得以生存 , 安逸快乐的生活可以使

人懈怠而导致灭亡。

【出处】《孟子·告子下》: “然后知生于

忧患而死于安乐死。”

【例句】古人言, ～, 在任何时候, 我们

都不应该丧失意志。

声势浩大
【注音】s hēnɡshìhào dà

【释义】声 : 声威 ; 势 : 气势 ; 浩大 : 盛大。

声威气势非常盛大。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第六十三

回 : “如今宋江领兵围城, 声势浩大,

不可抵敌。”

【例句】～的游击队伍, 迈着整齐的步

伐向主席台走过来。

【反义】无声无息

声东击西
【注音】s hēnɡdōnɡjīxī

【释义】声 : 声张。口里说要攻打东边,

实际上却攻打西边。形容一种制造

假象以迷惑对手的出奇制胜的战术。

【出处】元·脱脱等《宋史·高敏传》:

“兵家之事 , 声东击西。”

【例句】我们的战术一贯都采用 ～, 各

个击破的办法。

【近义】出奇制胜  兵不厌诈

声名狼藉
【注音】s hēnɡmínɡlánɡjí

【释义】狼藉 : 乱七八糟 , 不可收拾的样

子。形容名声坏到了极点。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

司马贞索隐 : “言其恶声狼藉 , 布于诸

国。”

【典故】公元前 210 年 , 秦始皇死后 , 宦

官赵高与丞相李斯合谋 , 逼死了太子

扶苏 , 私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自

命郎中令 , 掌握处理国家事务军政大

权。当时胡亥年龄尚小 , 即位不久,

再加上昏庸无能 , 所以他不过是一个

傀儡皇帝 , 一切则赵高专权。

赵高依仗胡亥对他的信任和宠爱,

专权横行, 为报私仇, 滥杀无辜。蒙

恬、蒙毅两兄弟是秦始皇生前最宠信

的重臣和智囊 , 但两个人都因得罪过

赵高 , 所以赵高专权后立刻想起旧

仇 , 挑拨胡亥杀死蒙毅、蒙恬两兄弟。

蒙毅在临刑前气愤地说: “从前我

听说有很多国君犯下杀害忠良的大

错 , 因此遭到天下人的指责, 骂他们

是昏君。他们臭名昭著 , 声名狼藉。

如今 , 我们蒙家, 自祖父至今为秦国

立功三世 , 英明的君主应该用正道治

理国家 , 不该杀死我们这无罪之人! ”

蒙家两兄弟忠心耿耿 , 最后仍冤死

九泉。

【例句】小王给人的印象一直不错, 前

不久却因偷盗入狱而 ～。

【辨析】～和“身败名裂”都含有“名誉

很坏”的意思。区别在于: ～仅表示

“名誉极坏”; “身败名裂”还有“身

败、地位丧失”的意思。

声泪俱下
【注音】shēnɡlèi jùx ià

【释义】声 : 说话的声音; 泪 : 眼泪; 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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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 一边。边诉说边哭泣。形容激愤

悲痛。

【出处】唐·房玄龄等《晋书·王彬传》

“⋯⋯音辞慷慨 , 声泪俱下。”

【例句】赵英谈着谈着 , 心里一阵酸楚,

几乎是 ～了。

声色俱厉
【注音】s hēnɡsèjùlì

【释义】声 : 说话的声音。色 : 脸色。说

话时声音和脸色都显得非常严厉。

【出处】《晋书·明帝纪》: “( 王敦) 大

会百官而问温峤曰: ‘皇太子以何德

称?’声色俱厉 , 必欲使有言。”

【例句】伙计一不留神, 把咖啡泼在了

西装少年的身上 , 少年即刻 ～地备责

了他。

【近义】疾言厉色

【反义】和颜悦色

声誉卓著
【注音】s hēnɡyùzhuōzhù

【释义】名气很大 , 远近的人都知道。

【例句】王律师 ～, 你完全可以信赖他。

【反义】名位不彰

声色狗马
【注音】s hēnɡsèɡǒu mǎ

【释义】形容剥削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

方式。

【出处】唐·白居易《悲哉行》: “平封还

酒债 , 堆金选蛾眉。声色狗马外, 其

余一无知。”亦作“声色犬马”。

【例句】因为他经常纵情于 ～, 再加之

沉疴又起 , 所以早死。

声鼓雷鸣
【注音】shēnɡɡǔléi mínɡ

【释义】战鼓声大作。

【例句】两军各自摆开阵势 , ～, 厮杀起

来。

【近义】战云浓密

声音笑貌
【注音】shēnɡyīn xiào mào

【释义】声音: 言谈; 笑貌: 表情。泛指

人的言谈举止表情。

【出处】《孟子·离娄上》: “恭俭岂可以

声音笑貌为哉! ”

【例句】周总理离开我们多年了, 然而

他的 ～, 时常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

声嘶力竭
【注音】shēnɡsīlìjié

【释义】嘶 : 哑。竭 : 尽。声音嘶哑, 力

气耗尽。形容拼命地呼叫。

【出处】郭沫若《今昔集·题话记》: “蝉

子叫得声嘶力竭了。”

【例句】那人 ～地要求别人狠斗私字,

而他自己就怀着最大的私心。

【近义】大声疾呼

绳之以法
【注音】shénɡzhīyǐfǎ

【释义】绳 : 准绳, 木工用的墨线, 校正

曲直的工具 , 引申为制裁; 法 : 法律,

法令 , 制度。指用法律来约束, 用刑

法来制裁。

【出处】唐·姚思廉《陈书·始兴王叔

陵传》: “高宗素爱叔陵 , 不绳之以法 ,

·766·shēnɡ- shénɡ声绳



S 

但责让而已。”

【例句】对这伙拦路抢劫的歹徒, 必须

～。

【近义】严惩不贷

【反义】逍遥法外

省吃俭用
【注音】s hěnɡchījiǎn yònɡ

【释义】省、俭 : 节约 , 不浪费。形容生

活俭朴节省。

【出处】明·凌闬初《二刻拍案惊奇》卷

二十二 : “虽不及得富盛三时 , 却是省

吃俭用 , 勤心苦胝 , 衣食尽不缺了。”

【例句】他将 ～攒起的钱, 捐给了希望

工程。

【近义】节衣缩食

【反义】挥金如土

胜败乃兵家常事
【注音】shènɡbài nǎi bīnɡ jiāchánɡ

shì

【释义】兵家: 军事家。胜利或失败是

军事家经常遇到的事。也指各种竞

赛常有胜负。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五十五

回 : “哥哥休忧, 胜败乃兵家常事, 何

必挂心?”

【例句】这次虽未能夺冠 , 但不必丧气,

～。

【近义】胜不骄 , 败不馁

胜不骄, 败不馁
【注音】s hènɡbùjiāo, bài bùněi

【释义】骄 : 骄傲; 馁 : 丧气。胜利了不

骄傲 , 失败了也不气馁。

【出处】战国·卫·南鞅《商君书·战

法》: “王者之兵, 胜而不骄, 败而不

怨。”

【例句】这支球队, 历经百战, ～, 打出

了风格和水平 , 受到了观众的赞扬。

胜任愉快
【注音】shènɡrèn yúkuài

【释义】胜任: 能力足以胜任。能够把

某项工作担当下来 , 并且令人满意地

完成任务。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

序》: “当是之时 , 吏治若救汤扬沸 , 非

武健严酷 , 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

【例句】只有脚踏实地 , 刻苦钻研 , 才能

对本职工作 ～。

【反义】力不胜任

盛极一时
【注音】shènɡjíyīshí

【释义】盛 : 兴盛 , 广泛流行。极: 达到

顶点。广泛流行或兴盛 , 在一个时期

内达到顶点。

【出处】明·归有光《沧浪亭记》: “极一

时之盛。”

【例句】乒乓球运动曾经 ～, 那是因为

“小小的桌球震动了地球”, 这项活动

才蔚为风气。

【近义】风行一时  风靡一时

盛名之下, 其实难副
【注音】shènɡmínɡzhīxià, qís hínán

fù

【释义】盛名: 很大的名声; 其: 他的;

实 : 实际 ; 副 : 符合, 相称。名声极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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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水平跟他的名声很难相称。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黄

琼传》: ‘尝闻语曰: “訶訶 ( yáo, 高)

者易缺 , �%�%( jiǎo, 白) 者易污。’阳春

之曲 , 和者必寡; 盛名之下, 其实难

副。”

【例句】外国的东西并不是都好, 就是

那些称之为好的东西中 , 也有些是 ～

的。

【反义】名副其实

盛气凌人
【注音】s hènɡqìlínɡrén

【释义】盛气: 强横的气势。凌: 威压,

也作“临”。强横的气势压人。形容

态度傲慢 , 气焰逼人。

【出处】《元诗记事·赵孟簐〈讥留梦炎

诗〉》引杨载《赵孟簐行状》: “( 叶李)

论事厉声色 , 盛气凌人, 若好己胜者,

刚直太过 , 故多怨焉。”

【例句】我们应该谦虚谨慎 , 戒骄戒躁,

绝不可以 ～, 自以为是。

【近义】目中无人

【反义】平易近人

盛情难却
【注音】s hènɡqínɡnán què

【释义】盛情 : 深厚的情意; 却 : 推辞。

深厚的情意难以推辞。也作“好意难

却”。

【例句】贵校派人专程来邀请我 , ～, 我

将准时出席研讨会。

【近义】却之不恭

shi

尸横遍野
【注音】shīhénɡbiàn yě

【释义】横 : 杂乱。尸体布满四野。形

容战乱或灾害死人很多的惨状。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二十一

回 : “杀得术军尸横遍野 , 血流成渠。”

【例句】当年一片断垣残壁、～的古战

场 , 如今已建设得高楼林立、焕然一

新了。

【近义】血流成河

失败是成功之母
【注音】shībài s hìchénɡɡōnɡzhīmǔ

【释义】失败是成功的先导。指从失败

中吸取教训 , 就能获得成功。

【出处】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

问题》五 : “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需的,

失败确是成功之母。”

【例句】吃一堑 , 长一智 , ～。

【近义】胜败乃兵家常事

失魂落魄
【注音】shīhún luòpò

【释义】形容惊慌不安 , 失去常态。

【出处】明·凌闬初《初刻拍案惊奇》卷

二十五 : “做子弟的, 失魂落魄, 不惜

余生。”

【例句】我们打了一阵机关枪, 那几个

敌人 ～, 连滚带爬地钻进了碉堡。

【近义】茫然若失  魂不附体

【反义】镇定自若  泰然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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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
【注音】s hīzhīdōnɡyú, shōu zhīsānɡ

yú

【释义】东隅 : 日出的地方, 借指早晨。

桑榆 : 落日的余晕照在桑榆树梢上,

借指黄昏。早上失去了 , 晚上又会回

来。比喻开始或在某一方面失利或

遭受失败 , 但最终或在另一方面却取

得胜利。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冯

异传》: “始虽垂翅回溪, 终能奋翼黾

池 , 可谓失之东隅 , 收之桑榆。”

【例句】古人云: “～”, 也就是这个道

理。

【近义】失败是成功之母

【辨析】“隅”不可读作“ǒu”, 不可写作

“偶”。

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
【注音】s hīzhīháo lí, chāzhīqiān lǐ

【释义】毫、厘 : 长度单位。开始时只相

差一点点 , 但结果会相差千里。形容

细微的失误 , 最终导致巨大的差错。

【出处】汉·戴德《大戴礼记·保傅》:

“正其本 , 万物理, 失之毫厘, 差之千

里 ; 故君子慎始也。”

【例句】没想到这么一点点差错会导致

完全不同的结果 , 真是 ～。也作“失

之毫厘 , 谬以千里”。

失之交臂
【注音】s hīzhījiāo bì

【释义】交臂: 胳膊碰胳膊, 指擦肩而

过。指当面错过机会。

【出处】《庄子·田子方》: “吾终身与女

( 汝) 交一臂而失之。”

【例句】如果你们不参赛, 这个千载难

逢的机会便 ～。

【近义】坐失良机

【反义】机不可失

师出有名
【注音】shīchūyǒu mínɡ

【释义】师 : 军队。名: 名义, 理由。出

兵有正当的理由。泛指行事有正当

的理由。

【出处】汉·戴圣《礼记·檀弓下》: “师

必有名 , 人之称斯师也者 , 则谓 之

何?”

【例句】小明问爸爸 : “～”这个词是什

么意思?

【近义】名正言顺  师直为壮

【反义】师出无名

师心自用
【注音】shīxīn zìyònɡ

【释义】师心: 以自己的心为师。原指

心领神会 , 后指只相信自己。固执己

见 , 自以为是。

【出处】《问说》: “人不足服矣, 事无可

疑矣 , 此唯师心自用耳。”

【例句】求学问切不可 ～, 应该多多求

教师长 , 联系实际 , 才能不断进步。

【近义】刚愎自用  独断专行

【反义】谦虚谨慎

诗情画意
【注音】shīqínɡhuàyì

【释义】诗歌绘画所蕴含的情感、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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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指风景优美 , 如同诗画中的境界一

样。

【出处】清·毛祥麟《墨余录·还山

图》: “( 雨苍氏日 ) 诗情画意, 尚可言

传 , 惟此一片深情 , 当于言外领味。”

【例句】小河边歪脖子樱桃树下, 拴着

一只小船 , 周围静悄悄的 , 清风徐来,

小河泛起阵阵涟漪, 这一切 , 无不充

满了 ～。

【近义】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反义】枯燥无味

诗中有画
【注音】s hīzhōnɡyǒu huà

【释义】诗歌意境优美, 使读者宛如置

身于图画之中。形容诗歌有意境 , 所

描写的景物形象逼真。

【出处】宋·苏轼《东坡题跋·书摩诘

〈蓝田烟雨图〉》: “味摩诘 ( 王维) 之

诗 , 诗中有画。”

【例句】唐诗宋词中那些情景交融的佳

句 , 莫不令人感到 ～, 韵味无穷。

十指如椎
【注音】s hízhǐrúzhuī

【释义】十只手指像锤一样粗。椎: 即

“锤”。

【例句】他 ～, 做细巧的工作是很不相

宜的。

【反义】玉手纤纤

十室九空
【注音】s híshìjiǔkōnɡ

【释义】十户人家 , 九家空虚。

【出处】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卷十

四·用刑》: “天下欲反, 十室九空。”

【例句】由于连年旱灾 , 人民逃荒去了 ,

乡镇 ～, 满目荒凉。

十字街头
【注音】shízìjiētóu

【释义】指纵横交叉 , 繁华热闹的街道。

也指人世间 , 现实社会。

【出处】元·无名氏《村乐堂》: “则这金

钗儿是二人口内的招伏状 , 更压着那

十字街头犯由榜 , 这公事不虚诳。”

【例句】站在 ～, 你会看到各个阶层的

人。

【近义】十字路口

【反义】穷乡僻壤

十恶不赦
【注音】shíèbùs hè

【释义】十恶 : 封建社会有十种不可赦

免的重大罪行: 谋反、谋大逆、谋叛、

谋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

义、内乱等。赦 : 赦免。指罪大恶极,

不可饶恕。

【出处】唐·魏征等《隋书·刑法志》:

“又列重罪十条: 一曰反逆, 二曰大

逆 , 三曰叛 , 四曰降, 五曰恶逆, 六曰

不道 , 七曰不敬, 八曰不孝, 九曰不

义 , 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 不在人

议论赎之限。”

【例句】这批 ～的杀人犯, 今天在北门

外枪决了。

【近义】恶贯满盈  罪大恶极

【辨析】～和“罪大恶极”都形容罪恶极

大。区别在于 : ～着重于“不赦”; “罪

大恶极”着重于“大、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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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洋场
【注音】s hílǐyánɡchǎnɡ

【释义】十里 : 形容面积宽。洋场 : 指帝

国主义原在我国城市设立的租界。

指解放前洋人较多的城市 , 特指旧上

海。

【出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十

一回 : “这里倒很有点乡村风味 , 为十

里洋场所无的。”

【例句】解放前的 ～是畸形的殖民地化

的资本主义社会。

十目所视, 十手所指
【注音】shímùs uǒs hì, shíshǒu s uǒ

zhǐ

【释义】指人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大家的

监督 , 若做了坏事 , 绝对隐瞒不住。

【出处】汉·戴圣《礼记·大学》: “十目

所视 , 十手所指 , 其严( 言) 乎。”

【例句】～, 谁敢贪赃枉法。

【近义】众目昭彰  众目睽睽

十拿九稳
【注音】s hínájiǔwěn

【释义】形容办事很有把握。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二十

四回 : “自来办大工的人都守着这一

个诀窍 , 所以这回贾大少爷的保举竟

其十拿九稳。”

【例句】他办事历来 ～, 不会有差错的。

【近义】稳操胜券  胸有成竹

十年寒窗
【注音】s hínián hán chuānɡ

【释义】寒 : 寒冷 , 比喻艰苦 ; 寒窗: 指在

寒冷下读书。形容长期闭门苦读。

【出处】元·石子章《竹鸣听琴》第三

折 : “十载( 年) 寒窗积雪余 , 读得人间

万卷书。”

【例句】在封建科举制度下, 许多人都

幻想以 ～之苦 , 换取功名利禄。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注音】shínián shùmù, bǎi nián shù

rén

【释义】树 : 种植, 培育。木 : 树。培植

树木需要十年, 培育人才需要百年。

形容培养人才是长远之计 , 也指培养

人才很不容易。

【出处】《管子·权修》: “一年之计, 莫

如树谷 ; 十年之计 , 莫如树木; 终身之

计 , 莫如树人。”

【例句】～, 办好教育是我们的当务之

急 , 也是我们的百年大计。

十全十美
【注音】shíquán shíměi

【释义】形容非常完善 , 没有缺陷。

【出处】《周礼·天官冢宰下·医师》:

“岁终 , 则稽其医事, 以制其事, 十全

为上 , 十失一次之。”

【例句】敝公司产品都是 ～的, 你放心

用好了。

【近义】尽善尽美

【反义】一无可取

十万火急
【注音】shíwàn huǒjí

【释义】形容非常紧急, 刻不容缓。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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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递送紧文书时常用的此语 , 后用

于军令、电报、公文等。

【出处】老舍《赵子曰》三 : “赵子曰的脑

府连发十万火急的电报警告全国。”

【例句】全城人的生命都系在这一封信

上 , 你要赶快送去 , ～, 一刻也不能耽

误。

【近义】刻不容缓  燃眉之急

【反义】从容不迫

石沉大海
【注音】s híchén dàhǎi

【释义】石头落入大海。比喻不见踪影

或杳无消息。

【出处】后晋·张昭远、贾纬等《旧唐书

·李纲传》: “臣以凡劣 , 才乖元凯 , 所

言如石投水 , 安敢久为尚书。”

【例句】写了几封信去催 , 都 ～, 至今不

见回音。

【近义】泥牛入海

【反义】空谷传声

【辨析】～和“杳无音信”都有“得不到

一点信息”的意思。但 ～是比喻, 富

有形象性 ; “杳无音信”是直陈性的。

石破天惊
【注音】s hípòtiān jīnɡ

【释义】山崩石裂, 惊天动地。原形容

箜篌的乐音凌厉激越 , 以致使女娲补

天之石被震破裂 , 惊动了上天。后用

以形容不同凡响。也形容令人吃惊。

【出处】唐·李贺《李凭箜篌引》: “女娲

炼石补天处 , 石破天惊逗秋雨。”

【例句】杜甫的诗中确有不少 ～的警

语 , 发人深思 , 也令人叹服。

时不我待
【注音】shíbùwǒdài

【释义】待 : 等待; 不我待 : “不待我”的

倒装。时间不会等待我们。指要抓

紧时间。

【例句】～, 你今日拖明日, 明日拖后

日 , 哪有一点“只争朝夕”的精神?

【近义】时不再来

时不我与
【注音】shíbùwǒyǔ

【释义】我与 : 给予我。指时间已过去 ,

再也不属于我了。即时光已逝去, 无

法挽回。

【出处】《论语·阳货》: “日月逝矣, 岁

不我与。”

【例句】～, 我们应该珍惜青春年华 , 刻

苦学习。

【近义】时不再来  时不我待

【反义】来日方长

时不再来
【注音】shíbùzài lái

【释义】时机错过就不再来了。指应抓

紧时机。

【出处】《国语·越语下》: “得时无怠 ,

时不再来 , 天予不取 , 反之为灾。”

【例句】机不可失 , ～, 千万要抓住这大

好的时机努力工作 , 多做贡献。

【近义】时不我与  时不我待

时乖运蹇
【注音】shíɡuāi yùn jiǎn

【释义】时 : 时运; 乖 : 背离 ; 运: 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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蹇 : 不顺利。指时运不好, 处境困难

不顺利。

【出处】元·白朴《墙头马上》二折 : “早

是抱闲怨 , 时乖运蹇。”

【例句】你不要总抱怨 ～, 你自己不努

力才是根本问题。也作“时乖命蹇”、

“命蹇时乖”。

【近义】时运不济

【反义】时运亨通

时过境迁
【注音】s híɡuòjìnɡqiān

【释义】境 : 环境; 迁 : 改变。指随着时

间的推移 , 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

【例句】～, 她早已忘记了当年的恩恩

怨怨。也作“时移势迁”。

【近义】事过境迁

【反义】亘古未变

时来运转
【注音】s hílái yùn zhuǎn

【释义】时机来了, 运气也有了好转。

指由逆境转为顺境。

【出处】南朝 ( 宋 ) 颜延之《大筮箴》:

“时至运来 , 当在三五。”

【例句】要想过好日子就得辛勤劳动,

不要去指望什么 ～。也作“时来运

旋”、“时来运来”。

【反义】时乖运蹇

时移世易
【注音】s híyís hìyì

【释义】移 : 推移。时代变迁 , 世事也不

一样了。

【出处】晋·葛洪《抱朴子·钧世》: “古

者事事醇素 , 今则莫不雕饰, 时移世

易 , 理自然也。”

【例句】～, 他对故乡欣欣向荣的景象

感慨不已。

【近义】时过境迁

【反义】依然如故

识时务者为俊杰
【注音】shís híwùzhěwéi jùn jié

【注音】识 : 认识。时务 : 当时的形势和

社会发展趋势。俊杰 : 聪明能干的人

物。指能认清当时的形势而顺应时

代发展的人 , 才算得上杰出人物。

【出处】晋代习凿齿《襄阳耆旧传》: “刘

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 ‘儒

生俗士 , 岂识时务? 识时务者在乎俊

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

谁 , 曰 : ‘诸葛孔明、庞士元也。’”

【例句】 �～, 聪明的话就乖乖地听我

的”, 他对着我说道。

【反义】不识时务

识途老马
【注音】shítúlǎo mǎ

【释义】识 : 认识 ; 途 : 路径。认得道路

的老马。比喻对某种事情或工作十

分熟悉 , 富有经验的人。

【出处】《韩非子·说林上》: “管仲、隰

( xǐ) 朋从于( 齐) 桓公伐孤竹 , 春往冬

反 , 迷惑失道。管仲曰 : ‘老马之智可

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 , 遂得道。”

【例句】他做了几十年的侦破工作, 经

验丰富 , 是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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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
【注音】s híshìqiús hì

【释义】实事 : 弄清事物的真相。是 : 正

确。弄清事实 , 求得正确的结论。也

指从事物的实际情况出发作出正确

的处置。

【出处】汉·班固《汉书·河间献王

传》: “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从民得

善书 , 必为好写与之 , 留其真。”

【例句】应该以 ～的态度来评价我们工

作中的成绩和不足。

【近义】量体裁衣

【反义】弄虚作假

拾金不昧
【注音】s híjīn bùmèi

【释义】金 : 金钱, 泛指各种贵重物品。

昧 : 隐藏。拾到财物, 不隐藏起来据

为己有 , 而是设法交还原主。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烈

女传》记载 : “乐羊子拾得一金饼交给

其妻 , 妻子批评他‘拾遗求利 , 以污其

行’, 乐羊子很惭愧, 抛掉金饼, 远行

求学。”

【例句】失落的三千元人民币重新回到

了失主手中 , 失主激动地向那位 ～的

人连声道谢。

【反义】见财起意

【辨析】“昧”不可写作“味”。

拾人牙慧
【注音】s hírén yáhuì

【释义】把别人说过的只言片语捡来,

当成自己的话来说。比喻重复别人

的言论或见解。

【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文学》: “殷中军云 : ‘康伯未得我牙

后慧。’”

【例句】写文章如果只是人云亦云、～,

那文章就没有什么价值。

【近义】拾人涕唾

【反义】别出心裁

食不下咽
【注音】shíbùxiàyàn

【释义】下咽: 吞下去。吃东西吞不下

去。形容心事沉重 , 吃不下饭。

【出处】唐·韩愈《张中丞传后叙》: “霁

云慷慨语曰 : ‘云来时, 睢阳之人, 不

食月余日矣! 云虽欲独食, 义不忍;

虽食 , 且不下咽! ’”

【例句】看着他每天 ～的样子, 老伴心

痛极了。

【近义】食不甘味

食指浩繁
【注音】shízhǐhào fán

【释义】形容家中吃饭的人甚多。

【例句】我家 ～, 赚钱的只有我一个 , 每

月入不敷出 , 将来的生活真不堪设想

啊!

食不甘味
【注音】shíbùɡān wèi

【释义】食 : 吃 ; 甘 : 美好 , 味道好。吃东

西品不出滋味。形容心中有事 , 吃东

西也不香。

【出处】《战国策·齐策五》: “秦王恐

之 , 寝不安席 , 食不甘味。”

·576·shí实拾食



S 

【例句】周总理生前为了国家大事, 经

常是寝不安席 , ～。

食古不化
【注音】s híɡǔbùhuà

【释义】食 : 吃 , 这里指学习知识。化:

消化 , 这里指理解。学习古代的东西

却没有真正理解。

【出处】清·陈撰《玉几山房画外录·

卷下载恽向〈题自作画册〉》: “可见定

欲为古人而食古不化, 画虎不成、刻

舟求剑之类也。”

【例句】这种 ～的人, 你怎么可以委任

他做本公司的推销部经理。

【近义】食而不化

【反义】融会贯通

食不厌精, 脍不厌细
【注音】s híbùyàn jīnɡ, kuài bùyàn xì

【释义】厌 : 满足。精 : 细舂的好 米。

脍 : 细切的鱼、肉。粮食舂得越精越

好 , 鱼肉切得越细越好。形容对饭菜

非常讲究。

【出处】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

三 : “有一个老秀才亲自对我说 : 孔子

说的话只有两句他能做到 , 那就是食

不厌精 , 脍不厌细。”

【例句】生活富起来的人们往往 ～, 却

忽略了俭朴的传统美德。

【近义】粗茶淡饭

食肉寝皮
【注音】s híròu qǐn pí

【释义】割他的肉吃, 剥下他的皮当垫

褥睡。形容仇恨到极点。

【出处】《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然二

字者 , 譬于禽兽, 臣食其肉而寝处其

皮矣。”

【例句】这个坏蛋, 光是枪毙还不足以

平民愤 , 简直应该 ～。

【近义】深恶痛绝  恨之入骨

食言而肥
【注音】shíyán ér féi

【释义】食言: 说话不算数。肥: 肥胖,

这里也指捞到好处。只图占便宜。

形容说话不算话。

【出处】《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载: 鲁

国大夫孟武伯说话不算数 , 哀公对他

很反感。在一次宴会上 , 孟武伯问哀

公的宠臣郭重为什么长得那么胖, 哀

公借机调笑孟武伯说 : “是食言多矣 ,

能无肥乎?”

【例句】这人从来说话不算话, 我们再

不能相信这种 ～的人。

【近义】背信弃义  自食其言

【反义】言而有信  千金一诺

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
【注音】shízhīwúwèi, qìzhīkěxī

【释义】弃 : 扔掉。吃着它没有味道 , 扔

掉它又觉得可惜。比喻虽然作用不

大 , 但也舍不得就此放手。

【出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

之注引《九州春秋》载 : “曹操曾出令

“鸡肋”, 杨修曰 : “夫鸡肋, 弃之如可

惜 , 食之无所得, 以比汉中 , 知王欲还

也。”

【例句】我正干着的这个活儿对我来

说 , 就像鸡肋一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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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无前例
【注音】s hǐwúqián lì

【释义】史 : 历史。前例 : 先例。历史上

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形容空前未

有。

【出处】清·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

·十二·啸桐北上归⋯⋯距亡浃旬

耳二首( 其一) 》: “牢落文章第一人,

天门垂翅竟何因? 百年记注无前例,

万事枢机有要津。”

【例句】实施改革开放的建国方针是中

国 ～的壮举。

【近义】前无古人  前所未有

【反义】史不绝书

史不绝书
【注音】s hǐbùjués hū

【释义】书 : 书写 , 记录。历史上不断有

记载。形容过去经常发生。

【出处】姚雪垠《李自成》1 卷 17 章:

“子弑父 , 父杀子, 兄弟互相惨杀, 史

不绝书。”

【例句】在封建社会, 子弑父、父杀子、

兄弟互相残杀的事 , ～。

【近义】屡见不鲜

【反义】史无前例  亘古未有

矢口否认
【注音】s hǐkǒu fǒu rèn

【释义】矢 : 发誓。一口咬定, 决不承

认。

【出处】《李自成》一卷第十六章 : “他为

着面子上光彩 , 矢口否认他的妹妹是

‘如夫人’。”

【例句】在初审过程中 , 他对那件事 ～。

【近义】矢口抵赖

【反义】不打自招

矢志不移
【注音】shǐzhìbùyí

【释义】移 : 改变。发誓立志决不改变。

【出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他矢志不移地搞科学实验。”

【例句】张渝热爱书法艺术, ～地要成

为书法家 , 现在果然很有造诣了。

【反义】见异思迁

始终不懈
【注音】shǐzhōnɡbùxiè

【释义】懈 : 松懈 , 懈怠。自始至终, 一

直坚持不懈。

【例句】尽管条件艰苦, 她们仍然 ～地

忘我工作。

【近义】始终不渝

【反义】半途而废  有始无终

始终不渝
【注音】shǐzhōnɡbùyú

【释义】自始至终一直不变。多就感

情、意志、态度、信仰等而言。

【出处】五代( 后晋) 刘日句等《旧唐书·

姚王寿传》: “岁寒无改 , 终始不渝。”

【例句】尽管妻子因工伤致残, 但小刘

对她的爱 ～。

【近义】始终不懈

【反义】朝秦暮楚

始终如一
【注音】shǐzhōnɡrúy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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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自始至终都一样。形容能不间

断地坚持到底。

【出处】唐·姚思廉《梁书·到洽传》:

“明公儒学稽古, 淳厚笃诚, 立身行

道 , 始终如一。”

【近义】一如既往  始终不渝

【反义】反复无常  朝三暮四

始作俑者
【注音】s hǐzuòyǒnɡzhě

【释义】开始用俑殉葬的人。比喻第一

个做某项坏事的人或恶劣风气的创

始人。

【出处】《孟子·梁惠王上》: “始作俑

者 , 其无后乎?”

【例句】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造成

目前如此局面 , 谁是 ～呢?

世态炎凉
【注音】s hìtài yán liánɡ

【释义】世态: 社会上的人情世故。指

社会上一些人反复无常 , 别人得势时

便百般巴结 , 别人失势或困窘时就疏

远冷淡。

【出处】宋·王訧《野客丛书》: “炎凉世

态 , 自古而然。”

【例句】他有钱时, 人们对他都极力逢

迎 , 一知他事业失败 , 个个冷脸相待,

真是 ～啊。

【近义】人情冷暖

【反义】不通世故

世外桃源
【注音】s hìwài táo yuán

【释义】桃源 : 桃花源的简称 , 是晋代陶

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虚构的一个与

世相隔绝、民风淳朴、未遭战火破坏、

人际关系和谐的理想社会。后世以

此比喻幻想中的仙境或不受外界影

响的美好境地。

【出处】晋·陶潜在《桃花源记》中虚构

了一个与世隔绝, 物产丰富, 景色优

美 , 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地方, 叫桃

花源。

【典故】晋朝时候 , 有位著名的大诗人 ,

叫陶潜, 又名渊明, 字元亮。早年他

曾做过官 , 后来因为不满意朝延的黑

暗 , 辞职回家, 在家乡隐居。他写过

一篇文章 , 题目叫《桃花源记》, 一直

流传到现在。《桃花源记》里 , 讲了这

样一个故事 :

有一个打鱼的人 , 一天划船顺着小

河往上游划。划着划着 , 忽然发现两

岸都是桃花林, 到处都是鲜美的芳

草 , 风吹着桃花瓣, 纷纷落下。渔夫

继续往前划 , 到了林子尽头, 又见到

一座山 , 有个小小的山口, 里边还透

出光亮。他便下船从山口进去 , 想不

到山那面有一片平坦的田地, 还有房

屋、水池、道路 , 地里长着竹子和桑

树 , 还听到有鸡、狗的叫声。再一看

还有许多人在地里劳动 , 男男女女穿

的衣服都是与人不同 , 老人和孩子们

都高高兴兴。他们瞧见渔夫, 非常吃

惊 , 一边问他从哪里来, 一边请他到

家 , 杀鸡摆酒招待他。村里人都来看

他 , 问这问那。原来这些人的祖辈,

为了逃避历朝的战乱 , 携带妻子儿女

躲到这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 再没有

出去过 , 从此与外界隔绝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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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已经不知道外边是什么朝代了。

渔夫在那里住了几天 , 便告辞了。

临走之前 , 村里的人告诉他说 : “这里

的情况不要对别人讲。”

渔夫找到自己的船 , 顺原路回去。

他沿路细心地做了记号 , 并把这件事

报告了太守 , 太守立即派人跟着渔夫

去找 , 但是迷了路, 再也找不到那个

神奇的桃花源了。

【例句】太平洋上的小岛大溪地, 有 ～

之称。

【近义】极乐世界

【反义】人间地狱

【辨析】“源”不可写作“园”。

世异时移
【注音】s hìyìs híyí

【释义】社会变了 , 时代也不同了。

【出处】《史记·太史公自序》: “夫世异

时移 , 事业不必同 , 故曰 : ‘俭而难

遵。’”

【例句】如今 ～了, 那种包办婚姻的习

俗已经过时了。

【近义】世殊时异

事半功倍
【注音】s hìbàn ɡōnɡbèi

【释义】事 : 做事, 工作。工作费力小,

收效大。

【出处】《孟子·公孙丑上》: “故事半古

之人 , 功必倍之 , 惟此时为然。”

【例句】厂里通过技术革新, 产量迅速

提高 , 收到了 ～的效果。

【近义】一举两得

【反义】事倍功半

事必躬亲
【注音】shìbìɡōnɡqīn

【释义】躬 : 亲自。每件事都要亲自去

做。

【出处】汉·戴圣《礼记·月令》: “以教

导之 , 必躬亲之。”

【例句】在车间里 , 他习惯于 ～, 自己不

亲自过问总是放不下心。

【近义】身体力行

事不关己
【注音】shìbùɡuān jǐ

【释义】关 : 关联。把事情看得同自己

没有关系 , 而不闻不问。形容自私,

不关心他人利益。

【例句】我们都要关心国家大事 , ～, 不

闻不问的态度是不对的。

事倍功半
【注音】shìbèi ɡōnɡbàn

【释义】指工作费力大 , 收效小。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三十

四回 : “要做善事, 靠着善书教化人,

终究事倍功半。”

【例句】做工作 , 要讲究方法 , 否则就会

～。

【近义】得不偿失

【反义】事半功倍

事出有因
【注音】shìchūyǒu yīn

【释义】出 : 发生。事情的发生是有原

因的。

【例句】他今天没去上学 , 一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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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宜迟
【注音】s hìbùyíchí

【释义】事情不应该拖延。

【出处】元·贾仲名《萧淑兰情寄菩萨

蛮》四折 : “事不宜迟, 收拾了便令媒

人速去。”

【例句】～, 大家马上分头行动吧!

【近义】操刀必割

事过境迁
【注音】s hìɡuòjìnɡqiān

【释义】境 : 环境 , 情况 ; 迁 : 转变 , 改变。

事情过去 , 环境 和情况也就改变了。

【例句】三年前 , 他十分贪玩 , 不知用功

学习 , 现在 ～, 他判若两人, 十分用

功。

事实胜于雄辩
【注音】s hìshís hènɡyúxiónɡbiàn

【释义】雄辩: 有力的辩驳。事情的真

相比有力的辩驳更有说服力。

【出处】鲁迅《书信集·致增田涉》: “我

觉得令郎比他令尊更为神气 , 这样说

似乎颇不妥当 , 但照片是事实胜于雄

辩。”

【例句】他们口口声声说是为国理财,

然而 ～,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样挥

霍国家财产的吧!

事与愿违
【注音】s hìyǔyuàn wéi

【释义】事情的结果与主观愿望恰恰相

反。

【出处】三国·魏·嵇康《幽愤》: “事与

愿违 , 遘北淹留。”

【例句】张明一直希望做个记者, 没想

到 ～, 竟被分配到了机关。

【近义】适得其反  欲益反损

【反义】如愿以偿  称心如意

事在人为
【注音】shìzài rén wéi

【释义】事情在于人去做。比喻事情的

成功往往在于人们自己的努力。

【出处】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六十

九回 : “事在人为耳 , 彼朽骨者何知。”

【例句】不要害怕失败 , ～, 只要努力干

下去 , 总会有成功的一天。

【近义】人定胜天

【反义】听天由命  听之任之

势不可挡
【注音】shìbùkědānɡ

【释义】势 : 气势 ; 当 : 抵挡。来势凶猛 ,

不可抵挡。

【出处】《晋书·郗鉴传》: “群逆纵逸 ,

其势不可挡 , 可以算( 计谋 ) 屈 , 难以

力竞。”

【例句】1948 年 ,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

个战场上展开了进攻 , ～, 节节胜利。

势不两立
【注音】shìbùliǎnɡlì

【释义】势 : 情势。立 : 存在。指双方矛

盾十分尖锐 , 无法调和 , 不能并存。

【出处】《战国策·楚策一》: “楚弱则秦

强 , 此其势不两立。”

【例句】我们与那些企图危害祖国利益

的不法之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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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誓不俱栖

【反义】唇齿相依

势均力敌
【注音】s hìjūn lìdí

【释义】均 : 相等。敌 : 匹敌, 相当。指

双方实力相当 , 难分上下。

【出处】宋·司马光《乞裁断政事札

子》: “群臣有所见不同 , 势均力敌 , 莫

能相壹者 , 伏望陛下特留圣意, 审察

是非。”

【例句】这两位重量级拳击手 ～, 不分

胜负。

【近义】旗鼓相当

【反义】寡不敌众

势如破竹
【注音】s hìrúpòzhú

【释义】势 : 气势; 破竹: 劈竹子。气势

好像破竹子一样 , 劈开了头几节, 下

面几节就顺着刀势分开了。比喻节

节胜利 , 毫无阻挡。也形容气势不可

阻挡。

【出处】唐·房玄龄等《晋书·杜预

传》: “今兵威已振 , 譬如破竹, 数节之

后 , 皆迎刃而解 , 无复著处手也。”

【例句】想当年 , 中国人民解放军 ～, 过

黄河 , 渡长江 , 一举解放了全中国。

【反义】望风而逃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注音】s hìér bùjiàn, tīnɡér bùwén

【释义】看见了如同没有看见, 听见了

如同没有听见。形容漠不关心 , 麻木

不仁。

【出处】《老子》十四章 : “视之不见名曰

夷 , 听之不闻名曰希。”

【例句】他只专心读书 , 外界的事情 , 他

～。

【近义】视若无睹  熟视无睹

视死如归
【注音】shìs ǐrúɡuī

【释义】视 : 看待。归 : 回家。把死看作

如同回家一样。多形容为正义事业

不怕牺牲生命。

【出处】《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三军

既成陈 ( 阵) , 使士视死如归, 臣不如

公子成父。”

【例句】他 ～的英雄气概使敌人大为震

惊。

【近义】临难不恐  民不畏死

【反义】降志辱身  贪生怕死

视若无睹
【注音】shìruòwúdǔ

【释义】睹 : 看见。看见了就像没看见

一样。形容对眼前的事物漠不关心。

【出处】唐·韩愈《应科目时与人书》:

“是以有力者遇之, 熟视之若无睹

也。”

【例句】对于不良现象绝不能 ～。

【近义】熟视无睹

视同儿戏
【注音】shìtónɡér xì

【释义】视 : 看待。儿戏 : 儿童玩耍。形

容对重要的事情极不重视 , 极不严肃

认真。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绛侯周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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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家》: “文帝曰: ‘⋯⋯曩者霸上、棘

门军 , 若儿戏耳 , 其 将固可袭 而虏

也。’”

【例句】他把生产 ～, 违章操作以致酿

成重大事故。

【近义】敷衍塞责

【反义】郑重其事

视为畏途
【注音】s hìwéi wèi tú

【释义】畏途: 艰险可怕的道路。比喻

不敢去做或不敢前进。

【出处】《庄子·达生》: “夫畏涂 ( 途)

者 , 十杀一人 , 则父子兄弟相戒也。”

【例句】由于学习成绩太差, 他总把考

试 ～。

拭目而待
【注音】s hìmùér dài

【释义】拭 : 擦。擦亮眼睛等着瞧。形

容殷切期望或等待。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四十三

回 : “朝廷旧臣, 山林隐士, 无不拭目

而待。”

【例句】制度是定出来了, 会不会出现

新的气象呢? 大家都 ～。

是非分明
【注音】s hìfēi fēn mínɡ

【释义】是 : 正确; 非 ; 错误。正确的和

错误的分得很清楚。

【出处】《汉书·楚元王传》: “故贤圣之

君 , 博观终始, 穷极事情, 而是非分

明。”

【例句】在社会斗争中, 他总是立场坚

定 , ～。

是非曲直
【注音】shìfēi qūzhí

【释义】对的和不对的, 无理的和有理

的。多指对于事理的判断。

【出处】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三十

五·论语》: “都无是非曲直, 下梢于

自己分 , 却恐无益。”

【例句】我们再争辩下去也没有意思,

～, 自有公论。

是古非今
【注音】shìɡǔfēi jīn

【释义】是 : 认为正确。非: 认为不对。

认为古代的对 , 今天的不对。

【出处】清代李渔《闲情偶寄·变调》:

“且时人是古非今, 改之徒来讪笑。”

【例句】那种 ～的做法对今天来说是不

可取的。

【近义】厚古薄今  颂古非今

是可忍, 孰不可忍
【注音】shìkěrěn, shúbùkěrěn

【释义】是 : 这个。孰: 什么, 哪个。如

果这个都可以容忍 , 那还有什么不可

以容忍的 , 表示绝不能容忍。

【出处】《青春之歌》第二部二十三章:

“小小三岛之国, 如此欺辱我有五千

年文明历史的中华古国, 是可忍, 孰

不可忍! ”

【例句】那种欺人太甚的态度 , ～。

【近义】忍无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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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非非
【注音】s hìshìfēi fēi

【释义】前“是”: 肯定。后“是”: 正确。

前“非”: 否定。后“非”: 错误。评判

是非。

【出处】《果树园》: “你一个闺女家千万

别听他的话 , 防着他点⋯⋯是是非非

你都受不了啦! ”

【例句】这件事的 ～对于大家来说是很

明了的。

【反义】不置可否

适得其反
【注音】s hìdéqífǎn

【释义】适 : 恰好。结果与所期望的恰

好相反。

【出处】鲁迅《华盖集·北京通信》: “以

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

多 , 而中国人偏多死亡, 外族偏多侵

入 , 结果适得其反, 可见我们蔑弃古

训 , 是刻不容缓的了。”

【例句】他吃补药是想滋补身体, 但由

于过量 , 竟 ～, 惹出了不少麻烦。

【近义】事与愿违  弄假成真

【反义】如愿以偿  称心如意

适逢其会
【注音】s hìfénɡqíhuì

【释义】会 : 时机 , 机会。正好碰上那个

机会。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二十

九回 : “适逢其会, 顺天府开着捐输

例 , 便给他捐了个七缺后的侯选。”

【例句】那天, 他上街买书, ～, 亲眼看

见了追捕和击毙杀人歹徒的情景。

适可而止
【注音】shìkěér zhǐ

【释义】适可: 恰好可以。到了适当的

程度就止住。指做事有分寸, 不过

分。

【出处】《论语·乡党》: “不多食。”朱

熹注 : “适可而止 , 无贪心也。”

【例句】他善于保养身体, 吃什么东西

都 ～, 从不暴饮暴食。

【近义】恰到好处

【反义】过犹不及

恃才傲物
【注音】shìcái ào wù

【释义】恃 : 依仗。物 : 指自己以外的一

切。仗恃自己的才能 , 看不起他人。

【出处】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慈恩

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 “萧颖开元二

十三年及第 , 恃才傲物 , 无与比。”

【例句】三国时代的嵇康就因 ～, 而招

致杀身之祸。

【近义】孤芳自赏

【反义】虚怀若谷

嗜杀成性
【注音】shìs hāchénɡxìnɡ

【释义】嗜 : 特别爱好。指特爱杀人 , 成

了习性。形容坏人的凶狠残暴。

【例句】敌人 ～, 屠杀了我成千上万无

辜的同胞。

【近义】嗜血成性

【反义】慈悲为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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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不两立
【注音】s hìbùliǎnɡlì

【释义】发誓决不与对方并存于世。形

容双方仇恨极深。

【出处】明·许仲琳《封神演义》六十三

回 : “我与姜尚誓不两立 , 必定为弟报

仇 , 再图别议。”

【例句】我跟这些恶势力 ～。

【近义】势不两立

【反义】相安无事

噬脐何及
【注音】s hìqíhéjí

【释义】噬 : 咬 ; 脐 : 肚脐。用嘴咬肚脐,

怎么够得着呢? 比喻后悔也来不及。

也作“噬脐莫及”。

【出处】《左传·庄公六年》: “若不早

图 , 后君噬齐( 脐) , 其及图之乎?”

【例句】他奉命守城却不做准备, 等到

兵临城下 , 他才意识到大势已去 , ～。

【近义】后悔莫及

舐犊情深
【注音】s hìdúqínɡs hēn

【释义】舐 : 用舌头舔; 犊 : 小牛。母牛

舔着小牛犊表现出深切的爱护之情。

比喻人爱子女之情很深。也作“舐犊

之爱”。

【出处】南朝( 宋) 范晔《后汉书·杨彪

传》: “犹怀老牛舐犊之爱。”

【例句】儿子一直在我们身边, 今天要

到外地工作 , ～, 总有点依依难舍。

【近义】老牛舐犊

舐犊之情
【注音】shìdúzhīqínɡ

【释义】舐 : 舔; 犊 : 小牛。本意是老牛

以舌舔小牛 , 表示爱抚。比喻父母对

子女的关爱。

【出处】南朝( 宋) 范晔《后汉书·杨彪

传》: “犹怀老牛舐犊之爱。”

【例句】读朱自清的《背影》, 无人不为

其中“父亲”的 ～所感动。

shou

手不释卷
【注音】shǒu bùshìjuàn

【释义】释 : 放下。卷 : 古代指抄写的卷

� , 即书本。手里的书从来不肯放

下。形容勤奋好学。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吴书·吕

蒙传》, 裴松之注《江表传》: “光武当

兵马之务 , 手不释卷。”

【例句】这位获得过诺贝尔奖金的科学

家 , 一天到晚总是 ～。

【近义】目不窥园

【反义】一暴十寒

手到病除
【注音】shǒu dào bìnɡchú

【释义】手一碰到 , 病就去掉了 , 原形容

医生的医术高明 , 现常用来比喻办事

能力很强 , 一动手就解决了难题。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第六十五

回 : “百药不能得治 , 后请得建康府安

道全 , 手到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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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你真有 ～的本领, 这么复杂棘

手的问题 , 不过五天就查清了。

手急眼快
【注音】s hǒu jíyǎn kuài

【释义】急 : 快。形容动作快速 , 反应敏

捷。

【出处】清·石玉昆《三侠五义》八回:

“张爷手急眼快 , 斜刺里就是一腿。”

【例句】幸好小李 ～把小孩从铁轨上救

了出来。

【近义】眼明手快

手忙脚乱
【注音】s hǒu mánɡjiǎo luàn

【释义】形容人动作忙乱, 做事没有条

理或慌张失措。

【出处】宋·朱熹《朱子全书读诸经法》

第六卷 : “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乱,

一至于此耶?”

【例句】汽车司机撞伤了人 , 一时 ～, 不

知如何是好。

【近义】七手八脚

【近义】有条不紊

手不停挥
【注音】s hǒu bùtínɡhuī

【释义】从早到晚, 都没有停止过写。

挥 : 写字。

【出处】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九:

“李白左手将须一拂, 右手举起中山

兔颖 , 向五花笺上, 手不停挥, 须臾,

草就吓蛮书。”

【例句】天气热得人直冒汗, 他拿着帽

子 ～地扇着。

手如柔荑
【注音】shǒu rúróu yí

【释义】手像柔荑那样柔软滑腻。荑:

初长出来的茅草。

【例句】她 ～, 真叫人羡慕。

【反义】十指如椎

手足重茧
【注音】shǒu zúchónɡjiǎn

【释义】工作不停, 手掌和脚底都磨得

长了很厚的茧疤。

【出处】《淮南子·修务训》: “昔者楚欲

攻宋 , 墨子闻而悼之, 自鲁簉而十日

十夜 , 手足重茧而不休息。”

【例句】你从我们 ～中就可以看出我们

生活得不易。

【近义】手足胼胝

手到擒来
【注音】shǒu dào qín lái

【释义】一伸出手 , 就能抓着。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 “我共师

兄去 , 手到擒来。”

【例句】那边喊捉贼, 这边警察已把贼

捉着 , 前后不到十分钟 , ～。

【近义】轻而易举

【反义】劳而无功

手下留情
【注音】shǒu xiàliúqínɡ

【释义】下手处理事情时 , 留些情面 , 不

把事做绝。

【出处】《庚子风云》: “在这几个当口 ,

赵三多明明可以乘虚而入 , 将王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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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倒 , 他却一再手下留情, 都把王成

德让过了。”

【例句】先生 , 我求你了 , 请看在我父亲

的面上 ～。

【近义】高抬贵手

【反义】毫不留情

手无寸铁
【注音】s hǒu wúcùn tiě

【释义】铁 : 指武器。形容手里一点儿

武器也没有 , 赤手空拳。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十九

回 : “背后郭淮引兵赶来 , 见维手无寸

铁 , 乃骤马挺枪追之。”

【例句】～, 怎么打击敌人?

【近义】赤手空拳

【反义】真枪实弹

手舞足蹈
【注音】s hǒu wǔzúdǎo

【释义】蹈 : 顿足踏地。形容人极其高

兴的情态。

【出处】《孟子·离娄上》: “乐则生矣,

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 , 则不知足之

蹈之 , 手之舞之。”

【例句】他得到高考榜上有名的消息,

欢喜得 ～。

【近义】欣喜若狂

【反义】捶胸顿足

【辨析】～和“兴高采烈”都有“非常高

兴”的意思。但 ～偏重于表现动作;

“兴高采烈”偏重于表现心情。

手足无措
【注音】s hǒu zúwúcuò

【释义】措 : 安放。手脚不知放在哪里

才好。形容毫无办法、无所适从或慌

乱得不知怎么办才好。

【出处】《论语·子路》: “刑罚不中, 则

民无所措手足。”

【例句】他很紧张 , 显得有点 ～。

【近义】束手无策

【反义】从容不迫

手足之情
【注音】shǒu zúzhīqínɡ

【释义】手足: 比喻兄弟; 之 : 的 ; 情 : 感

情。比喻兄弟间血肉关系的感情。

【出处】唐·李华《吊古战场文》: “认无

兄弟 , 如足如手。”

【例句】这个坏蛋丧尽天良 , 竟不念 ～,

为了家产 , 杀害了亲兄弟。

守口如瓶
【注音】shǒu kǒu rúpínɡ

【释义】闭口不言 , 像塞紧的瓶口一样。

形容说话谨慎或严守秘密。

【出处】唐·道世《诸经要集·择交部

·惩过》引《维摩经》: “防意如城 , 守

口如瓶。”

【例句】他明明知道全部秘密 , 却 ～, 也

不知安的什么心?

【近义】默默无言

【反义】各抒己见

守株待兔
【注音】shǒu zhūdài tù

【释义】株 : 树桩。守着树桩 , 等待获得

撞死在树桩上的兔子。

【出处】《韩非子·五蠹》: “宋人有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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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田中有株, 兔走触株, 折颈而死,

因释其耒而守株 , 冀复得兔。兔不可

复得 , 而身为宋国笑。”

【例句】干警们隐蔽在罪犯寓所周围,

～, 只等罪犯出现。

【近义】刻舟求剑

首当其冲
【注音】s hǒu dānɡqíchōnɡ

【释义】首 : 最先。当: 遭受 , 受到。冲:

冲击 , 攻击。指首先受到某种势力的

攻击或承受某种灾难。

【出处】汉书·班固《汉书·五行志

下》: “郑当其冲 , 不能修德。”

【例句】那辆失事车子冲上人行道, 站

在香烟摊前的男子便 ～被压在轮下。

【辨析】“冲”不可读作“chònɡ”。

首屈一指
【注音】s hǒu qūyīzhǐ

【释义】首先弯曲的一个指头。屈指数

数时 , 最先弯下的是拇指。表示居于

第一位。

【出处】清·颜光敏《颜氏家族藏尺牍

·施侍读闰章》: “每论诗辄为首屈一

指。”

【例句】说到本地最好的广东菜馆, 冠

生园当 ～。

【近义】名列榜首

首尾相应
【注音】s hǒu wěi xiānɡyìnɡ

【释义】头尾互相接应。原指作战时各

部密切配合, 头尾相互呼应。后用以

形容诗文结构严谨。

【出处】《孙子·九地》: “击其首则尾

至 , 击其尾则首至, 击其中则首尾俱

至。”

【例句】写作文须讲究 ～。

【近义】前后呼应

首鼠两端
【注音】shǒu shǔliǎnɡduān

【释义】首鼠: 迟疑不定。两端: 两头。

左右摇摆 , 迟疑不决。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魏其武安

侯列传》: “何为首鼠两端。”

【例句】别 ～的 , 快做出决定吧!

【近义】三心二意  瞻前顾后

【反义】大刀阔斧

寿比南山
【注音】shòu bǐnán shān

【释义】寿 : 寿命 ; 南山 : 终南山 , 山脉极

长。祝人寿命比终南山还长。

【出处】《诗经·小雅·天保》: “如月之

恒 , 如日之升, 如南山之 寿, 不骞不

崩。”

【例句】今天是爷爷的 60 大寿 , 小弟弟

竟说了句“祝爷爷 ～, 福如东海”的套

话 , 爷爷既高兴 , 又惊奇。

寿终正寝
【注音】shòu zhōnɡzhènɡqǐn

【释义】寿终 : 年岁很高才死去。正寝 :

旧式住房的正屋。指年老在家安然

死去。也比喻事物消亡。

【出处】明·许仲琳《封神演义》十一

回 : “你道朕不能善终 , 你自夸寿终正

寝 , 非侮君而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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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吴老先生于昨日 ～, 享年八十

五岁。

【近义】与世长辞

【反义】马革裹尸

受宠若惊
【注音】s hòu chǒnɡruòjīnɡ

【释义】宠 : 赏识, 宠爱。指受到宠爱、

赏识而感到意外的惊喜和不安。

【出处】《老子》十三章: “得之若惊, 失

之若惊 , 是谓宠辱若惊。”

【例句】经理称赞他几句 , 他就 ～了。

【近义】被宠若惊

【反义】宠辱皆忘

瘦骨嶙峋
【注音】s hòu ɡǔlín xún

【释义】嶙峋: 山崖突兀的样子。瘦得

骨头都露出来了, 形容瘦弱到了极

点。

【例句】那头牛 , 劳累了一辈子 , 如今已

是 ～。

【反义】大腹便便

shu

书声琅琅
【注音】s hūshēnɡlánɡlánɡ

【释义】形容读书声音响亮悦耳。也作

“书声朗朗”。

【出处】宋·陆游《枕上感怀》诗: “五更

揽�山路长 , 老夫诵书声琅琅。”

【例句】上课铃响了 , 教室里 ～。

书香门第
【注音】shūxiānɡmén dì

【释义】书香 : 古人用芸香草藏书驱蠹

虫 , 指读书风气或读书家风 ; 门第: 住

宅 , 指家族的社会地位。指祖上世代

读书的人家。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四十

回 : “如今眼看着书香门第是接下去

了 , 衣饭生涯是靠得住了。”

【例句】黄秋岳出生于 ～, 其父是前清

翰林。

【近义】诗礼之家

殊途同归
【注音】shūtútónɡɡuī

【释义】殊 : 不同的。途 : 途径。归: 归

宿 , 结局。比喻用不同的方式达到相

同的目的。

【出处】《周易·系辞下》: “天下同归而

殊途 , 一致而百虑。”

【例句】这类歇后语所用的比喻不同,

说明的问题一样 , 是 ～的。

【近义】异曲同工

【反义】南辕北辙

熟能生巧
【注音】shúnénɡshēnɡqiǎo

【释义】熟练了就会有巧妙的办法。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三十一

回 : “俗话说的‘熟能生巧’, 舅兄昨日

读了一夜 , 不但他已嚼出此中意味,

并且连寄女也都听会, 所以随问随

答 , 毫不费事。”

【例句】不论学习什么, 初学时一定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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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 但只要肯努力钻研 , 自然就 ～了。

【近义】游刃有余

熟视无睹
【注音】s húshìwúdǔ

【释义】睹 : 看见。看惯了反而就像没

有看见一样。形容对事物漠不关心。

【出处】晋·刘伶《酒德颂》: “静听不闻

雷霆之声 , 熟视不睹泰山之形。”

【例句】这种请客送礼的风气, 你们不

应 ～, 听之任之。

【近义】视若无睹

【反义】有目共睹

鼠目寸光
【注音】s hǔmùcùn ɡuānɡ

【释义】老鼠的目光只有一寸远。形容

目光短浅。

【例句】这种 ～的人, 实在难与其共谋

大事。

【反义】目光如炬

鼠窃狗盗
【注音】s hǔqièɡǒu dào

【释义】像鼠和狗那样偷盗。指小偷小

摸。

【出处】《旧唐书·萧铣等传论》: “小则

鼠窃狗盗 , 大则鲸吞虎据。”

【例句】日子越过越好, 他那 ～的习惯

竟也慢慢改掉了。

【近义】梁上君子

蜀犬吠日
【注音】s hǔquǎn fèi rì

【释义】蜀 : 古蜀国, 主要为今四川地

区。吠 : 狗叫。蜀地多云雾, 平时难

得有太阳, 于是狗见到日出就叫起

来。比喻少见多怪。

【出处】程允升《幼学琼林》卷一 : “蜀犬

吠日 , 比人所见甚稀。”

【例句】这些贵族老爷对于表现乡村生

活的戏群起鼓噪, 不过是 ～, 显得既

可悲又可笑。

【近义】粤犬吠雪

数典忘祖
【注音】shǔdiǎn wànɡzǔ

【释义】典 : 礼制、掌故、史实等。意思

是籍谈身为晋国司典的后裔, 在谈起

国家的礼制掌故时却忘掉了祖先的

职守。后用“数典忘祖”来比喻忘本。

又用来比喻对本国历史的无知。

【出处】《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 : 春

秋时晋大夫籍谈出使周朝。周景王

问籍谈晋国为何没有贡献宝器。籍

谈答晋国从未受过王室的赏赐 , 哪里

有器物来进贡。周景王一一举出晋

国历次受赏的事实 , 并说: “籍父其无

后乎? 数典而忘其祖。”

【近义】远居海外多年的吴先生, 竟没

有 ～, 实在难得!

【反义】饮水思源

【辨析】“数”不可读作“s hù”。

数九寒天
【注音】shǔjiǔhán tiān

【释义】数九 : 我国农历由冬至起 , 由九

天为一个“九”, 共九个“九”。指极冷

的日子。

【例句】在 ～里 , 她还光着脚 , 穿着破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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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衣。

【近义】寒冬腊月

【反义】风和日丽

数往知来
【注音】s hǔwǎnɡzhīlái

【释义】指知道了过去, 就可以推测未

来。

【出处】《周易·说卦》: “数往者顺, 知

来者逆。”

【例句】他自称能 ～, 预卜吉凶 , 事实证

明全是鬼话。

【近义】鉴往知来

数不胜数
【注音】s hǔbùshènɡs hǔ

【释义】胜 : 尽。多得数不尽。

【例句】在我们学校里, 好人好事层出

不穷 , ～。

【反义】屈指可数

数一数二
【注音】s hǔyīshǔèr

【释义】不数第一, 也数第二。形容非

常突出。

【出处】元·戴善夫《风光好》三折 : “此

乃金陵数一数二的歌者 , 与学士递一

杯。”

【例句】他家在我们镇可是 ～的大户。

【近义】名列前茅

s hù

束手待毙
【注音】s hùshǒu dài bì

【释义】束手: 捆住自己的手。毙: 垮

台 , 灭亡。比喻危难时不想办法对

付 , 坐等失败。

【出处】《宋季三朝政要卫王本末》: “虽

有忠良之臣 , 反摈弃而不用, 束手待

毙。”

【例句】我们不能 ～, 必须想个妥帖的

办法脱离危险。

【近义】束手就擒

【反义】困兽犹斗

束手就擒
【注音】shùshǒu jiùqín

【出处】束手: 捆住自己的手。就: 走

向 , 接受。就像捆起手来主动让人家

捉拿一样。比喻不作抵抗或无法脱

身而当俘虏。

【出处】元·脱脱等《宋史·符彦卿

传》: “彦卿谓张彦泽, 皇甫遇曰: ‘与

其束手就擒 , 曷若死战 , 然未必死。’”

【例句】与其 ～, 不如决一死战。

【近义】束手待毙

【反义】垂死挣扎

束手无策
【注音】shùshǒu wúcè

【释义】策 : 计策, 办法。好像捆住了双

手 , 无计可施。

【出处】《宋季三朝政要》: “桧死而逆亮

南牧 , 兵号百万 , 孰不束手无策。”

【例句】单位发不了工资 , 他愁眉苦脸 ,

～。

【近义】一筹莫展

【反义】急中生智

【辨析】～和“一筹莫展”都有“想不出

任何办法来”的意思。区别在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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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束手”两字, 语义较“一筹莫展”

重 , 且较形象。

束之高阁
【注音】s hùzhīɡāo ɡé

【释义】束 : 捆。把东西捆起来放在高

架子上。比喻弃置不用。

【出处】唐·房玄龄等《晋书·庾翼

传》: “此辈宜束之高阁 , 俟天下太平,

然后议其任耳。”

【典故】东晋时 , 庾翼执掌兵权 , 镇守武

昌。有人向他推荐玄学家殷浩和杜

庾 , 说他们有才学, 可当官。庾翼不

同意 , 说这两人夸夸其谈 , 华而不实,

不可重用“⋯⋯只可把他们当作无用

的东西放在高楼上 , 等将来战乱结束

了 , 再安排他们出来做事。”

【例句】再好的理论 , 如 ～, 不运用于实

践 , 也是没有用处的。

【近义】置之不理  不了了之

【反义】爱不释手

述而不作
【注音】s hùér bùzuò

【释义】述 : 陈述。作 : 创作。只阐述前

人的理论、学说 , 而自己并不提出新

的见解。

【出处】《论语·述而》: “述而不作, 信

而好古。”

【例句】他写文章多 ～, 很少有自己的

创见。

【近义】自我作故

树大招风
【注音】s hùdàzhāo fēnɡ

【释义】树木一大就容易招惹大风摇

撼。比喻目标大了, 惹人注目, 容易

招致灾祸。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三

回 : “这正是树大招风风撼树 , 人为名

高名丧人。”

【例句】刘兄, ～, 如今人欲横流, 你还

是避一下为好。

【近义】直木必伐

树倒猢狲散
【注音】shùdǎo húsūn sàn

【释义】猢狲 : 猿猴。树倒了 , 树上的猿

猴也就散了。比喻有权势的人物倒

台 , 依附者也随之离散。

【出处】宋·庞元英《谈薮·曹咏妻》记

载 : 曹咏因投靠秦桧而做了大官。秦

桧死 , 曹咏被贬。厉德斯写了《树倒

猢狲散赋》讥讽曹咏 , 并派人给他送

去。

【例句】 �四人帮”一倒台 , 爪牙们都被

领罪 , ～。

【近义】如鸟兽散

树碑立传
【注音】shùbēi lìzhuàn

【释义】树 : 树立; 碑 : 刻上文字纪念或

歌颂某人 , 或作为标记的石头; 立传 :

写传记。原指人死后将其生平事迹

铭刻在碑石上或写成传记, 加以颂

扬 , 现比喻用种种办法树立个人威

望。

【例句】在我们国家里 , 英雄人物辈出 ,

难道不值得我们为他们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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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ɑnɡ

双管齐下
【注音】s huānɡɡuǎn qíxià

【释义】管 : 笔。两只笔一齐落下。原

指同时用两只笔作画。后比喻同时

从两方面进行。

【出处】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

五 : “能手握双管, 一时齐下, 一为生

枝 , 一为枯干。”

【例句】国际争端, 需要外交与政治两

种手段 ～, 才能解决。

【近义】左右开弓

【反义】单刀直入

双喜临门
【注音】s huānɡxǐlín mén

【释义】两件喜事同时降临家门。

【出处】清·石玉昆《三侠五义》九十二

回 : “张儿那里有了一个 , 如今又遇见

一个 , 这才是双喜临门呢。”

【例句】今年六一节, 正好又是母亲的

生日 , ～, 值得好好庆祝一番。

【反义】前门拒虎 , 后门进狼

shui

水到渠成
【注音】s huǐdào qúchénɡ

【释义】渠 : 人工开凿的水沟 , 这里指天

然的水道。水流到的地方自然形成

沟渠。比喻条件成熟, 事情就会做成

功。

【出处】宋·苏轼《与郑靖老二首》: “公

欲相从于溪山间, 想是真诚之愿, 水

到渠成 , 亦不须预虑也。”

【例句】他对求职的事情, 一向采取 ～

的态度 , 不肯瞎操心。

【近义】瓜熟蒂落

【反义】拔苗助长

水滴石穿
【注音】shuǐdīs híchuān

【释义】水不停地滴, 能把石头滴穿。

比喻力量虽小, 只要坚持不懈, 也能

取得成功。

【出处】汉·班固《汉书·枚乘传》: “泰

山之滴穿石 , 单极之绠断木, 水非石

之钻 , 索非木之锯 , 渐靡使之然也。”

【例句】没有群众的努力, 没有 ～的毅

力 , 新风气是不能形成的。

【近义】心坚石穿  锲而不舍

【反义】半途而废  虎头蛇尾

水落石出
【注音】shuǐluòs híchū

【释义】水退落下去, 石头露了出来。

原形容景色清朗 , 后比喻事情真相大

白。

【出处】宋·欧阳修《醉翁亭记》: “野芳

发而幽香 , 佳木秀而繁阴, 风霜高洁 ,

水落而石出者 , 山间之四时也。”

【例句】我要把这个案子查个 ～。

【近义】真相大白

【反义】扑朔迷离

·296· shuānɡ- shuǐ 双水



 S

水火不相容
【注音】s huǐhuǒbùxiānɡrónɡ

【释义】相 : 互相; 容 : 容纳。水火不能

互相包容。比喻两对根本对立的事

物不能相包容。

【出处】《周记·说卦》: “燥万物者, 莫

赺乎火⋯⋯润万物者 , 莫润乎水⋯⋯

故水火不相逮。”

【例句】资 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

度 , 从根本上讲二者是 ～的。

【反义】水乳交融

水中捞月
【注音】s huǐzhōnɡlāo yuè

【释义】捞取水中的月亮 , 白费气力。

【出处】元曲选·杨景贤《刘行首》三:

“恰便似沙里淘金, 石中取火 , 水中捞

月。”

【例句】你不要白费力气了, 这种 ～的

事 , 何必去做?

【近义】竹篮打水

【反义】立竿见影

【辨析】～指无论怎样努力, 也不会成

功 ; “大海捞针”比喻不容易成功, 但

有成功的可能。

水乳交融
【注音】s huǐrǔjiāo rónɡ

【释义】交融: 互相融合。水和奶融合

在一起。比喻结合紧密 , 关系融洽。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十

七 : “师呵呵大笑曰: ‘如水乳合。’”

【例句】将军和士兵 , 一向 ～, 所以每战

必胜。

【近义】浑然一体

【反义】格格不入

水深火热
【注音】shuǐs hēn huǒrè

【释义】就像落进深渊和火坑中。比喻

处境异常艰难困苦。

【出处】《孟子·梁惠王》: “如水益深 ,

如火益热⋯⋯。”

【典故】春秋时 , 一天齐宣王问孟子说 :

“齐国、燕国都是大国, 彼此旗鼓相

当 , 为什么齐国打败了燕国, 燕国的

老百姓却不支持本国的军队, 反而拥

护我们齐国的军队呢?”孟子回答说 :

“这是因为燕国国君统治下, 燕国人

民陷入了悲惨的困境 , 他们迫切要求

摆脱那种比水还深 , 比火还热的痛苦

生活。所以人心就转向了。此外, 没

有别的原因。”

【例句】清廷腐败, 人民处在 ～之中 , 孙

中山先生便起来号召人民进行革命。

【近义】生灵涂炭

【反义】安居乐业

水来土掩
【注音】shuǐlái tǔyǎn

【释义】比喻针对具体情况, 采取相应

的措施、办法。

【出处】元·高文秀《渑池会》: “自古道

兵来将迎 , 水来土堰, 他若领兵前来 ,

俺这里领兵与他交锋。”

【例句】兵来将挡 , ～, 这是一句俗语。

【近义】针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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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磨功夫
【注音】s huǐmóɡōnɡfū

【释义】比喻周密细致的工夫; 耐心地

做工作。

【出处】清·陈确《柬同志二首》: “学者

且心于人伦事物 , 用些水磨功夫, 他

日经世之学 , 端不越此, 又何性命之

可言乎?”

【例句】做学问 , 搞科研 , 都需要 ～。

【近义】磨杵成针

【反义】粗枝大叶

水火无情
【注音】s huǐhuǒwúqínɡ

【释义】水火来势凶猛, 不会怜悯人的

生命、财产。指水火灾害可怕, 也比

喻像水火一样凶猛异常。

【出处】《西游记》五十一回 : “套不去者

唯水火最利 , 常言道 , ‘水火无情’。”

【例句】真是 ～, 一颗小小的烟头 , 竟使

这座百万元的大楼变为废墟。

水泄不通
【注音】s huǐxièbùtōnɡ

【释义】泄 : 排出。水都流不出去。形

容非常拥挤或包围得很严密。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 “若也

水泄不通 , 便教上座无安身立命处。”

【例句】街道上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一

时 ～, 车辆无法通过。

【近义】风雨不透

【反义】畅通无阻

水性杨花
【注音】shuǐxìnɡyánɡhuā

【释义】像水流漂荡不定, 像杨花随风

飘摇。旧时戏文小说中用以比喻女

子感情不专一。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九十二

回 : “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杨花 , 我若说

有钱 , 他便是贪图银钱了。”

【例句】随便骂女人 ～, 就是对女性的

不尊重。

【反义】古井无波

水涨船高
【注音】shuǐzhǎnɡchuán ɡāo

【释义】水位上涨, 船也跟着升高。比

喻事物随着它凭借的基础的提高而

提高。

【出处】宋·释道元《景德传灯录》: “眼

中无翳 , 空里无光 , 水长船高, 泥多佛

大。”

【例句】～, 大家都考得好 , 录取分数线

自然就提高了。

【近义】泥多佛大

睡眼蒙胧
【注音】shuìyǎn ménɡlónɡ

【释义】朦胧 : 快要睡着或刚醒时 , 两眼

半开半闭 , 看东西模糊、不清楚的样

子。形容快要睡着或刚睡醒时 , 两眼

迷迷糊糊的样子。

【例句】我刚起床 , ～的什么也看不清。

【近义】睡眼惺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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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眼惺忪
【注音】s huìyǎn xīnɡsōnɡ

【释义】惺松: 刚睡醒的样子。形容刚

刚睡醒 , 还有点不太清醒。

【例句】清晨就有人敲门, 我 ～地起来

开门。

【近义】睡眼蒙胧

【反义】神清气爽

shun

顺理成章
【注音】s hùn lǐchénɡzhānɡ

【释义】顺着条理, 自成章法。原指写

文章。后形容合情合理。

【出处】宋·朱熹《朱子全书·论语》:

“文者, 顺理而成章之谓。”

【例句】这件事情办得不错, 他也 ～地

受到了表彰。

【近义】理所当然  水到渠成

【反义】穿凿附会

顺手牵羊
【注音】s hùn shǒu qiān yánɡ

【释义】顺手牵走了羊。比喻顺便做

事 , 不费气力。

【出处】元·尚仲贤《单鞭夺槊》: “⋯⋯

顺手牵羊一般牵他回来了。”

【例句】说是来参观, 结果来了些 ～的

人。

【近义】信手拈来

【反义】行不由径

顺水人情
【注音】shùn shuǐrén qínɡ

【释义】顺便的、不费事的人情。

【出处】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九十

九回 : “守将和军卒都受了贿赂 , 落得

做个顺水人情。”

【例句】这事本来就准备这样解决的,

乐得答应他 , 做个 ～。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注音】shùn zhīzhěchānɡ, nìzhīzhě

wánɡ

【释义】逆 : 背逆, 违反。顺应他的就昌

盛 , 违背他的就灭亡。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

序》: “夫阴阳四时, 八位 , 十二度 , 二

十四节各有教令, 顺之者昌, 逆之者

不死则亡。”

【例句】历史规律不容违抗 , ～。

【近义】顺我者昌 , 逆我者亡

顺水推舟
【注音】shùn shuǐtuīzhōu

【释义】顺水: 顺流; 舟 : 船。顺着水流

推船。比喻顺应趋势行事。

【出处】元·王实甫《破窖记》第一折:

“挤眉弄眼 , 俐齿伶牙, 攀高接贵, 顺

水推船。”

【例句】不要人云亦云, 人家说好你就

～, 也说起好来。

顺藤摸瓜
【注音】shùn ténɡmōɡuā

【释义】顺着瓜藤去摘瓜。比喻顺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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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去探究事情的根底。

【例句】案子发生后, 民警同志认真调

查 , 寻找线索 , 并 ～, 很快就把凶手缉

拿归案。

瞬息即逝
【注音】s hùn xījís hì

【释义】瞬息 : 一眨眼、一呼吸的极短时

间。很快就消逝了。

【例句】～的机会是极难把握的, 这就

要求我们要聚精会神地加以观察。

【近义】稍纵即逝

【反义】万古长存

瞬息万变
【注音】s hùn xīwàn biàn

【释义】瞬息: 一眨眼一呼吸之间。形

容在极短的时间内变化极多。

【出处】朱自清《‘海阔天空’与‘古今

中外’》: “他舞得如飞一样 , 全身的曲

线真是瞬息万变, 辗转不穷。”

【例句】黄山的云海 ～, 引人入胜。

【近义】疾如旋踵

【反义】一成不变

shuo

说长道短
【注音】s huōchánɡdào duǎn

【释义】长、短 : 指是非 , 好坏。指评论

是非好坏。

【出处】汉·崔瑗《座右铭》: “无道人之

短 , 无说己之长。”

【例句】有些人对新生事物总是指手画

脚、～。

【近义】评头论足  说三道四

说三道四
【注音】shuōsān dào sì

【释义】道 : 说。说这说那 , 随意妄加评

论。

【出处】唐·宋若莘《女论语·学礼》:

“莫学他人不知朝暮, 走遍乡村说三

道四 , 引惹恶声 , 多招骂怒。”

【例句】有的人工作不努力, 别人有了

成绩 , 却整天 ～。

说一不二
【注音】shuōyībùèr

【释义】说怎样就怎样, 决不改变。指

说话算数。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四十

回 : “褚一官平日在他泰山跟前 , 还有

个东闪西挪 , 到了在他娘子跟前却是

从来说一不二。”

【例句】我们是 ～的, 既然已经答应帮

你 , 就绝不会食言。

硕大无朋
【注音】shuòdàwúpénɡ

【释义】硕 : 大。朋 : 比。大得没有可以

相比的。

【出处】《诗经·唐风·椒聊》: “彼其之

子 , 硕大无朋。”

【例句】在现存的鸟类王国中, 鸵鸟的

体型是 ～的 , 哪种鸟敢跟它比呢!

【近义】庞然大物

【反义】小巧玲珑  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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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果仅存
【注音】s huòɡuǒjǐn cún

【释义】硕果: 大果实。原指果实大而

不被人吃掉。比喻经过漫长时间的

淘汰 , 而留存下的稀少可贵的人或事

物。

【出处】《周易·剥》: “上九 , 硕果不食,

君子得舆 , 小人剥庐。”

【例句】城内的大茶馆已相继关了门,

只有这家算是 ～的一家。

【近义】岿然独存

s i

司空见惯
【注音】s īkōnɡjiàn ɡuàn

【释义】司空: 古代官职的名称。原指

司空看惯了奢华绮靡的场面 , 认为是

平常事。后指见得多了就不足为奇

了。

【出处】唐·孟蓕《本事诗·情感》记

载 : 司空李绅宴请刘禹锡, 让歌会唱

曲劝酒 , 刘即席赋诗曰 : “高髻云鬓新

样装 , 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

闲事 , 断尽江南刺史肠。”

【例句】 �大鱼吃小鱼 , 小鱼吃虾米”, 这

是资本主义社会里 ～的现象。

【近义】见怪不怪  家常便饭

【反义】少见多怪  亘古未有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注音】sīmǎzhāo zhīxīn, lùrén jiē

zhī

【释义】司马昭 : 三国魏帝曹髦时的权

臣 , 一心夺取曹魏政权。路人: 行路

的人 , 比喻不相干的人。司马昭心里

想什么 , 普通的人都明白。比喻人所

共知的野心、阴谋。

【出处】《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传》

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司马昭之

心 , 路人所知也。”

【例句】十年动乱中 , “四人帮”篡党夺

权的野心有如 ～。

丝丝入扣
【注音】sīs īrùkòu

【释义】丝丝: 每一根丝。扣 : 即“筘”,

织布机上的主要机件之一 , 织布时每

根经线都要从中穿过。比喻做得十

分精细 , 毫无出入。

【出处】清·杨潮观《吟风阁杂剧·汲

长孺矫诏发仓》: “销算的丝丝入扣,

支放的滴滴归源。”

【例句】这本小说紧紧围绕 “小”与

“大”的关系 , 从正反两个方面 , ～, 入

情入理地分析 , 令人信服。

【辨析】～和“环环相扣”都比喻做得精

确细致 , 配合得当。 ～侧重于写作和

文艺表演 ; 而“环环相扣”侧重用于故

事情节。

思前想后
【注音】sīqián xiǎnɡhòu

【释义】思、想 : 考虑; 前 : 前因; 后 : 后

果。反复地考虑事情发生的缘由和

后果。

【出处】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五十

二回 : 且言闻太师 ( 仲 ) 见后无袭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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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人马徐徐而行 ; 又见折了余庆, 辛

环带伤 , 大师十分不乐, 一路上思前

想后。”

【例句】上了年纪的人 , 遇事就爱 ～, 有

时为了一点事情便辗转反侧 , 彻夜不

眠。

【辨析】～和“左思右想”都有“反复考

虑”的意思。区别在于 : “左思右想”

指“多方面反复考虑”, 考虑的范围较

广 ; ～则指“反复考虑前因、后果”, 考

虑的范围较窄。

斯文扫地
【注音】s īwén sǎo dì

【释义】斯文 : 指文化或文人。扫地 : 比

喻名誉等彻底丧失。指文化或文人

不受尊重或文人自甘堕落。

【出处】杨沫《青春之歌》第二部四十三

章 : “完全应当罢课抗议! 真是斯文

扫地。”

【例句】虽然已穷愁潦倒, 但他仍不愿

为了换取几个铜板而去做 ～的事。

【近义】五经扫地

死不瞑目
【注音】s ǐbùmímɡmù

【释义】瞑目 : 闭眼。死了也不合眼。

指人将死时心里还有放不下的事。

也形容死不甘心。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吴书·孙

坚传》: “⋯⋯今不夷汝三族 , 县 ( 悬)

示四海 , 则吾死不瞑目。”

【例句】老科学家专志于他的研究, 表

示如不出成果 , ～。

【近义】抱恨终天

【反义】死而无怨

死不足惜
【注音】sǐbùzúxī

【释义】足 : 足够 , 值得。即使死去, 也

不值得可惜。

【出处】《东周列国志》第二回 : “妾一身

死不足惜 , 但自蒙爱幸 , 身怀六甲, 已

两月矣。妾之一命 , 那二命也。求王

放妾出宫 , 保全母子二命。”

【例句】我 ～, 但不能连累无辜。

死于非命
【注音】sǐyúfēi mìnɡ

【释义】非命 : 不该死而死 , 也指意外灾

祸。死于意外的灾祸之中。

【出处】宋·洪迈《夷坚志·甲志卷十

三·杨大同》: “尔逐利忘家, 致妻子

死于非命。”

【例句】因交通事故而 ～的人数近年有

所增加。

【反义】寿终正寝

死不悔改
【注音】sǐbùhuǐɡǎi

【释义】到死也不肯改过悔悟, 形容极

其顽固 , 坚持错误。

【例句】这个反动分子作恶多端 , ～。

【近义】至死不变

【反义】幡然悔悟

死而复生
【注音】sǐér fùshēnɡ

【释义】死去了又活过来, 形容生命不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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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三国·曹植《辩道论》: “方士有

董仲君 , 有罪系狱 , 佯死数日 , 目陷虫

出 , 死而复生 , 然后竟死。”

【例句】他心脏已停止跳动 , 还能 ～吗?

【近义】起死回生

【反义】与世长辞

死而后已
【注音】s ǐér hòu yǐ

【释义】死后才停止 , 指奋斗到死为止。

【出处】《论语·泰伯》: “士不可以不弘

毅 , 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 不亦

重乎? 死而后已 , 不亦远乎?”

【例句】一个共产党员, 必须为共产主

义事业奋斗终生, ～。

【近义】鞭躬尽瘁

【反义】虚度年华

死得其所
【注音】s ǐdéqísuǒ

【释义】所 : 处所, 地方。得其所: 得到

合适的地方。形容死得有价值 , 有意

义。

【出处】《为人民服务》: “我们为人民而

死 , 就是 ～。”

【例句】人生自古谁无死 , 只要 ～。

死灰复燃
【注音】s ǐhuīfùrán

【释义】死灰: 燃烧余下的灰烬。燃烧

后留下的灰烬再度燃烧起来。比喻

已经消失的东西又重新活动起来。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韩长孺列

传》: “蒙( 县) 狱吏田甲辱安国 , 安国

曰 : ‘死灰独不复然( 燃) 乎?’”

【典故】韩安国是西汉人。他在梁孝王

手下做了一个地位不太高的中大夫 ,

他忠心耿耿很得孝王赏识。

有一次 , 汉景帝因一件事不满意梁

孝王 , 孝王很不安, 不知如何是好。

韩安国就毛遂自荐到汉景面前为孝

王解除了误会。因而得到许多赏赐 ,

并且名声传遍了全国。

后来, 韩安国触犯了国法 , 被发配

到蒙地去服苦役。有一个名叫田申

的狱吏讥笑他, 侮辱他。韩安国生气

地说: “死灰就不能再燃烧吗?”田申

回答 : “如果你能够复燃 , 我一定撒一

泡尿把它浇灭。”

过了一段时间 , 梁地内史官的位置

空了出来。朝廷因为韩安国服刑已

满 , 罪已赎过 , 念他以前的功劳 , 就让

他继任。

田申听到这消息很害怕, 就跑了。

韩安国派人把他找了回来。田申向

他认了错 , 韩安国不但没有再罚他,

而且还对他非常照顾。

【例句】一度绝迹的街头赌博, 近来又

～了。

【近义】东山再起

【反义】一蹶不振

死里逃生
【注音】sǐlǐtáo shēnɡ

【释义】形容从极危险的环境中逃脱,

幸免于死。

【出处】元·王实甫《西厢记》二本三

折 : “半万贼兵 , 卷浮云片时扫净, 俺

一家儿死里逃生。”

【例句】他从那场灾难中 ～, 后来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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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名英勇的战士。

【近义】绝处逢生  九死一生

死皮赖脸
【注音】s ǐpílài liǎn

【释义】形容不顾羞耻地胡搅蛮缠。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二十四

回 : “死皮赖脸的三日两头儿来缠舅

舅 , 要三升米二升豆子。”

【例句】有的人 ～的, 简直不知世间还

有羞耻事。

【近义】死乞白赖

死气沉沉
【注音】s ǐqìchén chén

【释义】形容气氛不活跃, 没有一点生

气。

【出处】茅盾《大旱》: “可是在这死气沉

沉的环境中 , 独有一样东西是在大活

动。这就是镇上的长途电话。”

【例句】这个会开得 ～的, 简直让人窒

息。

【近义】暮气沉沉  万马齐�

【反义】生机勃勃  生龙活虎

死去活来
【注音】s ǐqùhuólái

【释义】昏厥过去又苏醒过来。形容极

度的痛苦、悲伤或惊恐。

【出处】《四世同堂》8 回 : “她的身子骨

那么坏 , 我要偷偷地走了, 她还不哭

个死去活来。”

【例句】那些家伙私设公堂 , 专搞逼供,

可怜我们的小张被打得 ～。

【近义】一佛出世 , 二佛涅  

死心塌地
【注音】sǐxīn tādì

【释义】原指心中踏踏实实, 一点疑虑

也没有。后指下定决心 , 忠心耿耿干

事 , 不再有其他想法。

【出处】元·乔孟符《鸳鸯被》四折 : “这

洛阳城刘员外, 他是个有钱贼, 只要

你还了时 , 方才死心塌地。”

【例句】她 ～的要嫁给那个才貌一般的

男人。

【近义】至死不变  执迷不悟

【反义】回心转意  三心二意

死有余辜
【注音】sǐyǒu yúɡū

【释义】辜 : 罪。就是处以死刑 , 也抵偿

不了所造成的罪恶。指罪大恶极。

【出处】汉·班固《汉书·路温舒传》:

“盖奏当之成 , 虽咎繇听之 , 犹以为死

有余辜。”

【例句】这个被判死刑的悍匪, 杀人无

数 , 罪大恶极 , ～。

【近义】罪该万死

【反义】网开一面

死于非命
【注音】sǐyúfēi mìnɡ

【释义】非命: 遭受意外的灾祸而死。

指不是正常性死亡 , 没得好死。

【出处】宋·洪迈《夷坚志·甲志卷·

杨大同》: “尔逐利忘家, 致妻子死于

非命。”

【例句】他不买票而偷乘货车 , 结果 ～。

·007· sǐ 死



 S

四大皆空
【注音】s ìdàjiēkōnɡ

【释义】四大: 印度古代哲学认为地、

水、火、风是构成一切物质的四种元

素 , 称为“四大”。佛教借用其说, 把

坚、湿、暖、动四种性能称为“四大”,

又认为人身也由四种元素构成。指

世界上一切都是空幻的。

【例句】失业数年 , 吃尽用尽 , 我已经是

～, 一贫如洗了。

四分五裂
【注音】s ìfēn wǔliè

【释义】形容破碎不全或不集中、不团

结。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魏策一》:

“张仪为秦连横 , 说魏王曰: ‘魏南与

楚而不与齐 , 则齐攻其东; 东与齐而

不与赵 , 则赵攻其北 ; 不合于韩 , 则韩

攻其西 ; 不亲于楚 , 则楚攻其南 ; 此所

谓四分五裂之道也。’”

【例句】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 使旧中

国处于 ～的状态。

【近义】七零八落  土崩瓦解

【反义】精诚团结

四海为家
【注音】s ìhǎi wéi jiā

【释义】四海: 指天下。原指帝王统一

了天下。后形容志在四方, 到处都可

以安家。

【出处】《荀子·议兵》: “四海之内若一

家 , 通达之属莫不从服。”

【例句】这几年来我生活很不安定, 东

奔西走 , ～。

【近义】走南闯北

【反义】落叶归根

【辨析】“为”不可读作“wèi”。

四面八方
【注音】sìmiàn bāfānɡ

【释义】指各个方面或各个地方。

【出处】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

十 : “忽遇四面八方怎么生?”

【例句】杜老今天 80 大寿 , 他的朋友和

学生们从 ～赶来为他祝寿。

【近义】五湖四海

四面楚歌
【注音】sìmiàn chǔɡē

【释义】到处都是楚国人的歌声。比喻

四面受敌 , 孤立无援。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

纪》: “⋯⋯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

夜闻军四面皆楚歌。”

【典故】秦朝灭亡后, 项羽和刘邦打了

五年的楚汉战争。公元前 202 年末 ,

楚军兵败撤至垓下( 今安徽灵壁) , 被

汉军重重包围。一天夜里 , 项羽听见

汉军营里到处都在唱楚国的民歌, 大

吃一惊 , 心想汉军里怎么有这么多楚

国人 , 怀疑他的楚地已全被汉军占领

了 , 顿时感到大势已去。第二天, 项

羽带着残部八百余人, 向南突围, 逃

到乌江边 , 身边只剩二十八名士兵,

汉军又大批追杀而来。项羽自感败

局已定 , 于是拔剑自刎于江边。

【例句】破产的消息传出后, 跟他讨账

的人纷纷而至 , 他一时陷入了 ～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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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近义】走投无路

【反义】歌舞升平

四平八稳
【注音】s ìpínɡbāwěn

【释义】原指物体摆得平稳。形容人举

止稳重。现在多形容说话、办事或行

文平稳 , 只求不出差错, 缺乏进取精

神和创造性。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四十四

回 : “戴宗、杨林看裴宣时, 果然好表

人物 , 生得面白体胖 , 四平八稳 , 心中

暗喜。”

【例句】改革开放以来, 有些同志仍是

～, 缺乏开拓精神。

【近义】面面俱到  一板三眼

【反义】毛手毛脚

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
【注音】s ìtǐbùqín, wǔɡǔbùfēn

【释义】四体: 四肢; 不勤: 懒惰; 五谷:

稻、黍、稷、麦、菽 , 泛指粮食作物。指

人懒不劳动, 都分不清常 吃的粮食作

物。形容脱离劳动 , 缺乏生产常识的

人。

【出处】《论语·微子》: “子路从而后,

遇丈人 , 以杖荷磖。子路问曰 : ‘子见

夫子乎?’丈人曰 : ‘四体不勤、五谷不

分 , 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

【例句】我们新一代的青年绝不能做 ～

的书呆子。

四通八达
【注音】s ìtōnɡbādá

【释义】通、达 : 畅通无阻。四面八方都

有道路可通。指交通方便。

【出处】《子华子·晏子问党》: “且齐之

为国也 , ⋯⋯其途之所出, 四通而八

达 , 游士之所凑也。”

【例句】香港海、陆、空交通 ～, 异常方

便。

【近义】畅通无阻

【反义】死路一条

似曾相识
【注音】sìcénɡxiānɡs hí

【释义】曾 : 曾经。似乎曾经见过面 , 并

不陌生。

【出处】宋·晏殊《浣溪沙》: “无可奈何

花落去 , 似曾相识燕归来, 小园香径

独徘徊。”

【例句】一位 ～的姑娘邀他共舞。

【辨析】“曾”不可读作“zēnɡ”。

似是而非
【注音】sìs hìér fēi

【释义】好像是真的 , 但实际上是假的 ;

好像是对的 , 实际上是错的。

【出处】《庄子·山木》: “周将处乎材与

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 , 似之而非

也。”

【例句】他的话 ～, 叫人摸不着头脑。

似懂非懂
【注音】sìdǒnɡfēi dǒnɡ

【释义】似 : 好像; 懂: 理解了 ; 非 : 没有。

好像懂了 , 又好像没懂。表示没有完

全明白。

【例句】学习上遇到的问题, 我们应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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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砂锅“问”到底 , 不能 ～。

驷马难追
【注音】s ìmǎnán zhuī

【释义】驷马: 同拉一辆车的四匹马。

四匹马拉着车也难以追回。比喻既

成事实 , 不可挽回。

【出处】《邓析子·转辞》: “一言而非,

驷马不能追; 一言而急 , 驷马不能

及。”

【例句】你在做出承诺前一定要想清

楚 , 不然一言既出 , ～。

【近义】一言为定

【反义】出尔反乐

肆无忌惮
【注音】s ìwújìdàn

【释义】肆 : 放肆。忌惮 : 顾忌和惧怕。

任意胡为 , 毫无畏忌。

【出处】汉·戴圣《礼记·中庸》: “小人

之( 反) 中庸也 , 小人而无忌惮也。”朱

熹注 : “小人不知有此 , 则肆欲妄行而

无所忌惮矣。”

【例句】每逢父亲离家 , 儿子们便 ～, 为

所欲为 , 不服母亲的管教。

【近义】明目张胆

【反义】谨言慎行

sonɡ

耸人听闻
【注音】s ǒnɡrén tīnɡwén

【释义】耸 : 使惊动。使人听了之后感

到震惊。

【出处】清·方苞《望溪集·谈大诰》:

“盖纣之罪 , 可列数以耸人听。”

【例句】高速公路上的两车只是轻微的

擦挂 , 却被他说成了 ～的大车祸。

【近义】危言耸听

【反义】实事求是

送故迎新
【注音】sònɡɡùyínɡxīn

【释义】原指送旧官, 迎新官。泛指送

走旧的 , 迎来新的。也作“送旧 迎

新”。

【出处】汉·班固《汉书·王嘉传》: “送

故迎新 , 交错道路。”

【例句】除夕夜 , 家家户户 ～。

【近义】辞旧迎新

送君千里, 终须一别
【注音】sònɡ jūn qiān lǐ, zhōnɡxūyī

bié

【释义】君 : 敬称对方; 千里: 言其远;

终 : 终究。送再远的路 , 终究要分别。

【例句】自古道 : “～”, 你就别送了, 请

回去吧!

送往迎来
【注音】sònɡwǎnɡyínɡlái

【释义】送走离去的, 迎接来到的。指

人际交往中的应酬接待。

【出处】《礼记·中庸》: “送往迎来, 嘉

善而矜不能 , 所以柔远人也。”

【例句】饭店里的迎宾小姐每天不知 ～

了多少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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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古非今
【注音】s ònɡɡǔfēi jīn

【释义】颂 : 颂扬; 非 : 责难。赞扬古代

的 , 挑剔并否定现代的。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

纪》: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

【例句】这个人看问题总是偏激, 对有

些事情 , 他不是 ～, 就是崇洋媚外。

【反义】厚今薄古

sou

搜索枯肠
【注音】s ōu suǒkūchánɡ

【释义】枯肠 : 心肠都枯干了 , 形容思路

枯竭。比喻冥思苦想。

【出处】唐·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

茶》: “三訷( 碗 ) 搜枯肠 , 唯有文字五

千卷。”

【例句】这位诗人 ～, 也想不出一个满

意的词。

【近义】挖空心思

【反义】文思泉涌

su

俗不可耐
【注音】s úbùkěnài

【释义】庸俗得使人无法忍受。

【出处】清·蒲松龄《聊斋志异·沂水

秀才》: “一美人置白金一铤, 可三四

两许 , 秀才掇内袖中。美人取巾, 握

手笑出曰 : ‘俗不可耐。’”

【例句】她这一身打扮 , ～。

【反义】冰清玉洁  雍容尔雅

速战速决
【注音】sùzhàn sùjué

【释义】决 : 决断。快速地发起战争 , 快

速地完成任务。

【例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必须采

取集中优势兵力 , ～的战术。

素昧平生
【注音】sùmèi pínɡshēnɡ

【释义】昧 : 不了解。平生 : 平素。从来

都不相识。

【出处】唐·李商隐《赠田叟》: “鸥鸟忘

机翻浃洽 , 交亲得路昧平生。”

【例句】两个 ～的人, 有时也会一见如

故。

【近义】素不相识  水米无交

【反义】不解之缘

素不相能
【注音】sùbùxiānɡnénɡ

【释义】素 : 平素; 相: 互相; 能 : 和睦, 交

好。两者间平时一直不和睦。

【例句】他姿态很高, 主动去拜访 ～的

小王。

素不相识
【注音】sùbùxiānɡs hí

【释义】素 : 平时 , 向来 ; 昧 : 不了解。向

来不认识。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吴书·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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瑁传》: “及同郡徐原 , 爰居会稽 , 素不

相识 , 临死遗书 , 托以孤弱。”

【例句】我和他 ～, 但在我摔伤后 , 他却

立即把我送到医院治疗。

肃然起敬
【注音】s ùrán qǐjìnɡ

【释义】肃然: 肃穆的样子。起: 产生,

引起。表现出恭敬的神态和流露出

钦佩的感情。

【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箴规》: “高足之徒皆肃然增敬。”

【例句】他虽然远远地落后了, 但仍然

坚持跑完全程 , 这种精神 , 令人 ～。

【近义】必恭必敬

【反义】哑然失笑

夙兴夜寐
【注音】s ùxīnɡyèmèi

【释义】夙 : 早 ; 兴 : 起 ; 寐 : 睡。早起晚

睡。形容勤劳不怠。

【出处】《诗经·小雅·小宛》: “夙兴夜

寐 , 毋忝尔所生。”

【例句】张校长几十年如一日 , ～, 把全

部精力都献给了教育事业。

suɑn

酸甜苦辣
【注音】s uān tián kǔlà

【释义】比喻人生经历中各种复杂的感

受。

【出处】《鹖冠子·环流五》: “阴阳不同

气 , 然其为和同也; 酸咸甘苦之味相

反 , 然其为善均也。”

【例句】过了大半辈子的人, ～各种人

生滋味大都品尝过了 , 也就认识到安

定幸福的生活得来不易 , 因而更加珍

惜。

【近义】悲欢离合

sui

虽死犹生
【注音】suīs ǐyóu shēnɡ

【释义】犹 : 还。人虽然故去 , 但精神与

榜样还存在着。比喻道德高尚、业绩

卓著、成为人生楷模的人, 他们的精

神与风范永存。

【出处】北齐·魏收《魏书·咸阳王禧

传》: “今属危难, 恨无远计, 匡济圣

躬。若与殿下同命 , 虽死犹生。”

【例句】白求恩大夫对工作极端负责,

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他的精神

感人至深 , 他 ～。

随波逐流
【注音】suíbōzhúliú

【释义】随波浪而起伏 , 随流水而漂荡。

比喻跟着别人行动。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

列传》: “举世混浊, 何不随其流而扬

其波。”

【例句】青年人应有高尚理想, 远大志

向 , 切不可 ～。

【近义】同流合污

【反义】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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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应变
【注音】s uíjīyìnɡbiàn

【释义】顺应时机, 应付变化。指根据

实际情况灵活地应付临时的变化。

【出处】后晋·张昭远 , 贾纬等《旧唐书

·郭孝恪传》: “请固武牢 , 屯军訿水,

随机应变 , 则易为克殄。”

【例句】在社会中谋生 , 如果能 ～, 就比

别人有利得多了。

【近义】通权达变

【反义】一成不变

随声附和
【注音】s uíshēnɡfùhè

【释义】随声 : 跟着别人的话音。附和:

跟着别人说。无主见地或随便地跟

着别人说。

【出处】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宫

殿》: “世宗既改大礼 , 恚群臣力争 , 遂

改郊庙 , 一切变易从新, 并改殿名 , 大

臣随声附和 , 举朝皆震慑不敢言。”

【例句】听别人 ～几句, 她就真的以为

自己代表了真理。

【近义】唯唯诺诺  吠形吠声

随心所欲
【注音】s uíxīn s uǒyù

【释义】欲 : 希望。顺从心里的希望 , 想

怎样就怎样。多带贬义。

【出处】《论语·为政》: “七十而从心所

欲 , 不逾矩。”

【例句】他仗着家里有权有势 , 就 ～, 胡

作非为。

【近义】为所欲为

【反义】循规蹈矩

随遇而安
【注音】suíyùér ān

【释义】随 : 顺应。遇: 境遇、环境。顺

应环境并安下心来。

【出处】宋·朱熹《朱文公文集·答何

叔京》: “安士者 , 随所遇安也。”

【例句】他个人生活非常俭朴 , 能 ～, 在

野外工作 , 从不计较条件好坏。

【近义】随乡入乡

【反义】见异思迁

岁寒三友
【注音】suìhán sān yǒu

【释义】指松、竹、梅。松竹经寒冬而不

凋 , 梅则在寒冬开花。岁寒: 比喻浊

世。三友 : 山水、松竹、琴酒。三者在

浊世代表清高的事物。

【例句】我伯父酷爱 ～, 特辟了块园子

来种这些植物。

sun

损兵折将
【注音】sǔn bīnɡzhéjiànɡ

【释义】损 : 减少; 损失。指作战失利,

士兵和将领伤亡较多。形容作战遭

到惨败。

【出处】元·无名氏《活拿萧天佑》第一

折 : “但行兵便是损兵折将 , 不如讲和

为上。”

【例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使

国民党 ～, 为我军解放全国奠定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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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损公肥私
【注音】s ǔn ɡōnɡféi sī

【释义】损 : 损害, 使受损失; 肥 : 使受

益。损害公家的或公众的利益来使

自己获利。

【例句】群众对贪污腐化、～的人深恶

痛绝。

【近义】假公济私

【反义】大公无私  公而忘私

损人利己
【注音】s ǔn rén lìjǐ

【释义】损害别人的利益 , 使自己得利。

【出处】元·无名氏《陈州粜米》一折:

“坐的个上梁不正, 只待要损人利己

惹人憎。”

【典故】陆象先是唐朝人 , 考中进士后,

留在朝中做官。因他为人正直 , 公而

忘私 , 唐睿宗时曾一度出任宰相。

唐玄宗时 , 陆象先被任命为益州

大都督府长史 , 兼剑南道按察使。陆

象先信仰孔子的主张, 坚持推行仁

政 , 反对滥用酷刑。一天, 一个朋友

劝陆象先说 : “你应当适当地使用仗

刑 , 给自己树威。否则, 下面的人办

事就会俭懒 , 不知惧。”

陆象先反驳说: “为官一任, 靠的

是理。有了理 , 就可以把政事办好,

何须用酷刑为自己树立威名呢? 这

种损人利己的事 , 决不是仁义之举我

是不会做的。”

陆象先重视教化 , 以诚感人, 坚持

推行仁政 , 从不滥用酷刑, 把任内的

事处理得很好 , 威名也越来越大了。

【例句】你是个共产党员, 怎么能做这

种 ～的事呢?

【近义】自私自利

【反义】舍己为人

【辨析】～和“自私自利”都可表示“极

其自私”。但 ～偏重于“损人”, 即损

害别人来为自己谋利 ; 而“自私自利”

只是表示“极为自私 , 只为自己着

想”, 不一定损害别人利益。

suo

缩手缩脚
【注音】suōshǒu s uōjiǎo

【释义】 �因寒冷) 卷缩手脚。多形容胆

小而不敢放手办事。

【出处】清·刘鹗《老残游记》六回 : “喊

了许久 , 店家方拿了一盏灯, 缩手缩

脚的进来。”

【例句】思想上框框太多, 行动上必然

～。

【近义】畏首畏尾

所见所闻
【注音】suǒjiàn s uǒwén

【释义】看到的和听到的。

【出处】宋·王安石《明州慈溪县学

记》: “则士朝夕所见所闻, 无非所以

治天下国家之道。”

【例句】我将暑假中的 ～, 整理成了一

个调查报告。

【近义】耳闻目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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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向披靡
【注音】s uǒxiànɡpīmǐ

【释义】所向 : 风吹向的地方。披靡 : 草

木随风倒伏的样子。比喻力量达到

的地方 , 一切障碍都被清除。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

纪》: “于是项王大呼驰下, 汉军皆披

靡。”

【例句】起义军直入中原 , ～。

【近义】所向无敌  百战百胜

【反义】望风披靡  兵败如山倒

所向无敌
【注音】s uǒxiànɡwúdí

【释义】所向: 指力量达到的地方; 无

敌 : 没有可抵挡的敌手。形容军力强

大 , 势不可当。

【出处】三国·蜀·诸葛亮《心书》: “善

将者 , 因天之时, 就地之势, 依人之

利 , 则所向无敌 , 所击者万全矣。”

【例句】这个团非常勇猛, 在历次战役

中 ～。

【反义】有触即溃  不堪一击

所作所为
【注音】suǒzuòsuǒwéi

【释义】指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所做的一

切。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十六回:

“自此凤姐胆识愈壮 , 以后所作所为 ,

诸如此类 , 不可胜数。”

【例句】你自己想想 , 你的 ～, 究竟对得

起谁?

【辨析】“为”不可读作“wèi”。

索然寡味
【注音】suǒrán ɡuǎwèi

【释义】索: 尽, 没有 ; 索然: 没有的样

子 ; 寡 : 少 ; 味 : 趣味。形容一点兴趣

和意味也没有。

【出处】明·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具

品》第六折 : “满纸是塞白之语, 索然

无一毫趣味。”

【例句】这篇文章写得真没“劲”, 读来

～。

【反义】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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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ɑ

他山之石
【注音】tāshān zhīshí

【释义】常与“可以攻玉”连用。他山:

别的山。别的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

琢磨玉器。本来指别国的贤才可以

为我所用。后用此比喻能为自己提

供借鉴以纠正错误、弥补不足的外

力。

【出处】《诗经·小雅·鹤鸣》“它山之

石 , 可以为错 ( 打磨玉的石头 ) ”, 又

“它山之石 , 可以攻玉”。

【例句】外国的技术 , 我们可以采取“拿

来主义”, ～。

tɑi

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
【注 音 】 tài ɡōnɡ diào yú, yuàn

zhěs hànɡɡōu

【释义】太公 : 姜太公 , 名尚, 字子牙 , 又

称吕尚 , 西周初年的功臣。传说姜太

公在渭水边 , 用无饵直钩在离水面三

尺高的地方钓鱼, 还说: “负命者上钩

来。”比喻心甘情愿地上圈套。

【出处】元·元名氏《武王伐纣平话》:

“当日 , 姜尚西走至岐州南四十里 , 虢

县南十里 , 有渭水河岸 , 有銵溪之水。

姜尚因命守时, 直钩钓渭水之鱼, 不

用香饵之食 , 离水面三尺 , 尚自言曰 :

‘负命者上钩来! ’”

【例句】所谓 ～, 说的就是他那种愚蠢

至极的人。

太平盛世
【注音】tài pínɡs hènɡshì

【释义】指社会安宁、政治清明、经济繁

荣兴盛的时代。

【出处】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章

枫山封事》: “余谓太平盛世, 元夕张

灯 , 不为过侈。”

【例句】你生在这 ～, 又正当有为之年 ,

为何却不出去干一番事业?

【近义】四海升平  国泰民安

【反义】兵荒马乱  天下大乱

泰然自若
【注音】tài rán zìruò

【释义】泰然 : 镇静的样子。自若 : 跟平

常一样。形容碰上意外、严重或紧急

的情况 , 能沉着镇静 , 不慌不忙。

【出处】茅盾《腐蚀》: “我在表面上虽还

泰然自若 , 心里却感得急了。”

【例句】小炉匠押来了, 他故意装出一

副 ～的样子。

【近义】面不改色  神色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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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七上八下  目瞪口呆

泰山北斗
【注音】tài shān běi dǒu

【释义】古人认为 , 泰山为五岳之首 ; 北

斗星在众星中最明亮。用以比喻德

高望重、成就卓越而受人敬仰的人。

【出处】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

韩愈传赞》: “自愈没 , 其言大行 , 学者

仰之如泰山北斗。”

【例句】蔡元培先生是中国学术界的

～。

泰山压顶
【注音】tài shān yādǐnɡ

【释义】像泰山压在头上了。比喻压力

或打击极大, 或极大的困难降到头

上。

【例句】失去儿子的打击犹如 ～一般,

但她没有因此而倒下, 仍然坚持工

作。

tɑn

贪财慕势
【注音】tān cái mùshì

【释义】指贪图钱财 , 羡慕权势。

【例句】他不是那种 ～的人。

【反义】两袖清风

贪得无厌
【注音】tān déwúyàn

【释义】厌 : 满足。指贪心永远没有满

足的时候。

【出处】《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生伯

封 , 实有豕心, 贪婪无厌, 忿类无期,

谓之封豕。”

【例句】他是一个 ～的人, 大家都不愿

同他交往。也作“贪婪无厌”、“贪欲

无厌”、“贪而无厌”。

【近义】欲壑难填

【反义】一介不取

贪多务得
【注音】tān duōwùdé

【释义】务 : 力求。原指学习时力求最

大限度地获得所需要的东西。后泛

指欲望很大 , 并且想方设法地去达到

目的。

【出处】唐·韩愈《进学解》: “贪多务

得 , 细大不捐。”

【例句】一个人如果在物质上 ～, 而在

精神上一贫如洗 , 那是很可悲的。

【近义】贪心不足

贪官污吏
【注音】tān ɡuān wūlì

【释义】贪赃枉法的官吏。

【出处】元·无名氏《鸳鸯被》第四折:

“一应贪官污吏 , 准许先斩后闻。”

【例句】抗战期间, 国统区的老百姓本

来就民不聊生 , 却还要受 ～的盘剥。

【近义】奸官污史

【反义】草莽英雄

贪生怕死
【注音】tān shēnɡpàsǐ

【释义】贪恋生存, 害怕死亡。多用以

谴责在危及生命的关头只求活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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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一切的人。

【出处】汉·班固《汉书·文三山传》:

“今立自知贼杀中郎曹将 , 冬月迫促,

贪生畏死 , 即诈僵仆阳病, 侥幸得逾

于须臾。”

【例句】看到不法之徒的犯罪行为, 不

敢出来斗争 , 这是 ～的表现。

【近义】爱生恶死  贪图享乐

【反义】勇往直前  视死如归

贪天之功
【注音】tān tiān zhīɡōnɡ

【释义】贪 : 贪图 , 贪占 ; 天 : 古时认为天

是万物的主宰 , 指把一切功劳归为己

有。现反映多把别人的、集体的功劳

归到自己身上。

【出处】《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窃人

之财 , 犹谓之盗 , 况贪天之功 , 以为己

力乎! ”

【例句】这项成果是同志们共同取得

的 , 他 ～, 大伙不会答应 。

贪污腐化
【注音】tān wūfǔhuà

【释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地占取

财物 , 过着糜烂堕落的生活。

【例句】每个干部都应该保持廉洁的作

风 , 决不能滋长 ～的坏习气。

【近义】贪赃枉法

【反义】克己奉公

贪赃枉法
【注音】tān zānɡwǎnɡfǎ

【释义】贪赃 : 官吏接受贿赂。枉法 : 歪

曲和违背法律。指贪污受贿 , 违法乱

纪。

【出处】明·冯梦龙《喻世明言》: “做官

的贪赃枉法得来的钱钞 , 此乃不义之

财 , 取之无碍。”

【例句】真正的共产党员决不会 ～的。

【近义】徇私枉法  贪赃舞弊

【反义】清正廉明  廉洁奉公

昙花一现
【注音】tán huāyíx iàn

【释义】昙花: 仙人掌科植物, 形态奇

特 , 花美而香 , 但开花时间短, 很快便

凋谢了。原指昙花难得出现。现用

来比喻某些事物或人刚一出现 , 很快

就消逝了。

【出处】《妙法莲华经·方便品第二》:

“佛告舍利旨, 如是妙法, 诸佛如来,

时乃说之 , 如优昙钵花 , 时一现耳。”

【例句】演艺界不少明星都是 ～, 只有

功底深厚才能永葆艺术青春。

【近义】日出冰消  好景不长

【反义】与世长存  万古长青

谈何容易
【注音】tán hérónɡyì

【释义】后来多形容实际去做不像随便

说一说那样简单容易。

【出处】汉代东方朔《非有先生论》: “吴

王曰 : ‘可以谈矣, 寡人将竦意而览

焉。’先生曰: ‘于戏! 可乎哉! 可乎

哉! 谈何容易! 夫谈有悖于目拂于

心而便于身者 , 或有说( 悦) 于目顺于

耳快于心而毁于行者, 非有明王圣

主 , 孰能听之?’”王先谦补注: “贾生

有言 : ‘恳言则辞浅而不入 , 深言则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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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而失指’, 故曰谈何容易。”

【典故】西汉的东方朔 , 不修边幅 , 并且

说话充满了滑稽幽默 , 是个很有才华

的人。

汉武帝对他非常信任, 只要是东

方朔讲的话, 他都采纳。不过东方朔

的职位并不高 , 只是个侍郎, 别人问

他 : “武帝这么相信你的话 , 但为什么

不要大官做呢?”东方朔一句话也不

回答 , 回到书房, 写了两篇著名的文

章 , 一篇叫《答客难》, 另一篇叫《非有

先生传》。

在《非有先生传》里, 他假设了吴

王和非有先生用问答方式来讨论政

治问题。非有先生对吴王说 : “政治,

可不是开玩笑 , 谈何容易呢, 夏朝的

关龙逢向桀王进谏 , 比干劝纣王修明

政治。这两位贤明的忠臣, 冒着生命

的危险 , 谏劝皇上, 目的是为社会多

做点事 , 为百姓造福。但是桀和纣都

是昏庸无道的国君 , 不但没有采纳他

们的建议 , 反而杀害了他们。因为他

们两人的被杀 , 一般人就只能明哲保

身了 , 对那些暴虐昏君, 只能守口如

瓶 , 不敢进言了。”

非有先生举了许多实例, 说明和

君王谈政治问题并不是什么容易的

事。

【例句】一个人想要事业成功, 不吃苦

头 , ～。

【近义】来之不易

【反义】一蹴而就  轻而易举

谈虎色变
【注音】tán hǔsèbiàn

【释义】色 : 脸色。原指曾被老虎咬伤

的人此后一谈起老虎就吓得脸色都

变了。后来用以比喻一提到可怕的

事情 , 神经就过度紧张。

【出处】宋代程颐《二程全书·遗书二》

上 : “真知与常知异。尝见一田夫 , 曾

被虎伤 , 有人说虎伤人 , 众莫不惊, 独

田夫色动异于众。若虎能伤人 , 虽三

尺童子莫不知之, 然未尝真知, 真知

须如田夫乃是。”

【例句】木屋区的居民 , 一提到水灾 , 便

～, 紧张之极。

【近义】风声鹤�  闻风丧胆

【反义】无所畏惧  面不改色

谈天说地
【注音】tán tiān shuōdì

【释义】形容海阔天空, 漫无边际地闲

谈。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七

卷 : “钱青见那先生学问平常 , 故意谈

天说地 , 讲古论今, 惊得先生一字俱

无。”

【例句】课间休息时, 同学们聚在一起

～好不热闹。

【近义】侃侃而谈

【反义】缄口不语

谈笑风生
【注音】tán xiào fēnɡs hēnɡ

【释义】形容谈话时有说有笑, 生动风

趣。

【出处】宋·辛弃疾《念奴娇·赠夏成

玉》: “遐想后日蛾眉 , 两山横黛 , 谈笑

风生颊。”

·217· tán 谈



 T

【例句】讨论会上 , 她 ～, 从容自如。

【近义】妙语解颐  谈笑自如

【反义】死气沉沉  相对无言

弹冠相庆
【注音】tán ɡuān xiānɡqìnɡ

【释义】冠 : 帽子。掸去帽子上的尘土,

表示庆贺。本指志同道合的朋友做

了官 , 自己也为必将得到引荐而庆

幸。后指因即将做官而互相祝贺。

也形容坏人得意, 准备登台的样子。

【出处】汉·班固《汉书·王吉传》: “吉

与贡禹为友, 世称‘王阳 ( 王吉, 字子

阳) 在位 , 贡公弹冠’, 言其取舍同

也。”

【例句】他用不正当的手段坐上了公司

的第一把交椅 , 他的同流们 ～。

【近义】额手称庆  鸡犬长天

【反义】如丧考妣

弹指之间
【注音】tán zhǐzhījiān

【释义】弹指 : “一弹指”的省略语。按

佛经说法 , 二十念为一瞬, 二十瞬为

一弹指。形容时间极短暂。

【出处】晋·唐僧会《安般守意经序》:

“弹指之间 , 心九百六十转 , 一日一夕

十三亿意。”

【例句】时间过得真快, ～我离开家已

二十年了。

【近义】转瞬之间

【反义】年深日久

忐忑不安
【注音】tǎn tèbùān

【释义】忐忑: 心神不定。形容心神非

常不安。

【例句】正当我因迷路 ～时, 一位少先

队员把我送到了我要去的地方。

叹为观止
【注音】tàn wéi ɡuān zhǐ

【释义】叹 : 赞赏。赞叹所看到的事物

美好到了极点。

【出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 赞

说 : “德至矣哉! 大矣 , 如天之无不�

也 , 如地之无不载也, 虽甚盛德 , 其蔑

以加于此矣, 观止矣! 若有他乐, 吾

不敢请已! ”

【例句】王师傅精湛的修理手艺, 让人

～。

【近义】拍案叫绝

探囊取物
【注音】tàn nánɡqǔwù

【释义】囊 : 口袋。伸手到口袋里去取

东西。比喻轻而易举, 得来毫不费

力。

【出处】宋·欧阳修、宋祁《新五代史·

南唐世家》: “李谷曰: ‘中国用吾为

相 , 取江南如探囊中物尔。’”

【典故】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兴旺强盛的

王朝 , 经济繁荣, 文化灿烂 , 是我国封

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唐朝后期 , 出现了宦官专权、朋党

之争、藩镇割据的局面, 国势由盛转

衰 , 公元 907 年被朱温所灭。

唐朝灭亡后, 后温建立了后梁 , 后

梁之后 , 相继有后唐、后晋、后汉、后

周 , 统称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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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更替频繁, 各王朝统治时间

极短 , 长者 17 年 , 短者仅 4 年。五代

仅 54 年 , 是我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混

乱的时代。

在江南等地, 还有十国与中原地

区的五国先后并立: 前蜀、后蜀、吴、

南唐 , 闽、楚、南汉、荆南、吴越、北汉。

五代与十国合称五代十国。

单说后唐有个才子 , 名叫韩熙载,

于同光年间考中了进士。韩熙载擅

长书画 , 在中原名气很大。

后来 , 韩熙载的父亲韩光昌因事

被后唐所杀 , 韩熙载急忙逃往江南。

临行时 , 他的朋友李谷为他送行。韩

熙载对李谷说 :

“江南如果哪个国家肯重用我 , 让

我当宰相 , 我一定率军长驱北上, 一

举平定动乱的中原。”

李谷应声说道 :

“中原哪个国家如果肯用我做宰

相 , 那么 , 夺占江南各国 , 不过如探囊

取物罢了。”

后来 , 他们两人都未遇到明主, 因

而他们的豪言壮语也未能兑现。

【例句】他做这件事很容易 , 犹如 ～。

【近义】瓮中捉鳖  轻而易举  易如反

掌 垂手可得  手到擒来  如汤沃

雪 唾手可得

【反义】海底捞针  大海捞针  沙里淘

金 难于上天  来之不易

探头探脑
【注音】tàn tóu tàn nǎo

【释义】形容躲躲闪闪、窥探张望的样

子。

【出处】宋·朱熹《朱子语类·大学

五》: “时时去他那下探头探脑, 心下

也须疑它那下有个好处在。”

【例句】小明在办公室外 ～。

tɑnɡ

堂而皇之
【注音】tánɡér huánɡzhī

【释义】堂皇 : 本作“堂隍”, 官署的大堂

引申指广大、端正。形容端庄、广大、

雄伟。也形容公开或不加掩饰。

【出处】邹韬奋《经历·踏进了约翰》:

“坐在一排一排的矮椅子上, 和跪下

的样子也差不多 , 大家便实行马虎主

义 , 还是堂而皇之地坐着。”

【例句】他假装成警察, ～地走进了宾

馆。

【近义】冠冕堂皇

【反义】鸡鸣狗盗

堂堂正正
【注音】tánɡtánɡzhènɡzhènɡ

【释义】堂堂 : 强大 , 威武。正正 : 整齐 ,

原形容军容强大整齐。后形容光明

正大。

【出处】《孙子·军争》: “无邀正正之

旗 , 勿击堂堂之陈( 阵) 此治变者也。”

【例句】我们要认认真真地做事, 堂堂

正正的做人。

【近义】正大光明

【反义】歪门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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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衣炮弹
【注音】tánɡyīpào dàn

【释义】用糖裹着的炮弹。比喻伪装起

来腐蚀人的手段。

【出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

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

告》: “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

过的 , 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

的称号 ; 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

的炮弹的攻击 , 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

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例句】有些人在战场上是英雄, 不曾

被拿枪的敌人征服 , 但经不起各种 ～

的攻击。

螳臂当车
【注音】tánɡbìdānɡchē

【释义】当 : 阻挡。螳螂伸出臂膀阻挡

车轮。比喻不自量力。

【出处】《庄子·人间世》: “汝不知夫螳

螂乎 , 怒其臂以当车辙, 不知其不胜

任也。”

【例句】反动派还想负隅顽抗 , 真是 ～,

不自量力。

【近义】以卵击石  不自量力

【反义】知难而退  量力而行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注音】tánɡlánɡbǔchán, huánɡquè

zài hòu

【释义】螳螂要捕捉前面的蝉, 不料黄

雀在后面正要啄食它。比喻只顾前

面的利益 , 而没有想到祸害就要降临

到自己头上。

【出处】《庄子·山木》: “睹一蝉, 方得

美荫而忘其身, 螳螂执翳而搏之, 见

得而忘其形 ; 异鹊从而利之, 见利而

忘其真。”

【例句】侵略者只想侵略别人, 它忘了

～, 这个故事是很有道理的。

tɑo

滔滔不绝
【注音】tāo tāo bùjué

【释义】滔滔: 大水滚滚奔流的样子。

绝 : 断。形容说话多 , 连续不断地说。

【出处】《荡寇志》一百二十回 : “成英反

复议论 , 滔滔不绝, 口若悬河。”“绝”

也作“竭”。

【例句】小博士刘智同学见多识广, 又

善于用语言表达 , 说起话来总是 ～。

【近义】口若悬河

【反义】缄口结舌  缄口无言

滔天罪行
【注音】tāo tiān zuìxínɡ

【释义】滔天 : 漫天 , 满天。形容罪恶极

大。

【例句】 �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侵略

军对中国人民犯下了 ～。

逃之夭夭
【注音】táo zhīyāo yāo

【释义】原作“桃之夭夭”。原形容桃树

枝叶繁茂。后来借“桃”谐“逃”的音 ,

用作逃跑的诙谐说法。

【出处】《诗经·周南·桃夭》: “桃之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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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 , 灼灼其华。”

【例句】那个罪犯虽 ～了 , 但法网恢恢,

终会将他捉拿归案的。

【近义】溜之大吉

【反义】插翅难飞

桃红柳绿
【注音】táo hónɡliǔlǜ

【释义】桃花红, 柳叶绿。形容绚丽多

彩的春天景色。

【例句】阳春三月, 郊外 ～的景象令无

数城市人流连忘返。

【近义】花红柳绿  鸟语花香

桃李满天下
【注音】táo lǐmǎn tiān xià

【释义】桃李 : 桃树和李树 , 比喻培育的

人才。培养的人才很多 , 遍布各地。

【出处】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

则天皇后久视元年》: “( 狄) 仁杰又尝

荐夏官侍郎姚元崇⋯⋯等数十人 , 率

为名臣。或谓仁杰曰 : ‘天下桃李 , 悉

在公门矣。’”

【例句】他为师 40 年 , 现已是 ～了。

讨价还价
【注音】tǎo jiàhuán jià

【释义】买卖双方协商、争议货物的价

格。现多用来比喻谈判或接受任务

时提出条件 , 要求对方满足自己。

【出处】明·冯梦龙《古今小说》卷一:

“三巧儿问了他讨价还价。”

【例句】在集市上买东西 , 必须学会 ～。

【近义】斤斤计较

【反义】三言两语  宽宏大量

tenɡ

腾云驾雾
【注音】ténɡyún jiàwù

【释义】驾着云雾在空中飞行。形容行

进极快。形容晕头转向的感觉。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江流认

亲》: “圣僧罗汉落水 , 水卒, 你与我腾

云驾雾 , 扛抬到金山寺前去者。”

【例句】乘坐架空索道车, 像 ～似的飘

过去 , 飞过来。

【近义】驾雾腾云

ti

提纲挈领
【注音】tíɡānɡqièlǐnɡ

【释义】纲 : 网的总绳。挈: 提。领 : 衣

领。提起钢绳 , 拉起衣领。比喻抓住

事物的关键部分 , 或简明扼要地将事

物的要领提示出来。

【出处】《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善张

网者引其纲。”

【例句】他把这次会议的要求做了一个

～的介绍 , 大家便热烈地讨论起来。

【近义】钩玄提要  以一持万

【反义】本末倒置

提心吊胆
【注音】tíxīn diào dǎn

【释义】心和胆都悬挂着。形容非常害

怕、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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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第十七

回 : “众僧闻得此言, 一个个提心吊

胆 , 告天许愿。”

【例句】看他的杂技表演 , 真让人 ～, 怕

他摔下来。

【近义】悬心吊胆  心惊胆战

【反义】悠然自得

啼笑皆非
【注音】tíxiào jiēfēi

【释义】啼 : 哭。皆: 都。非 : 不是。哭

也不是 , 笑也不是。形容处境尴尬为

难。

【出处】唐·孟蓕《本事诗》载南朝·陈

·徐德言之妻乐昌公主诗: “笑啼俱

不敢 , 方验作人难。”

【例句】他明明戴着眼镜, 却满屋子到

处找他的眼镜 , 令人 ～。

【近义】哭笑不得  狼狈不堪

【反义】镇定自若

啼饥号寒
【注音】tíjīháo hán

【释义】啼 : 哭泣; 号 : 号叫。形容因饥

饿寒冷 , 无衣无食而哭叫。

【出处】唐·韩愈《进学解》: “冬暖而儿

号寒 , 年丰而妻啼饥。”

【例句】现在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的人

民仍然过着 ～的生活。

【反义】丰衣足食

醍醐灌顶
【注音】tíhúɡuàn dǐnɡ

【释义】醍醐 : 由牛乳提炼出的纯酥油,

比喻最高的佛法。灌: 浇。顶 : 头顶。

佛教用以比喻灌输智慧 , 使人得到启

发和彻悟。也比喻感到清凉舒适。

【出处】唐·顾况《行路难》: “岂知灌顶

有醍醐 , 能使清凉头不热。”

【例句】此次调动 , 我很想不通 , 听他一

说 , ～, 我全理解了。

【近义】如饮醍醐

体贴入微
【注音】tǐtiērùwēi

【释义】体贴 : 体会别人的心情和处境 ,

给人关怀和照顾。入微 : 达到非常细

致的地步。关怀照顾得非常细心周

到。

【出处】清·吴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第三十九回: “这全在美人心意

上着想 , 倒也体贴入微。”

【例句】生病期间, 她对我 ～的关照 , 增

强了我战胜疾病的勇气。

【近义】关怀备至  无微不至

【反义】漠然置之  漠不关心

体无完肤
【注音】tǐwúwán fū

【释义】全身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形

容浑身是伤。比喻被批驳抨击得一

无是处。

【出处】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第八

卷 : “杨虞卿为京兆尹时 , 市里有三王

子 , 力能揭巨石 , 遍身图刺, 体无完

肤。”

【例句】在火灾现场被救出来的伤者,

十有八九 ～, 呻吟不绝。

【近义】遍体鳞伤

【反义】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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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天行道
【注音】tìtiān xínɡdào

【释义】天 : 旧时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

道 : 天道, 正道。代替上天在人世间

实行正道。

【出处】元·康进之《李逵负荆》一折:

“涧水潺潺绕寨门 , 野花斜插渗青巾,

杏黄旗上七个字: 替天行道救生民。”

【例句】 �水浒传》里宋江等人打的旗号

是 ～。

tiɑn

天崩地裂
【注音】tiān bēnɡdìliè

【释义】崩 : 倒塌; 裂 : 崩裂。天塌下 , 地

裂开。形容响声很大或变化巨大。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赵策三》:

“天崩土坼 , 天子下席。”

【例句】意外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好像

～, 把她惊呆了。

天长地久
【注音】tiān chánɡdìjiǔ

【释义】像天地的存在那样久远。形容

永恒。

【出处】《老子》七章 : “天长地久。天地

所以能长且久者 , 以其不自生, 故能

长生。”

【例句】我们的友谊 ～。

【近义】天长日久  海誓山盟  千秋万

岁 天荒地老  亿万斯年

【反义】弹指之间  电光石火

天不假年
【注音】tiān bùjiǎnián

【释义】上天不给多些日子, 就是生命

短促。

【例句】他正在大显身手之时去世 , ～,

可惜极了!

【近义】天夺其魄

【反义】天假之年

天生尤物
【注音】tiān shēnɡyóu wù

【释义】比喻艳质女子, 宛如上天特别

赐予的特殊的人。尤 : 特异。

【出处】《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夫有

尤物 , 足以移人。”

【例句】古代四大美人, 有倾国倾城的

美貌 , 真可称为 ～。

天灾人祸
【注音】tiān zāi rén huò

【释义】自然界以及人为的灾祸。

【出处】元·无名氏《冯玉兰》四折 : “屠

世雄并无此事, 敢是另有个天灾人

祸 , 假称屠世雄的么?”

【例句】旧中国常常有 ～, 所以百姓的

生活非常艰难。

【反义】万事大吉

天理良心
【注音】tiān lǐliánɡxīn

【释义】不违背天道, 本着善良的心意

做事。

【出处】《红楼梦》六十七回: “一到院

里 , 只听凤姐说到 : ‘天理良心!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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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屋里熬的越发成了贼了! ’”

【例句】做事须有 ～, 你这样对他太没

良心。

【反义】丧尽天良

天香国色
【注音】tiān xiānɡɡuós è

【释义】赞美牡丹的词语。

【出处】宋·范成大《续长恨歌》诗 : “金

杯潋滟晓妆寒 , 天香国色胜牡丹。”

【例句】这几株牡丹浓艳极了, 怪不得

古人对它有 ～之称。

天高地厚
【注音】tiān ɡāo dìhòu

【释义】比喻受人的恩德 , 像天那样高,

地那样厚。

【出处】《诗经·小雅·正月》: “谓天盖

高 , 不敢不局; 谓地盖厚, 不敢不紀

( jí) 。”

【例句】我受你的大恩大德有如 ～, 就

是尽我的能力也无法报答。

【近义】天高地迥

【反义】孤恩负德

天理循环
【注音】tiān lǐxún huán

【释义】上天对善恶奖赏和惩罚, 永是

周而复始。善恶都有报应 , 不会遗

漏。

【例句】那个人说 : “～, 就是恶有恶报,

若还不报 , 只是时辰未到。”

天理难容
【注音】tiān lǐnán rónɡ

【释义】人们对大恶的人无可奈何, 但

觉得上天终不会放过他。

【出处】《朱子语类》第十三: “天理人

欲 , 不容并立。”

【例句】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闻一多先

生 , ～!

【近义】天地不容

【反义】法外施仁

天诛地灭
【注音】tiān zhūdìmiè

【释义】天地不容, 必将它杀死。诛:

杀。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全传》: “我等

六人中 , 但有私意者 , 天地诛灭。”

【例句】这人作恶多端 , 定会 ～!

【近义】天理难容

【反义】天经地义

【辨析】“诛”不可写作“株”。

天翻地覆
【注音】tiān fān dìfù

【释义】形容变化巨大 , 或闹得很凶。

【出处】唐·刘商《胡笳十八拍》诗 : “天

翻地覆谁得知 , 如今正南看北斗。”

【例句】近年非洲许多国家独立了, 这

一大转变 , 可说是世界上 ～的大事。

【近义】天崩地裂

【反义】天下太平

天寒地冻
【注音】tiān hán dìdònɡ

【释义】形容天气非常寒冷。

【出处】元·姚燧《新水令·冬怨》曲:

“见如今天寒地冻, 知他共何人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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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例句】大西北早已 ～, 我们这里却温

暖如春。

【近义】千里冰封

【反义】烈日炎炎

天南地北
【注音】tiān nán dìběi

【释义】一个天南, 一个地北。形容分

离两地 , 相隔很远。

【出处】元·关汉卿《沉醉东风》: “咫尺

的天南地北 , 霎时间月缺花飞。”

【例句】他们来自 ～。

【近义】天涯海角

【反义】近在咫尺

天女散花
【注音】tiān nǚsàn huā

【出处】《维摩诘经·观众生品》: “时维

摩诘室有一天女, 见诸大人闻所说

法 , 便现其身, 即以天华散诸菩萨大

弟子上。华至诸菩萨即皆堕落 , 至大

弟子便著不坠。”

【例句】他将那封信撕得粉碎, 抛向空

中好似 ～。

天下为公
【注音】tiān xiàwéi ɡōnɡ

【释义】天下是大家公有的。原指不把

君位当成一家的私有。后指国家的

一切都属于人民。

【出处】汉·戴圣《礼记·礼运》: “大道

之行也 , 天下为公。”

【例句】～, 是中国共产党的美德。

【辨析】“公”不可写作“共”。

天摇地动
【注音】tiān yáo dìdònɡ

【释义】仿佛天快要塌下来, 地将要陷

下去似的。形容声势或威力强大的

变化。

【出处】清·钱彩《说岳全传》第四十三

回 : “这场大战 , 真个是天摇地动, 日

色天光。”

【例句】 �轰隆”一声 , 震得 ～。

【近义】天旋地转

【反义】风平浪静

天府之国
【注音】tiān fǔzhīɡuó

【释义】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地区。

今多指四川省。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秦策》: “田

肥美 , 民殷富, 战车万乘, 奋击百万,

沃野千里 , 蓄积饶多, 地势形便 , 此谓

天府 , 天下之雄国也。”

【例句】四川被称为“～”。

【近义】鱼米之乡

天高地迥
【注音】tiān ɡāo dìjiǒnɡ

【释义】迥 : 遥远。形容天地广阔无边。

【出处】宋·文天祥《指南录后序》: “穷

饿无聊 , 追购又急 , 天高地迥, 号呼靡

及。”

【例句】登上群山之巅 , 放眼四望 , 你会

觉得 ～, 宇宙广大无边。

【近义】天高地厚

·027· tiān 天



 T

天各一方
【注音】tiān ɡèyìfānɡ

【释义】各在天的一方。形容相距甚

远。

【出处】汉·苏武《古诗四首》之四 : “良

友远离别 , 各在天一方。”

【例句】他们夫妻虽然 ～, 但是他们彼

此却心心相印。

【近义】杳无踪影

【反义】比肩而立

天公不作美
【注音】tiān ɡōnɡbùzuòměi

【释义】天公 : 老天爷。作美 : 成全。老

天爷不肯成全好事。指事情的发展

不顺利。

【出处】《雨中登泰山》: “而今确实要登

泰山了, 偏偏天公不作美 , 下起雨

来。”

【例句】我们在广场上举办露天舞会,

可 ～, 偏下起雨来。

【反义】天公作美

天公地道
【注音】tiān ɡōnɡdìdào

【释义】像天地一样公道。形容非常公

平合理 , 引申为理所当然。

【出处】清·羽衣女士《东欧女豪杰》第

三回 : “如今人人的脑袋里头既都有

了一个社会平等 , 政治自由, 是个天

公地道的思想。”

【例句】～的说 , 他应该评为先进。

【近义】一视同仁  大公无私

【反义】贪赃枉法  徇私舞弊

天花乱坠
【注音】tiān huāluàn zhuì

【释义】传说梁武帝时 , 法师讲经 , 感动

天神 , 各色香花纷纷洒落下来。后比

喻言谈虚妄 , 动听而不切实际。

【出处】( 见《高僧传》) 《心地观经·序

品偈》: “六欲诸天来供养, 天华( 花 )

乱坠遍虚空。”

【例句】别看他把自己说得 ～, 其实大

家都知道他并没有多大的本事。

【近义】不着边际  花言巧语

【反义】平铺直叙  兴味索然

【辨析】～和“娓娓动听”都能形容说得

十分动听。区别在于 : ～形容说话漂

亮、生动 , 但虚妄、不切实际 ; “娓娓动

听”形容说话非常动听, 不含“虚妄、

不切实际”之意。

天荒地老
【注音】tiān huānɡdìlǎo

【释义】天荒芜了, 地衰老了。形容历

时久远。

【出处】唐·李贺《致酒行》: “吾闻马周

昔作新丰客 , 天荒地老无人识。”

【例句】日本在南京的大屠杀 , 纵 ～, 此

恨难消。

【近义】河清难俟

【反义】电光石火  俯仰之间

天昏地暗
【注音】tiān hūn dìàn

【释义】形容天地昏暗无光。常用来形

容云雾遮蔽或风沙漫天的景象。也

比喻政治腐败或社会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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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元曲选·无名氏〈货郎担〉

四》: “又值天昏地暗雨涟涟。”

【例句】台风一来 , 到处飞沙走石 , ～。

【近义】昏天黑地  不见天日

【反义】春光明媚

天经地义
【注音】tiān jīnɡdìyì

【释义】经 : 常道, 原则。义 : 正理。指

正确的不可改变的道理。也指不容

怀疑 , 理应如此。

【出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夫

礼 , 天之经也 , 地之义也 , 民之行也。”

【例句】学好语文是 ～的事。

【近义】理所当然  千真万确

【反义】天理难容  岂有此理

天伦之乐
【注音】tiān lún zhīlè

【释义】天伦: 指父子、兄弟、夫妻等家

属关系。家庭亲人团聚的欢乐。

【例句】只要走进他们的新居, 就会感

到 , 这是一个舒适的休憩处所, 更是

享受 ～的家园。

【近义】合家欢乐

【反义】孤苦伶仃

【辨析】“乐”不可读作“yuè”。

天罗地网
【注音】tiān luódìwǎnɡ

【释义】罗 : 捕鸟的网。上下四方都设

下包围圈。比喻法禁森严, 被围困者

走投无路。

【出处】宋·无名氏《宣和遗事·前

集》: “才离阴府詀惶难, 又值天罗地

网灾。”

【例句】八路军布下了 ～, 进入埋伏圈

的敌军一个也别想逃掉。

【近义】天网恢恢 , 疏而不漏

【反义】逃之夭夭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注音】tiān wǎnɡhuīhuī, shūér bù

lòu

【释义】天网: 天道之网, 指上天的惩

罚 ; 恢恢 : 宽广的样子; 疏 : 稀疏; 漏 :

遗漏。天道如网 , 广大无边, 看起来

很稀疏 , 却不会有遗漏。意思是天是

最公道的 , 也是十分宽容的, 但却不

会放过一个恶人。后用来形容坏人

逃不了国法惩处。

【出处】《老子》第七十三章: “天网恢

恢 , 疏而不失。”

【例句】真是 ～, 这个隐藏了十几年的

杀人犯终于被逮捕归案了。

【辨析】“恢”不可写作“灰”。

天无绝人之路
【注音】tiān wújuérén zhīlù

【释义】绝 : 断。天不会把人推到绝路

上去。形容人处于绝境 时终能找到

出路。

【出处】元·无名氏《货郎担》第四折:

“果然天无绝人之路, 只见那东北上

摇下一只船来。”

【例句】～, 幸好那天遇上好人 , 把当时

昏迷的我送到医院。

天马行空
【注音】tiān mǎxìnɡkō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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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天马: 汉朝时从西域大宛得来

的汗血马 , 即“神马”。神马腾空奔

驰。比喻才思俊逸 , 文笔奔放, 不受

拘束。

【出处】元·刘子钟《萨天锡诗集序》:

“其所以神化而超出于众表者, 殆犹

天马行空而步骤不凡 , 神蛟混海而隐

现莫测 , 威风仪廷而光彩蹁跹, 莫不

耸观而快睹也。”

【例句】这位少年书法家在众目睽睽之

下 , 挥洒自如 , 犹如 ～。

【近义】挥洒自如  龙飞凤舞

天怒人怨
【注音】tiān nùrén yuàn

【释义】上天震怒, 百姓怨恨。形容作

恶多端 , 激起民愤。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袁

绍传》: “自是士林愤痛 , 人怨天怒 , 一

夫奋臂 , 举州同声。”

【例句】这些铁道上的匪霸 , 抢劫杀人,

早已 ～,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近义】千夫所指

【反义】歌功颂德

天壤之别
【注音】tiān rǎnɡzhībié

【释义】天壤: 天上和地上。形容差别

极大。

【出处】晋·葛洪《抱朴子·内篇·论

仙》: “已有天壤之觉( 较 ) , 冰炭之乖

矣。”

【例句】国民党的军队与外国军队比较

起来真有 ～。

【近义】天渊之别

【反义】大同小异

天衣无缝
【注音】tiān yīwúfènɡ

【释义】天上神仙的衣服没有缝儿。比

喻诗、文章等浑然天成, 没有雕琢过

的痕迹或破绽。

【出处】后汉佚名《神异经》: “西荒有

人 , 不读五经而意合, 不观天文而心

通 , 不诵礼律而精当。天赐其衣, 男

朱衣缟带委貌冠, 女碧衣戴胜, 皆无

缝。”

【典故】从前, 有个书生名叫郭翰。他

才华横溢 , 年轻美貌。一个中秋的夜

晚 , 他独自坐在院中对月作诗。正当

他刚刚作完一首好诗 , 准备修改的时

候 , 忽觉一阵清风袭来, 只见月亮一

下子升高 , 院内被照得如同白昼, 郭

翰正觉惊讶 , 抬头一看, 一位身着耀

眼锦衣 , 非常美丽的仙女由天而降,

向他走来。郭翰害怕 , 忙问 : “你是什

么人? 到这里来干什么?”

仙女笑盈盈地回答说 : “书生不要

惊慌 , 我不是妖怪 , 我是天上织女, 因

实在过腻月宫的生活 , 今夜偷偷来到

人间游玩。”

郭翰让仙女坐在自己对面。仔细

打量仙女穿的衣服不仅银光闪闪, 照

人眼睛发花 , 而且上上下下没有一条

衣缝。郭翰好奇地问 : “织女你穿的

衣服怎么和我们的衣服不一样 , 没有

衣缝啊?”

织女回答说 : “这不奇怪, 我穿的

是天上的衣服 , 天衣不是由针线制成

的 , 所以就没有衣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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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翰又增加了一个知识 : “天衣是

无缝的”。

【例句】他以为这件事做得 ～, 结果还

是露出了破绽。

【近义】面面俱到

【反义】漏洞百出

天造地设
【注音】tiān zào dìshè

【释义】原指天然生成的美好事物。后

形容事物配合得当, 如天地自然生

成。

【出处】宋·陈公亮《重建贡院记》: “迨

丙午王正造成, ⋯⋯望其中则俨如,

视其旁则翼如 , 井井绳绳, 端若天造

而地设焉。”

【例句】这块石头简直是个 ～的望台,

在这里安个岗哨再合适不过了。

【近义】鬼斧神工

【反义】牵强附会  矫揉造作

天真烂漫
【注音】tiān zhēn làn màn

【释义】纯真自然 , 不虚伪做作。

【出处】宋·龚开《高马小儿图》诗 : “此

儿马俱可伶 , 马方三尺儿未冠, 天真

烂漫好容仪 , 楚楚衣裳无不宜。”

【例句】幼儿园的小朋友边唱边跳, 多

么 ～啊。

【近义】纯真无邪  活泼可爱

【反义】矫揉造作  老成持重

天之骄子
【注音】tiān zhījiāo zǐ

【释义】骄子: 上天的宠儿。汉朝时匈

奴以此自称 , 意思是匈奴得到上天骄

宠 , 极为强盛。现借指条件特别优越

的幸运儿。

【出处】汉·班固《汉书·匈奴传上》:

“南有大汉 , 北有强胡。胡者 , 天之骄

子也。”

【例句】刚恢复高考的那几年, 大学生

常被称为 ～。

【近义】出类拔萃

【反义】碌碌无为

天下太平
【注音】tiān xiàtài pínɡ

【释义】没有动乱 , 社会秩序非常好 , 国

家平安无事。

【出处】汉·戴圣《礼记·仲尼燕居》:

“言而覆之, 礼也; 行而乐之, 乐也。

君子力此二者, 以南面而立, 夫是以

天下太平也。”

【例句】我们不要以为 ～, 就可以高枕

无忧。

【反义】兵荒马乱

天下无敌
【注音】tiān xiàwúdí

【释义】全天下没有对手。形容战无不

胜 , 没有谁能抵挡或敌得过的。

【出处】《孟子·离娄上》: “夫国君好

仁 , 天下无敌。”

【例句】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 是

战无不胜、～的军队。

天下无双
【注音】tiān xiàwúshuānɡ

【释义】天下找不出第二个。形容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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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萃 , 独一无二。

【例句】这幅古画, 据说是 ～的稀世珍

宝。

天作之合
【注音】tiān zuòzhīhé

【释义】上天撮合而成的婚姻。后来用

作称颂婚姻美满的词语。也用来指

两者的关系特别亲密。

【出处】《诗经·大雅·大明》: “文王初

载 , 天作之合。”

【例句】如果梁山伯与祝英台能够结为

连理 , 那真是 ～。

【近义】美满良缘  终身大事

【反义】仇人相见  狭路相逢

天旋地转
【注音】tiān xuán dìzhuàn

【释义】旋 : 转动。天地转动。形容由

于眩晕而感到天地都在转动。

【出处】唐·元稹《元氏长安庆集·望

云骓马歌》: “天旋地转日再中, 天子

却坐明光宫。”

【例句】酒量小的人, 喝两盅就会感到

～。

【辨析】“旋”不可读作“xuàn”; “转”不

可读作“zhuǎn”。

天涯海角
【注音】tiān yáhǎi jiǎo

【释义】涯 : 边际。指偏僻遥远的地方。

也形容彼此相隔很远。

【出处】唐·白居易《春生》诗 : “春生何

处暗周游 , 海角天涯遍始休。”

【例句】只要是党的召唤 , 无论 ～, 我也

在所不辞。

添油加醋
【注音】tiān yóu jiācù

【释义】添加油、醋等佐料调和味道。

比喻叙述事情或传话时 , 随意夸张渲

染 , 添加内容。

【例句】哥哥犯了错误 , 妈妈很生气 , 经

弟弟 ～的一形容 , 妈妈火气更大了。

【近义】添枝加叶

添枝加叶
【注音】tiān zhījiāyè

【释义】在树上添加枝叶。比喻叙述事

情或传达别人的话时 , 添上一些原来

没有的内容或细节。形容故意夸张

渲染。

【出处】宋·朱熹《笞黄子耕》: “今人反

为名字所惑 , 生出重重障碍, 添枝接

叶 , 无有了期。”

【例句】在作文时, 我们一定要详略得

当 , 绝不能 ～, 画蛇添足。

【近义】节外生枝  添油加醋

添砖加瓦
【注音】tiān zhuān jiāwǎ

【释义】添一块砖, 加一片瓦。比喻为

集体事业尽一点微薄的力量。也作

“加砖添瓦”。

【例句】我们要以实际的行动, 为家乡

建设 ～。

恬不知耻
【注音】tián bùzhīchǐ

【释义】恬 : 安 , 满不在乎。干了坏事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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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然自得 , 不觉得可耻。

【出处】唐·冯贽《云仙杂记》卷八 : “倪

芳饮后 , 必有狂怪 , 恬然不耻。”

【例句】干了坏事还拿出来宣扬, 真是

～。

【近义】厚颜无耻  满不在乎

甜言蜜语
【注音】tián yán mìyǔ

【释义】像蜜糖一样甜的话语。多指为

了讨好或欺骗人而说的动听的话。

【出处】《醒世恒言》卷三十六 : “卞福坐

在旁边 , 甜言蜜语 , 劝了一回。”

【例句】他是想用 ～来哄骗我们。

【近义】花言巧语

tiɑo

挑肥拣瘦
【注音】tiāo féi jiǎn shòu

【释义】嫌这肥, 嫌那瘦。比喻挑挑拣

拣 , 专门选对个人有利的。贬义。

【例句】只要是工作的需要, 他都顾全

大局。从来不 ～。

【近义】拈轻怕重

【反义】任劳任怨

挑三拣四
【注音】tiāo sān jiǎn sì

【释义】指挑来选去的。

【例句】他干活总是 ～的, 大家都不喜

欢他。

【近义】拈轻怕重

【反义】任劳任怨

调朱弄粉
【注音】tiáo zhūnònɡfěn

【释义】调、弄 : 使配合均匀适当。朱:

指胭脂 , 一种红色化妆品。指妇女美

容打扮。

【例句】学生打扮要朴素大方 , 不可 ～。

挑拨离间
【注音】tiǎo bólíjiàn

【释义】挑拨: 搬弄是非。离间: 拆散,

隔开。挑起是非争端 , 破坏团结。

【出处】朱自清《论不满现状》: “这种人

往往少有才 , 挑拨离间 , 诡计多端。”

【例句】他表面装好人, 背后说坏话,

～, 造谣生事。

【近义】搬弄是非

跳梁小丑
【注音】tiào liánɡxiǎo chǒu

【释义】跳梁 : 也作“跳踉”, 乱蹦乱跳。

小丑 : 人格卑鄙的人。指四处捣乱而

没有多大能耐的坏人。

【出处】《庄子·逍遥游》: “子独不见狸

詁乎? 卑身而伏, 以候敖者, 东西跳

梁。”

【例句】他在那个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

彩的 ～。

tie

铁面无私
【注音】tiěmiàn wús ī

【释义】形容公正严明 , 不讲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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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清·无名氏《说呼全传》卷三十

七 : “偏偏那个包文正同他也是一般

的 , 朝廷十分信服, 果然他是铁面无

私。”

【例句】他虽然 ～, 照章办事 , 但不会干

涉这位大爷的私事。

【近义】大公无私

【反义】卖法市恩

铁石心肠
【注音】tiěshíxīn chánɡ

【释义】比喻心肠极硬, 不容易被情感

打动。

【出处】唐·皮日休《〈桃花赋〉序》:

“疑其铁肠石心 , 不解吐婉媚辞。”

【例句】他真是个 ～的人, 面对那样悲

惨的情景 , 竟无动于衷。

【近义】木人石心

【反义】矜贫救厄

铁树开花
【注音】tiěshùkāi huā

【释义】铁树 : 南方的常绿乔木 , 不常开

花 , 移植北方后 , 往往多年才开一次。

比喻非常罕见或很难实现的事。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或庵

师体禅师》: “淳熙己亥八月朔, 示微

疾染翰 , 别群守曾公 , 逮夜书偈 , 辞众

曰 : ‘铁树开花, 雄鸡生卵, 七十二年

摇篮绳断 , 掷笔示寂。’”

【例句】她一贯自私, 今天却做了一件

好事 , 真是 ～, 百年难见。

tinɡ

听天由命
【注音】tīnɡtiān yóu mìnɡ

【释义】听 : 任凭。由 : 顺从。听凭天意

的安排 , 顺从命运的摆布。形容听任

事态自然发展 , 不作主观努力。

【出处】《论语·颜渊》: “死生有命, 富

贵在天。”

【例句】他有些悲观 , 心想 : 到了这个地

步 , 就 ～罢。

听其自然
【注音】tīnɡqízìrán

【释义】听 : 任凭 ; 其 : 它。任凭它自然

发展 , 不予过问或干涉。也作“任其

自然”。

【出处】宋·朱熹《论语·里仁·君子

之于天下也章》: “佛老是听其自然。”

【例句】孩子成长时期 , 家长不能 ～, 不

管不问。

【近义】顺其自然

听之任之
【注音】tīnɡzhīrèn zhī

【释义】听 : 任凭。形容放任自流 , 不关

心 , 不负责。也指听凭事物自由发展

而不加干涉。

【出处】端木蕻良《曹雪芹》二十章 : “此

等逆迹种种 , 岂可听之任之。”

【例句】对那些肆意渲染暴力色情的所

谓“地摊文学”, 不能 ～, 必须加以清

扫。

【近义】听天由命

【反义】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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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亭玉立
【注音】tínɡtínɡyùlì

【释义】形容女子身材颀长美丽。也形

容花木形体挺拔秀媚。

【出处】明·张贷《公祭祁夫人文》: “一

女迈出群 , 亭亭玉立。”

【例句】他画的是一枝 ～的荷花。

停滞不前
【注音】tínɡzhìbùqián

【释义】滞 : 积 , 不流通。停下来, 不继

续前进。

【例句】人不能骄傲自满, 骄傲自满就

会 ～。

【辨析】“停”不可写作“婷”。

挺身而出
【注音】tǐnɡshēn ér chū

【释义】挺身 : 挺直身躯 , 勇敢无畏的样

子。指在危难之际勇敢地站出来。

【出处】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唐

景思传》: “后数日城陷, 景思挺身而

出。”

【例句】英雄是在人们需要时 ～的人。

铤而走险
【注音】tǐnɡér zǒu xiǎn

【释义】铤 : 快走的样子。指在无路可

走时采取冒险行动。

【出处】《左传·文公十七年》: “铤而走

险 , 急何能择。”

【例句】为防止凶犯 ～杀害人质, 公安

人员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近义】狗急跳墙

tonɡ

通都大邑
【注音】tōnɡdūdàyì

【释义】通都: 交通便利的都会; 邑 : 泛

指城市。指交通发达、经济繁荣的大

城市。

【出处】宋·苏辙《民政策下》: “今天下

所谓通都大邑 , 十里之城 , 万户 之

郭。”

【例句】不论是 ～还是边疆内地, 人们

都能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

目。

【反义】穷乡僻壤

通风报信
【注音】tōnɡfēnɡbào xìn

【释义】风 : 风声 ; 信 : 消息。把一方的

机密消息或紧急情况暗中透露给另

一方。

【例句】那个给坏人 ～的家伙, 终于从

革命队伍中挖了出来。

通力合作
【注音】tōnɡlìhézuò

【释义】不分彼此 , 共同合力协作。

【出处】《论语·颜渊》: “盍彻乎”朱熹

注 : “一夫受田百亩 , 而与同沟共井之

人 , 通力合作 , 计亩均收。”

【例句】在四化建设中, 需要各行各业

～才行。

【反义】各行其是  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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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情达理
【注音】tōnɡqínɡdálǐ

【释义】通、达 : 指懂得 , 了解。通晓人

情、明白事理。形容说话做事合情合

理。

【出处】清·李绿园《歧路灯》八十五

回 : “只因民间有万不通情达理者 , 遂

尔家有殊俗。”

【例句】他是个 ～的人, 只要你向他认

个错 , 他是会原谅你的。

【反义】蛮横无理  不可理喻

通权达变
【注音】tōnɡquán dábiàn

【释义】通 : 懂得; 权 : 权宜; 达 : 通晓权

宜 , 适应变化。指办事不死守常规,

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

【出处】《后汉书·陆贾传》: “《左氏》

义深于君父 , 《公羊》多任于权变。”

【例句】他这个人很精明 , 办事很会 ～,

一般人可做不到。

通宵达旦
【注音】tōnɡxiāo dádàn

【释义】通 : 整个 , 全部; 霄 : 夜 ; 旦 : 天

亮。整整一夜直到天亮。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二十

五 : “狮蛮社火, 鼓乐笙箫 , 通宵达

旦。”

【例句】他学习非常刻苦, 经常 ～地看

书。

同病相怜
【注音】tónɡbìnɡxiānɡlián

【释义】怜 : 怜惜, 同情。比喻有同样不

幸遭遇的人互相同情。

【出处】汉·赵晔《吴越春秋·阖闾内

传》: “同病相怜 , 同忧相救。”

【例句】你我都是孤儿, ～, 要自尊自

爱。

【近义】惺惺惜惺惺

【反义】幸灾乐祸

同仇敌忾
【注音】tónɡchóu díkài

【释义】同仇 : 共同对敌。敌 : 抗御。

忾 : 怨恨 , 愤怒。怀着共同的仇恨和

愤怒一致抗敌。

【出处】《诗经·秦风·无衣》: “王于兴

师 , 修我戈矛 , 与子同仇。”

【例句】 �七七”事变后 , 全国人民 ～, 奋

起抵抗日本侵略者。

【近义】精诚团结

【反义】同室操戈

【辨析】“忾”不可读作“qì”。

同床异梦
【注音】tónɡchuánɡyìmènɡ

【释义】同睡一张床, 各做各的梦。比

喻同做一事而各有打算。

【出处】宋·陈亮《与朱元晦秘书书》:

“同床各做梦 , 周公且不能学得。”

【例句】表面上他们合作得很好, 实际

上却是 ～, 各有各的算盘。

【近义】貌合神离

【反义】风雨同舟

同流合污
【注音】tónɡliúhéw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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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流 : 流俗, 恶劣的风气。污: 混

浊 , 肮脏。原指跟流俗与浊世混同。

后指随同坏人一起干坏事。

【出处】《孟子·尽心下》: “同乎流俗,

合乎污世。”

【例句】在封建社会里, 有些人不愿意

跟统治者 ～而隐居避世。

【近义】沆瀣一气

【反义】洁身自好

同甘共苦
【注音】tónɡɡān ɡònɡkǔ

【释义】甘 : 甜。引申为欢乐; 共 : 共同,

一起 ; 苦 : 艰苦 , 患难。比喻同享欢

乐 , 共渡难关。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燕策一》:

“燕王吊死问生 , 与百姓同其甘苦。”

【例句】干部必须与群众 ～, 才能取得

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辨析】～和“患难与共”都含有“同患

难 , 共艰苦”之意。“患难与共”偏重

于“患难”; ～的“同甘”之意, 是“患

难与共”所没有的。

同室操戈
【注音】tónɡshìcāo ɡē

【释义】操 : 拿起。戈 : 古代兵器。自家

人动起刀枪。比喻兄弟争吵或内部

纷争。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郑

玄传》: “康成( 郑玄) 入我室操吾矛以

伐我乎?”

【例句】你们 ～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

伤。

【近义】煮豆燃萁

【反义】同仇敌忾

同日而语
【注音】tónɡrìér yǔ

【释义】日 : 时日。同时来讲。比喻同

样看待 , 一概而论。

【出处】汉·班固《汉书·息夫躬传》:

“臣与禄异议 , 未可同日而语也。”

【例句】目前的中国虽然与发达国家还

不是有很大距离 , 但与旧中国已不可

～了。

同心同德
【注音】tónɡxīn tónɡdé

【释义】心 : 思想 , 德 : 心意。指思想认

识一致 , 一条心。

【出处】《尚书·泰誓中》: “予有乱臣十

人 , 同心同德。”

【典故】商朝末年 , 殷纣王昏庸无道 , 凶

残横暴。

本来, 纣王身材高大 , 外貌漂亮 , 力

大无穷 , 能徒手和猛兽搏斗, 又聪明

多智 , 很有文才 , 但他登上王位之后 ,

只顾贪图享乐 , 与从前判若两人。

纣王渐渐失掉了民心。

这时, 周武王姬发决定起兵伐纣 ,

为民请命。

周武王起兵后 , 响应的人很多, 很

快就在孟津渡过黄河, 直取殷都朝

歌。

为了动员、鼓舞军卒讨伐纣王的情

绪 , 周武王宣读了进军的誓词。

誓词中历数了纣王的罪行 , 说纣王

上不敬天 , 下降灾祸, 残害万民 , 枉杀

忠良 , 刳剔孕妇, 令皇天震怒, 周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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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兴仁义之师 , 奉天命诛讨纣王。周

武王的誓词有这样的话 :

“纣王有臣民千千万万可他们是

千千万万颗心 , 心崩离析; 我虽只有

臣民三千, 但这三千人却抱着一条

心 , 一定要诛讨恶贯满盈的纣王。纣

王纵使有成亿成兆的臣民 , 他们与他

离心离德 , 是不起作用的; 我哪怕只

有十名臣子 , 可他们同心同德, 就一

定会胜利。我周武王一定能使天下

长治久安的。”

誓师后 , 大军继续前进, 很快便灭

了殷朝。

【例句】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 , ～, 社

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就能取得成功。

【近义】齐心合力

【反义】离心离德

同心协力
【注音】tónɡxīn xiélì

【释义】协 : 合 , 同。心往一处想, 劲往

一处使。指团结一心 , 共同努力。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始皇本

纪》: “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

【例句】只要大伙儿 ～, 就没有办不成

的事情。也作“同心戮力”、“同心合

力”、“同心并力”。

【近义】群策群力

【反义】各行其是

【辨析】～、“齐心协力”和“群策群力”

都含有“思想上一致、行动上共同努

力”的意思。区别感动 : ①当强调“共

同出主意、想办法”的意思时 , 只宜用

“群策群力”; 当强调“思想认识的一

致”的意思时 , 只宜用 ～或“齐心协

力”。② ～和“齐心协力”或用于很多

人 , 也可用于两个人 ; “群策群力”含

有“群”字, 只能用于众人。

同舟共济
【注音】tónɡzhōu ɡònɡjì

【释义】济 : 渡河。同乘一条船过河。

比喻在艰难的处境中, 同心协力, 一

同战胜困难。

【出处】《孙子·九地》: “夫吴人与越人

相恶也 , 当其同舟而济 , 遇风, 其相救

也 , 若左右手。”

【典故】春秋时期, 有人向著名的军事

家孙武请教 : “怎样用兵布阵才能不

被敌人击败?”孙武回答说 : “要像蛇

反击猎手那样, 蛇的自卫能力很强,

如果你去打蛇的头, 它会用尾巴打

你 , 如果你去打它的尾巴它就会用头

攻击你 , 用嘴咬你, 如果你打它的腰

部 , 它就会头尾一起来攻击你, 打仗

用兵也应如此, 摆成蛇样的阵式, 使

全军成为一体, 首尾呼应, 才能攻无

不克 , 防如铁壁。”

“那么军队的将士怎样才能首尾

合为一体呢?”那人又问。孙武又回

答说 : “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 , 当其同

舟而济 , 遇风, 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孙武是说, 吴国人和越国人关系不

好 , 但是当他们坐着同一条船渡河的

时候遇到了狂风 , 眼看就要发生船翻

人亡的危险时, 他们也会互相救援,

如同左右手一样, 同心协力战胜困

难 , 而忘记彼此之间的仇恨。所以不

用担心 , 战争的形势会迫使有没有怨

恨的将士都能形成一体, 互相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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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例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 ～, 一定能

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

【近义】风雨同舟

【反义】同床异梦

童叟无欺
【注音】tónɡsǒu wúqī

【释义】童 : 儿童; 叟 : 老人。对儿童和

老人都不欺骗。形容买卖公平 , 很守

信誉。

【例句】～的商德, 在社会主义的今天

应得到真正的发扬。

童心未泯
【注音】tónɡxīn wèi mǐn

【释义】泯 : 泯灭。还没有失尽童心。

指成年人还有孩子的天真。

【例句】老作家 ～, 总喜欢和孩子们交

朋友 , 他的作品也很受广大少儿的喜

爱。

童颜鹤发
【注音】tónɡyán hèfà

【释义】脸色像儿童的面颊那样红润,

头发像鹤的羽毛那样雪白。形容老

年人神采奕奕 , 精神焕发。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十五

回 : “策见其人, 童颜鹤发, 飘然有出

世之姿。”

【例句】爷爷年近八旬 , ～, 身板硬朗。

【近义】返老还童

【反义】老态龙钟

童言无忌
【注音】tónɡyán wújì

【释义】童 : 儿童 ; 忌 : 忌讳。旧时指小

孩说话不必忌讳, 即使不吉, 也无妨

碍。现多作谦辞 , 表示在长者面前说

话随便。也用以讥讽人说话幼稚。

【例句】在老师面前我是 ～, 说错了请

多多包涵。

痛定思痛
【注音】tònɡdìnɡsītònɡ

【释义】定 : 安定, 平静。悲痛过后再回

想当时痛苦的情景 , 倍感痛苦。

【出处】唐·韩愈《与李翱书》: “如痛定

之人 , 思当痛之时。”

【例句】那些年里, 社会动荡, 昏天黑

地 , 损失之重, 岂是数字算得尽的,

～, 人们从中吸取的教训是深刻的。

痛快淋漓
【注音】tònɡkuài lín lí

【释义】淋漓 : 畅快。形容非常尽兴、畅

快。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二十

回 : “趁着一时高兴 , 要作一个痛快淋

漓 , 要出出我心中那口不平之气。”

【例句】大作确是高人高语 , ～, 把人们

共同感受到而又不易表达的东西全

道出了。

【近义】淋漓尽致

【反义】吞吞吐吐

痛心疾首
【注音】tònɡxīn jíshǒ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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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疾首: 头痛。形容极其伤心痛

恨。

【出处】《左传·成公十三年》: “诸侯备

闻此言, 斯是用痛心疾首 , 昵就寡

人。”。

【例句】面对一小撮坏人祸国殃民的行

径 , 全国人民无不 ～, 都表示坚决同

他们斗争。

【近义】食肉寝皮

【反义】扬眉吐气

痛改前非
【注音】tònɡfi qián fēi

【释义】痛 : 彻底; 非 : 过错。彻底改正

以前的错误。

【出处】《新刊大宋宣和遗事·亨集》:

“陛下倘信微臣之言 , 痛改前非。”

【例句】只要你 ～, 不再与那些不三不

四的人来往 , 大家是会原谅你的。

痛哭流涕
【注音】tònɡkūliútì

【释义】涕 : 眼泪。形容非常伤心地流

泪痛哭。

【出处】汉·班固《汉书·贾谊传》: “臣

窃惟事势 , 可为痛哭者一, 可为流涕

者二 , 可为长太息者六。”

【例句】在老师的教育下, 他 ～地承认

了错误。

tou

偷梁换柱
【注音】tōu liánɡhuàn zhù

【释义】比喻暗中玩弄手段, 改变事物

的内容或性质。

【出处】清·平步青《霞外捃屑·牮

屋》: “荐者, 谓柱将损坏, 欲易之 , 而

惜费不肯改作, 以他木旁承之, 乃易

去其柱 , 谚曰为偷梁换柱。”

【例句】他耍了一个 ～的花招, 把大家

都骗了。

【近义】移花接木

偷工减料
【注音】tōu ɡōnɡjiǎn liào

【释义】不按照产品工程所预定的质量

要求而暗中掺假或削减工序和用料。

也指做事敷衍了事 , 贪图省力。

【例句】那个厂 ～制造劣质的皮鞋, 工

商部门已予全部没收和销毁。

【辨析】～和“敷衍了事”相比: ～侧重

在工程上 ; 而“敷衍了事”可指其他方

面。

偷偷摸摸
【注音】tōu tōu mōmō

【释义】形容瞒着众人暗地里干不正当

的或不愿让人知道的事情。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八十回:

“要做什么和我说 , 别偷偷摸摸的 , 不

中用。”

【例句】看他那 ～的样子, 一定有什么

名堂。

【近义】鬼鬼祟祟

【反义】光明正大

偷天换日
【注音】tōu tiān huàn r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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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比喻玩弄手法, 暗中改变重大

事物的真相 , 以达到蒙混欺骗的目

的。

【出处】明·胡文焕《群音类选·〈八义

记·如姬窃符〉》: “偷天换日 , 强似携

云握雨。”

【例句】他耍弄 ～的把戏, 居然蒙蔽了

不少人。

【近义】偷梁换柱

头破血流
【注音】tóu pòxuèliú

【释义】形容伤势很重或遭到惨败。

【出处】唐·吕道生《定命录·桓臣

范》: “其奴果偷两千而去 , 至徐州界,

其婢与夫相打 , 头破血流。”

【例句】小刚被小强打得 ～。

【近义】焦头烂额

【反义】立于不败之地

头头是道
【注音】tóu tóu shìdào

【释义】佛教指处处都存在着道。后形

容说话或做事有条有理。

【出处】宋·释惟白《续传灯录·慧力

洞源禅师》: “方知头头皆是道, 法法

本圆成。”

【例句】小逗号说话 ～, 它和顿号一起

反驳小问号。

【近义】有条有理

【反义】颠三倒四

头重脚轻
【注音】tóu zhònɡjiǎo qīnɡ

【释义】头发胀, 脚无力。形容身体失

去平衡。也比喻基础不稳固。

【出处】清·夏敬渠《野叟曝言》一百四

十六回 : “旧酒新酒, 一齐发作, 头重

脚轻 , 站立不住。”

【例句】地基这么浅, 楼就不要盖得很

高 , 否则就会 ～了。

头昏眼花
【注音】tóu hūn yǎn huā

【释义】头脑发昏 , 眼睛看不清楚。

【例句】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人 ～。

头昏脑胀
【注音】tóu hūn nǎo zhànɡ

【释义】昏 : 头脑迷糊; 胀 : 不舒服。头

脑发胀、发昏。

【例句】工作忙得他 ～。

头疼脑热
【注音】tóu ténɡnǎo rè

【释义】指一般的小病, 也作“头痛脑

热”。

【出处】元·孙仲章《勘头巾》第一折:

“一百日以里, 但有头疼脑热, 都是

你。”

【例句】小方只是 ～的 , 不必着急。

投笔从戎
【注音】tóu bǐcónɡrónɡ

【释义】投 : 扔。戎 : 军队。扔下笔杆参

军。指文人弃文就武。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班

超传》: “大丈夫无它志略, 犹当效傅

介子、张骞立功异域, 以取封侯 , 安能

久事笔研( 砚) 间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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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抗战时期 , 许多知识分子 ～, 走

上了驰骋疆场、报效祖国的革命道

路。

【近义】弃文就武

【反义】解甲归田

投鞭断流
【注音】tóu biān duàn liú

【释义】投 : 扔。把马鞭全部投入江中

就能截断流水。形容人马众多 , 兵力

强大。

【出处】唐·房玄龄《晋书·苻坚载

记》: “以吾之众旅 , 投鞭于江, 足断其

流。”

【例句】百万雄师过江 , 大有 ～之势!

投机取巧
【注音】tóu jīqǔqiǎo

【释义】投机: 投合时机, 钻空子。取

巧 : 用狡猾的手段占取便宜, 得到好

处。指利用时机钻空子 , 用不正当的

手段谋取个人私利。也指不愿意付

出辛勤的劳动 , 靠耍小聪明来得到成

功。

【例句】他老想着怎样 ～, 从来不肯踏

踏实实地做出努力。

投机倒把
【注音】tóu jīdǎo bǎ

【释义】投机: 利用时机, 谋取暴利; 倒

把 : 转手买卖。指看准 时机行情 , 转

手倒卖 , 买空卖空, 以牟暴利的商业

活动。

【例句】前一段由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

济理论认识不足 , 把某些本属于正常

商业活动也说成是 ～, 这是不妥的。

投机钻营
【注音】tóu jīzuān yínɡ

【释义】投机: 利用时间钻空子; 钻营:

巴结奉承以谋取私利。指利用一切

时机 , 巴 结奉承谋取私利。

【例句】这个人一直不肯踏踏实实工

作 , 而靠 ～沽名钓誉, 所以人们都很

讨厌他。

投其所好
【注音】tóu qísuǒhào

【释义】迎合别人的爱好或兴趣。

【出处】《东周列国志》第八十回 : “今王

志在报吴 , 必先投其所好, 然后得制

其命。”

【例句】他是个正派人 , 不会干那种 ～

的事。

tu

突如其来
【注音】tūrúqílái

【释义】突如 : 突然 , 出乎意料。突然来

临。形容来得突然 , 叫人意想不到。

【出处】《周易·离卦》: “象曰: ‘突如

其来如 , 无所容也。’”

【例句】这当中变迁的轨迹, 我们还能

找到一些 , 可见变化并不是 ～的。

【近义】从天而降

【辨析】“其”不可写作“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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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飞猛进
【注音】tūfēi měnɡjìn

【释义】形容提高、进步或发展得非常

快。

【例句】小兰最近学习很刻苦, 学习成

绩 ～。

【近义】一日千里

【反义】停滞不前

荼毒生灵
【注音】túdúshēnɡlínɡ

【释义】荼毒: 毒害 , 残害。生灵 : 生命,

指百姓。残害老百姓。形容统治者

滥杀无辜 , 极不人道。

【出处】《尚书·汤诰》: “罹其凶害, 弗

忍荼毒。”

【例句】这些法西斯匪徒竟然把 ～当作

一种乐趣 , 真令人发指。

【反义】济世安民

徒劳无益
【注音】túláo wúyì

【释义】徒 : 白白地。白费力气 , 没有任

何好处。

【出处】《京本通俗小说·拗相公》: “宜

多读佛书 , 莫作没要紧文字, 徒劳无

益。”

【例句】我们不要再干那种 ～的傻事

了。

【近义】徒劳无功

徒有虚名
【注音】túyǒu xūmínɡ

【释义】空有一个不符合实际的名声。

指名不副实。

【出处】唐·李百药《北齐书·李元忠

传》: “计一家不过升斗而已, 徒有虚

名 , 不救其弊。”

【例句】他有职无权, ～而已。

【近义】名过其实

【反义】名副其实

土崩瓦解
【注音】tǔbēnɡwǎjiě

【释义】像土山崩塌, 像瓦器破裂。比

喻彻底垮台。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

纪论》: “秦之积衰 , 天下土崩瓦解。”

【例句】蒋家王朝在大决战中 ～了。

【近义】分崩离析

【反义】牢不可破

土生土长
【注音】tǔshēnɡtǔzhǎnɡ

【释义】土 : 本地的、本国的。在本地或

本国出生成长。

【例句】他在这里 ～, 对这一带的情况

非常熟悉。

吐故纳新
【注音】tǔgùnàxīn

【释义】纳 : 接收。原指人的呼吸行为 ,

吐出污浊之气, 吸进新鲜空气。现比

喻扬弃旧的东西 , 吸收新的东西。

【出处】《庄子·刻意》: “吹口句呼吸 , 吐

故纳新。”

【例句】党的组织要不断地 ～, 才能保

持旺盛的生命力。

【近义】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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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因循守旧

兔起鹘落
【注音】tùqǐhúluò

【释义】兔子刚一奔跑 , 鹘就扑了下去。

指动作迅猛准确。后常用以形容写

文章、作画时下笔迅捷 , 中无停顿。

【出处】宋·苏轼《文与可画钅录钅术谷

偃竹记》: “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

中 , 执笔熟视 , 乃见其所欲画者 , 急起

从之 , 振笔直遂 , 以追其所见 , 如兔起

鹘落 , 少纵则逝矣。”

【例句】他提起毛笔, 蘸饱墨汁, 只见

～, 一个苍劲有力的“龙”字即刻出现

在笔端。

兔死狗烹
【注音】tùsǐɡǒu pēnɡ

【释义】烹 : 烧煮。野兔死了 , 猎狗不再

有用 , 被人烹食了。比喻事成之后就

把效劳出力的人抛弃或杀戮。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

世家》: “飞鸟尽, 良弓藏 ; 狡兔死, 走

狗烹。”

【例句】在封建社会, 许多开国元勋都

难以逃脱 ～的悲剧命运。

【近义】鸟尽弓藏  卸磨杀驴

兔死狐悲
【注音】tùsǐhúbēi

【释义】兔子死了, 狐狸感到悲伤。比

喻为自己同类的不幸感到悲戚。

【出处】元·无名氏《赚蒯通》四折 : “今

日油烹蒯彻 , 正所谓兔死狐悲, 芝焚

蕙叹。”

【例句】～, 尽管他与李二有矛盾 , 但李

二的下场也使他感到凄然。也作“狐

死兔悲”。

【近义】物伤其类

【反义】幸灾乐祸

tui

推本溯源
【注音】tuīběn sùyuán

【释义】推 : 推究; 本 : 树根, 比喻根本;

溯 : 从下游到上游, 引申为探索; 源 :

源头。比喻推究和寻求事物的根源、

起因。

【例句】在作者考察和研究的时候, 不

仅要进行横向的比较 , 还要做纵向的

～。

【近义】探源溯流  追本究源

推波助澜
【注音】tuībōzhùlán

【释义】澜 : 大波浪。推动、助长波浪的

兴起。比喻从中煽动 , 助长其声势,

加速事态的发展。

【出处】南朝·宋·鲍照《观漏赋》: “既

河源之莫壅 , 又吹波而助澜。”

【例句】优美的文学尽可搁在一边, 让

他自然发展 , 不必去 ～。

【近义】呼风唤雨

【反义】息事宁人

推陈出新
【注音】tuīchén chūxīn

【释义】除去旧的, 展示新生的。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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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除旧布新。

【出处】汉·刘安《淮南子·天文训》:

“姑洗者 , 陈去而新来也。”

【例句】写诗作文 , 要善于 ～, 树立自己

的风格 , 形成自己的特色。

【近义】除旧布新

【反义】墨守成规

推心置腹
【注音】tuīxīn zhìfù

【释义】把自己的心交给别人。形容以

诚待人。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光

武帝纪上》: “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

安得不投死乎。”

【例句】他 ～地与我谈话, 使我心中的

疑虑完全散解了。

【近义】畅所欲言

【反义】勾心斗角

推诚相见
【注音】tuīchénɡx iānɡjiàn

【释义】诚 : 真民 ; 推诚; 给人以真心。

比喻真心实意地待人。

【例句】我们同学之间应该 ～。

推而广之
【注音】tuīér ɡuǎnɡzhī

【释义】推 : 推出; 广 : 宽大。推展得更

扩大些。也指从一件事推及其他。

【出处】南朝·梁·萧统《文选·序》:

“风云草木之兴 , 鱼虫禽兽之流 , 推而

广见 , 不可胜载矣。”

【例句】这项教育理念应该 ～。

推己及人
【注音】tuījǐjírén

【释义】以自己的心意去推想别人的心

意。指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

【出处】汉·戴圣《礼记·中庸》: “忠恕

违道不远。”朱熹注 : “尽己之心为忠 ,

推己及人为恕。”

【例句】我们同学之间要做到将心比

心 , ～就能够搞好团结。

退避三舍
【注音】tuìbìs ān shè

【释义】舍 : 古时行军以三十里为一舍。

主动退让九十里。后比喻作一定的

退让 , 回避冲突。

【出处】《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若以

君之灵 , 得反晋国, 晋、楚治兵, 遇于

中原 , 其辟( 避) 君三舍。”

【例句】她太泼辣, 许多人见了她都要

～。

【反义】乘风破浪

蜕化变质
【注音】tuìhuàbiàn zhì

【释义】蜕化 : 昆虫脱壳而改变原来形

态。质 : 本质。比喻人由好变坏。

【例句】他经不起金钱美女的诱惑, 很

快就 ～了。

tun

吞吞吐吐
【注音】tūn tūn tǔt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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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形容说话有顾虑, 想说又不敢

说的样子。

【例句】你有话直说 , 不必 ～。

吞云吐雾
【注音】tūn yún tǔwù

【释义】原形容道士不吃五谷, 修炼养

气。后用来讥讽吸烟或吸鸦片时的

情景。

【出处】唐·姚思廉《梁书·沈约传》:

“始餐霞而吐雾 , 终凌虚而倒影。”

【例句】她看见有人在那里 ～, 心里有

说不出的厌恶。

囤积居奇
【注音】tún jījūqí

【释义】囤 : 积存。居 : 储藏。奇 : 紧俏

或稀有的货物。把货物储存起来 , 等

待高价出售。

【例句】奸商们抓紧时机 ～, 大发国难

财。

【近义】奇货可居

tuo

拖泥带水
【注音】tuōnídài s huǐ

【释义】本是佛家语, 指纠缠牵扯 , 不能

直探本源。比喻说话行文不简练或

办事不干脆利落。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德山

远禅师法嗣》: “问: ‘一棒一喝, 犹是

葛藤 , 瞬目扬眉 , 拖泥带水, 如何是直

截根源?’”

【例句】他是个爽快人 , 做任何事情 , 从

不 ～。

【近义】连篇累牍

【反义】雷厉风行

拖人下水
【注音】tuōrén xiàshuǐ

【释义】比喻诱人参与坏事 , 同流合污。

【出处】明·李素甫《元宵闹》二十五

出 : “这是娘子拖人下水 , 与我什么相

干?”

【例句】你自己犯了错, 不知悔改也就

算了 , 为什么还要 ～。

脱缰之马
【注音】tuōjiānɡzhīmǎ

【释义】缰 : 拴马的缰绳。挣脱了缰绳

的马。比喻不受拘束的人或事物。

【例句】汽车在草原上横冲直撞 , 像 ～,

失去了控制。

【近义】无拘无束

【反义】束手束脚

脱口而出
【注音】tuōkǒu ér chū

【释义】脱 : 发出。不假思索, 随口说

出。

【例句】面对那张熟悉的面孔, 明明不

觉 ～: “你是王叔叔! ”

【反义】守口如瓶

脱胎换骨
【注音】tuōtāi huàn ɡǔ

【释义】原是道教用语。道教认为修道

者得道 , 就能脱去凡胎凡骨而换为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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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仙骨。现比喻通过教育改造 , 彻底

改变立场观点 , 重新做人。也比喻事

物通过改造成为另一种事物。

【出处】宋·葛长庚《沁园春·赠胡葆

元》: “常温养, 使脱胎换骨, 身在云

端。”

【例句】仔细品味这首词 , 可以看出 , 它

是从宋词 ～而来的。

【反义】怙恶不悛

脱颖而出
【注音】tuōyǐnɡér chū

【释义】脱 : 显露。颖 : 指锥子尖。锥子

放在布袋里, 自己就穿出来了。比喻

有才能的人有了机会 , 显露自己的本

事。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平原君虞

卿列传》: “使遂早得处囊中, 乃颖脱

而出。”

【例句】这个平日默默无闻的人, 在这

次竞赛中 ～, 一举夺得冠军。

【近义】崭露头角

【反义】不露圭角

唾手可得
【注音】tuòshǒu kědé

【释义】唾手: 往手上吐唾沫。比喻极

容易办到。亦作“唾手可取”。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六十四

回 : “若得绵竹 , 成都唾手可得。”

【例句】我们“雄鹰队”实力雄厚, 要战

胜初中“绿队”获得冠军 , 是 ～的事。

【近义】易如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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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ɑ

挖空心思
【注音】wākōnɡxīn sī

【释义】形容想尽办法 , 费尽心机。

【出处】清·俞万春《荡寇志》一百二十

六回 : “今此贼挖空心思 , 用到如许密

计 , 图我安如泰山之郓城。”

【例句】他 ～, 也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

来应付眼前左右为难的局面。

【近义】煞费苦心

瓦解冰消
【注音】wājiěbīnɡx iāo

【释义】瓦器破碎, 冰块融化。比喻彻

底崩溃或消失。

【出处】《镜花缘》六十回 : “只消几句话

⋯⋯把天大一件事化为瓦解冰消。”

也作“冰消瓦解”。

【例句】通过恳切的交谈, 他俩心里的

疙瘩已 ～。

【近义】冰消瓦解

wɑi

歪打正着
【注音】wāi dǎzhènɡzháo

【释义】比喻方法本来不对, 却意外地

得到满意的结果。

【出处】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二

回 : “将药煎中, 打发晁大舍吃将下

去。谁想歪打正着 , 又是杨太医运好

的时节 , 吃了药就安稳睡了一觉。”

【例句】这个人 ～, 竟把车修好了。

歪风邪气
【注音】wāi fēnɡxiéqì

【释义】歪、邪: 不正当, 不正派。不良

的作风或风气。

【出处】《当说必说》: “有人在 ～面前 ,

该说的不说 , 该顶的不顶。”

【例句】我们一定要同 ～作斗争。

歪门邪道
【注音】wāi mén xiédào

【释义】歪、邪: 不正当, 不正派。比喻

不正当的途径或坏主意。

【例句】我们要想办法, 让大家都富起

来 , 但是决不能搞 ～。

【辨析】～和“左道旁门”都可指不正派

的门路或办法。区别在于: “左道旁

门”能指学术方面的思想、做法 ; ～一

般不能。

外强中干
【注音】wài qiánɡzhōnɡɡān

【释义】干 : 枯竭。指外表好像很强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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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很虚弱。

【出处】《左传·僖公十五年》: “外强中

干 , 进退不可 , 周旋不能。”

【例句】帝国主义是 ～的纸老虎, 最终

是要灭亡的。

【近义】色厉内荏

wɑn

剜肉补疮
【注音】wān ròu bǔchuānɡ

【释义】剜 : 用刀挖。比喻用有害的办

法救眼前之急。

【出处】唐·聂夷中《咏田家》诗: “医得

眼前疮 , 剜却心头肉。”

【例句】债主天天催逼, 愁得他无路可

走 , 只得 ～, 去借高利贷来还债。

【近义】挖肉补疮  饮鸩止渴

纨绔子弟
【注音】wán kùzǐdì

【释义】纨绔: 细绢做的裤子。泛指华

美衣着 , 借指贵人家。子弟: 泛指年

青的后辈。富贵人家的子弟。

【出处】汉·班固《汉书·叙传上》: “出

与王、许子弟为群 , 在于绮襦纨皅之

间 , 非其好也。”

【例句】那些 ～们整天游手好闲, 横行

乡里。

【近义】花花公子  游闲公子

【辨析】“绔”不可读作“kuà”。

完璧归赵
【注音】wán bìɡuīzhào

【释义】完 : 完整 , 使完好无缺。璧: 平

圆形而中间有孔的玉器。赵: 战国时

期的赵国。比喻原物完整地归还主

人。

【出处】汉·司马迁《廉颇蔺相如列

传》: “臣愿奉璧往使, 城入赵而璧留

秦 ; 城不入, 臣请完璧归赵。”

【例句】把别人的东西用后应该 ～。

【近义】物归原主  合浦珠还

完美无缺
【注音】wán měi wúquē

【释义】完善 , 美好 , 没有缺点。

【例句】世界上根本不存在 ～的东西。

【反义】一无是处  一无可取

玩忽职守
【注音】wán hūzhíshǒu

【释义】玩忽: 不严肃认真地对待。对

本职工作不负责任 , 不认真对待。

【例句】由于他 ～, 所以给工厂造成了

巨大的经济损失。

玩世不恭
【注音】wán shìbùɡōnɡ

【释义】玩 : 戏弄。不恭 : 不严肃。以戏

耍的态度对待现实社会。

【出处】汉·班固《汉书·东方朔传

赞》: “依隐玩世 , 诡时不逢。”

【例句】我希望你还是诚恳做人, 不要

像现在这样 ～。

【近义】对酒当歌

玩物丧志
【注音】wán wùsànɡzh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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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玩 : 玩赏。丧志 : 丧失志气。迷

恋所喜好的不合正道的东西 , 因而丧

失进取的志气。

【出处】《尚书·旅獒》: “玩人丧德, 玩

物丧志。”

【典故】西周的时候, 文王之子姬发 , 遵

父临终遗嘱早图灭商。在他继位的

第二年 , 经过充分准备, 觉得灭商时

机已成熟 , 于是, 亲自率大军联合各

方部落 , 一举攻下商都朝歌, 推翻了

暴虐的纣王统治, 建立了西周王朝。

从此姬发威名大震, 中原地区以

外的许多少数民族都很敬畏他 , 所以

每年都有许多氏族首领向他进献一

些珍奇异玩。有一次, 西戎国进贡了

一种叫“獒”的猎犬。姬发灭商建周

后有大功告成的思想 , 于是整天不理

朝政 , 沉溺在与猎犬的嬉戏玩乐之

中。

曾辅佐姬发灭商的重臣召公看到

姬发这种情况 , 很不高兴。于是写了

《旅獒》这篇文章。文中写以 : “如果

把别人当作玩弄的对象 , 一味耍戏别

人 , 那么自己就会丧失起码的做人的

道德 ; 如果沉溺于有趣的东西, 纵情

玩乐而不知克制自己。应该像从前

姬冒( 文王 ) 那样一心一意服务于人

民。”从此姬发自制收敛 , 精心治国安

邦。

【例句】我们虽然是高干子女, 但是决

不做 ～的“八旗子弟”。

玩火自焚
【注音】wán huǒzìfén

【释义】玩 : 玩弄; 焚 : 烧。玩弄火的人

反把自己烧死。比喻干冒险或害人

的事 , 最终自食恶果。亦作“玩火者

必自焚”。

【出处】《左传·隐公四年》: “夫兵, 犹

火也 , 弗戢( jǐ, 收敛) , 将自焚也。”

【例句】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发动新的侵

华战争 , 那必将 ～。

【近义】作茧自缚  罪有应得

顽固不化
【注音】wán ɡùbùhuà

【释义】化 : 变化。指思想保守 , 对任何

新鲜事物都不接受。也指坚持反动

立场 , 死不改悔。

【例句】厂长苦口婆心地劝说了半天,

小红仍然是无动于衷 , ～。

【反义】迷途知返  悬崖勒马

莞尔一笑
【注音】wǎn ěr yīxiào

【释义】莞尔 : 微笑的样子。微微一笑。

也作“莞尔而笑”。

【出处】《论语·阳货》: “夫子莞尔而笑

曰 : ‘割鸡焉用牛刀。’”

【例句】听完这个故事, 别人都笑得前

仰后合 , 只有四姑娘 ～, 并未启齿。

【近义】嫣然一笑

【反义】横眉冷对

婉言谢绝
【注音】wǎn yán xièjué

【释义】婉 : 婉转, 委婉。用委婉的话加

以拒绝。

【例句】他 ～了朋友们的邀请, 独自回

老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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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般无奈
【注音】wàn bān wúlài

【释义】万般 : 各种各样的, 非常多的。

无奈 : 无可奈何。形容无奈到了没有

办法的地步。

【例句】明天一大早他就要来取回这本

书 , 我实在 ～, 只得熬个通宵把它读

完。

万变不离其宗
【注音】wàn biàn bùlíqízōnɡ

【释义】其 : 他的; 宗 : 主旨 , 目的。无论

形式上如何变化 , 本质或根本目的一

直没有变。

【例句】帝国主义有时手捧“胡萝卜”,

有时挥舞“大棒”, ～, 他们的目的都

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万不得已
【注音】wàn bùdéyǐ

【释义】万 : 很。不得已 : 无可奈何。指

实在没办法 , 才不得不这样。

【出处】《为了忘却的纪念》: “倘不是万

不得已 , 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

【例句】这是他最珍爱的传家之宝, 不

到 ～, 是绝不肯轻易变卖的。

万夫莫敌
【注音】wàn fūmòdí

【释义】夫 : 成年男子。敌 : 抵挡。一万

个人也抵挡不住。形容勇猛非凡。

【出处】《说唐》十五回: “力能举鼎, 万

夫莫敌。”

【例句】这次战役 , 他摆出 ～的架式 , 最

终歼灭了敌人五十余个。

万古不变
【注音】wàn ɡǔbùbiàn

【释义】万古 : 千年万代。永远不改变。

【出处】《改造我们的学习》: “他们一心

向往的 , 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

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例句】这条真理是通过无数次实践,

～的。

万家生佛
【注音】wàn jiāshēnɡfó

【释义】比喻德行广及大众, 有如佛的

普救众生。

【出处】宋·戴翼《贺陈待制启》: “福星

一路之歌谣 , 万家生佛之香火。”

【例句】这位医生医德医术均好, 对病

人绝不颐指气使, 收费不计多少, 任

由病人给予 , 出诊又不避风雨寒暑,

～, 万人景仰。

万紫千红
【注音】wàn zǐqiān hónɡ

【释义】形容百花齐放, 奇彩艳丽。也

比喻事物丰富多彩。

【出处】宋·朱熹《春日》: “等闲识得东

风面 , 万紫千红总是春。”

【例句】我们走进花圃 , 但见 ～、争妍斗

奇 , 一派春色。

【近义】百花齐放

【反义】一花独放

万古长存
【注音】wàn ɡǔchánɡcú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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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万古 : 经历的时间极长, 永远;

长存 : 一直存在。永远存在。

【出处】宋·晁补之《鸡肋集》: “此石万

古当长存。”

【例句】周恩来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革命精神 ～。

万古长青
【注音】wàn ɡǔchánɡqīnɡ

【释义】万古: 千年万代, 指永远。青:

苍翠。像松柏一样永远苍翠。形容

美好的东西永远保持生命力。

【出处】元·无名氏《谢金吾》第四折:

“论功增封食邑 , 共皇家万古长春。”

【例句】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

谊 ～。

【近义】日月经天 , 江河行地

万古流芳
【注音】wàn ɡǔliúfānɡ

【释义】万古: 千万年, 永远; 芳 : 芳香。

比喻好名声或好德行。好名声或好

德行永远流传。

【出处】元·纪君祥《赵氏孤儿》第二

折 : “老宰辅, 你若存的赵氏孤儿, 当

名标青史 , 万古流芳。”

【例句】刘胡兰烈士将永垂青史 , ～。

万古千秋
【注音】wàn ɡǔqiān qiū

【释义】永远像春天的草木那样青翠。

也用来祝美的事物永不衰退、消失。

【出处】宋·吴曾《咏题画李白真》: “作

为文章文圣世 , 千秋万古诵盛美。”

【例句】全世界的和平事业 ～。

万贯家私
【注音】wàn ɡuàn jiāsī

【释义】贯 : 旧时用绳穿铜钱 , 每一千个

钱称为“一贯”; 万贯 : 形容很多; 家

私 : 家产。形容财产多 , 极其富有。

【出处】明·冯梦龙《喻世明言·滕大

尹鬼断家私》: “老爹爹纵有万贯家

私 , 自有嫡子嫡孙 , 干你野种屁事! ”

【例句】 �红楼梦》中的贾家曾显赫一

时 , 挥金如土 , 在被抄以后 , ～化为乌

有。

【反义】一贫如洗  一无所有

万箭攒心
【注音】wàn jiàn cuán xīn

【释义】像无数支箭聚射心头。形容极

度悲痛的心情。攒 : 聚集。

【出处】唐·李�$《独异志》: “梁沈约,

家藏书十二万卷, 然心僻恶, 闻人一

善 , 如万箭攒心。”

【例句】他听到父亲去世的噩耗, 犹如

～。

【近义】五内俱焚

【反义】兴高采烈

万籁无声
【注音】wàn lài wúshēnɡ

【释义】一点声音也没有。多形容自然

环境的清静或冷清。

【出处】唐·皎然《戛铜鰕为龙吟歌》:

“遥闻不断在烟杪, 万籁无声天境

空。”

【例句】大山的夜 ～。

【近义】鸦雀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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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人声鼎沸

万事大吉
【注音】wàn s hìdàjí

【释义】什么事情都很圆满顺利。大

吉 : 很吉利。

【出处】《续传灯录·明州大梅祖镜地

英禅师》: “岁朝把笔 , 万事大吉 , 急急

如律令。”

【例句】此事还没解决 , 你别以为 ～。

【近义】万事亨通

【反义】艰难曲折

万事亨通
【注音】wàn s hìhēnɡtōnɡ

【释义】一切事情都很顺利。亨 : 顺利。

通 : 通畅。

【出处】清·李绿园《歧路灯》六十五

回 : “那孔方兄运出万事亨通的本领,

先治了关格之症。”

【例句】某人很有能力 , 可以说 ～。

【近义】万事大吉

【反义】荆棘载途

万死不辞
【注音】wàn s ǐbùcí

【释义】即使死一万次也决不推辞。表

示愿意拼死效劳。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 “吾见

兄长一面 , 虽万死不辞。”

【例句】在前进的道路上不管有多少困

难 , 我都将 ～。

【近义】视死如归

【反义】贪生怕死

万家灯火
【注音】wàn jiādēnɡhuǒ

【释义】千万家都点上了灯。指天黑上

灯的时候。也形容城市夜晚的景象。

【出处】宋·王安石《上元戏呈贡父》

诗 : “车马纷纷白昼同 , 万家灯火暖东

风。”

【例句】我推窗望去 , 满眼是山城的 ～,

夜景美极了。

万劫不复
【注音】wàn jiébùfù

【释义】劫 : 佛家指世界从存在到毁灭

的过程。万劫 : 万世。永远不能恢

复。

【出处】鲁迅《学界的三魂》: “倘使连这

一点反抗心都没有 , 岂不就成为万劫

不复的奴才了。”

【例句】如果连一点反抗意识都没有,

那就是 ～的奴才了。

万籁俱寂
【注音】wàn lài jùjì

【释义】籁 : 从孔穴里发出的声音。万

籁 : 自然界万物发出的声响。寂: 寂

静。各种各样的声响都静止下来。

形容周围环境十分宁静。

【出处】唐·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

“万籁此俱寂 , 但余钟磬音。”

【例句】已经是深夜了 , ～, 只有几颗星

星在天边眨着眼睛 , 一闪一闪的。

【近义】鸦雀无声

【反义】人声鼎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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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城
【注音】wàn lǐchánɡchénɡ

【释义】指我国的长城。

【出处】《水浒后传》十二回: “吞詂既

丧 , 坏了万里长城 , 国中精锐已尽 , 如

何是好?”

【例句】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 两国之

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 好像隔着一条

～似的。

【近义】钢铁长城

万里长征
【注音】wàn lǐchánɡzhēnɡ

【释义】征 : 远地。形容极遥远的旅程。

【出处】唐·王昌龄《出塞》: “秦时明月

汉时关 , 万里长征人未还。”

【例句】解放全中国, 这只是 ～走完了

第一步。

万马奔腾
【注音】wàn mǎbēn ténɡ

【释义】奔腾: 奔驰跳跃。千万匹骏马

一齐奔驰跳跃。形容声势浩大的场

面或情景。

【出处】明·凌闬初《初刻拍案惊奇》卷

二十二 : “空中如万马奔腾 , 树杪似千

军拥沓。”

【例句】社会主义改革的大潮如 ～, 势

不可挡!

万马齐�
【注音】wàn mǎqíyīn

【释义】� : 哑 。千万匹马都沉寂无声。

比喻异常沉闷的局面。

【出处】清·龚自珍《己亥杂诗·过镇

江》: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究

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 不拘一格降

人才。”

【例句】文化大革命表面上轰轰烈烈,

实际上 ～, 这种情况在思想和文艺界

尤其突出。

【近义】死气沉沉

【反义】百花齐放  广开言路

万人空巷
【注音】wàn rén kōnɡxiànɡ

【释义】空巷 : 指街巷的居民都出来了。

形容大型集会或新奇事物轰动一时

的盛况。

【出处】《红旗谱》卷二 : “万人空巷看着

这雄壮的队伍 , 在街上走过。”

【例句】电视连续剧《渴望》的播放 , 在

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 ～的轰动效应。

万念俱灰
【注音】wàn niàn jùhuī

【释义】念 : 念头 , 想头 ; 俱 : 都。一切想

头、希望都破灭了。形容灰心绝望的

心情。

【例句】个别同学因为考不上大学, 攀

登科学高峰的理想没能实现, 就鼓不

起劲来, ～, 稀里糊涂混日子。这样

不好。

【反义】雄心勃勃  雄心壮志

万事大吉
【注音】wàn shìdàjí

【释义】吉 : 吉利。一切都十分顺利圆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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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

究》: “斗争一番 , 工作撤换一下 , 就认

为机会主义没有了 , 万事大吉了。”

【例句】有些学生缺乏竞争意识, 甘居

中游 , 以为只要每科及格就 ～了。

【近义】高枕无忧  功德圆满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注音】wàn shìjùbèi, zhǐqiàn dōnɡ

fēnɡ

【释义】俱 : 都 , 全。欠 : 缺少。原指三

国时周瑜要火攻曹操 , 一切都准备好

了 , 只欠东风, 不能放火。后指一切

准备好了 , 只差最后一个重要条件。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四十九

回 : “欲破曹公 , 宜用火攻 ,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例句】我们现在是 ～, 要是解决了燃

料问题 , 车队马上就能出发。

【反义】八字没一撇

万寿无疆
【注音】wàn s hòu wújiānɡ

【释义】万寿 : 长寿。疆 : 界限。永远生

存无止境。用作祝贺的话。

【出处】《清朝野史大观》卷十 : “天子万

年 , 百姓化钱 ; 万寿无疆 , 百姓遭殃。”

【例句】天地之间没有“～”的东西 , 一

切都处在生成和消亡的运动变化之

中。

【近义】长命百岁  松乔之寿

万全之策
【注音】wàn quán zhīcè

【释义】策 : 办法 , 策略。极其周全的计

谋、办法。

【出处】《韩非子·饰邪》: “而道法万

全 , 智能多失。夫悬衡而知平, 设规

而知圆 , 万全之道也。”

【例句】清兵入关之后, 李自成还想找

出一个 ～, 保住刚建立的政权。

万头攒动
【注音】wàn tóu cuán dònɡ

【释义】头 : 脑袋 , 代指人。攒 : 聚集在

一起。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 拥

挤蠕动着。形容人很多。

【出处】《雪岩外传》十一回: “到了云栖

山门口 , 早就挤的人山人海, 但见万

头攒动 , 和啧啧称羡的声音。”

【例句】龙舟竞赛开始了 , 锦江两岸 ～,

人山人海。

万无一失
【注音】wàn wúyīshī

【释义】失 : 失误, 差错。在一万次之中

不会出现一点失误。形容绝对保险。

【例句】这件事只有交给他办 , 才能 ～。

【近义】百不失一

万丈高楼平地起
【注音】wàn zhànɡɡāo lóu pínɡdìqǐ

【释义】再高的楼房也必须从平坦的土

地上开始建筑。比喻要办成任何事

情都要有扎实的基础。

【出处】《珊瑚岛》: “万丈高楼平地起,

珊瑚虫的‘公寓’是固在海底上的。”

【例句】～, 学习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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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更新
【注音】wàn xiànɡɡēnɡxīn

【释义】万象: 一切景象; 更 : 变更。指

一切事物都改变了面貌 , 显现出一片

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例句】春回大地 , ～, 农民又开始耕种

了。

万众一心
【注音】wàn zhònɡyīxīn

【释义】千万人一条心。形容团结一

致。

【出处】《雄伟的人民大会堂》: “灯的周

围是七十条瑰丽的光芒线和四十瓣

镏金的向日葵花瓣 , 象征着全国各族

人民万众一心 , 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

党周围。”

【例句】只要我们 ～, 就没有克服不了

的困难。

【近义】众志成城  同心同德  一心一

德

【反义】一盘散沙  离心离德  人心涣

散

【辨析】～和“众志成城”都含有团结一

致的意思。“众志成城”内涵大 , 不仅

有万人一心的意思, 还含有力量强

大 , 不可摧毁的意思; ～没有不可摧

毁之意。

wɑnɡ

汪洋大海
【注音】wáng yáng dàhǎi

【释义】汪洋 : 水面广阔没有边际的样

子。大海水势浩大 , 辽阔无际。比喻

声势极为浩大。也比喻难以摆脱的

困境。

【出处】明·许仲琳《封神演义》二回:

“轰天炮响 , 汪洋大海起春雷。”

【例句】刹那间, 堤岸崩溃, 房屋倒塌,

广大的平原化为 ～。

亡国之音
【注音】wáng guózhīyīn

【释义】国家将要灭亡时令人悲哀而愁

苦的音乐。也指轻浮颓靡的乐曲。

【出处】《礼记·乐记》: “亡国之音哀以

思 , 其民困。”

【例句】前方将士在浴血奋战, 而后方

的一些歌舞厅仍在播放醉生梦死的

～。

【近义】靡靡之音

亡命之徒
【注音】wáng mìng zhītú

【释义】亡命: 改变姓名而逃亡在外。

原指逃亡在外的人。后指那些不顾

性命 , 犯法作恶的人。

【出处】唐·令狐德棻等《周书·郭彦

传》: “亡命之徒 , 咸从赋役。”

【例句】在同这些 ～进行搏斗的过程

中 , 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近义】不逞之徒

亡羊补牢
【注音】wánɡyǎnɡbǔláo

【释义】亡 : 丢失。牢 : 牲口圈。丢了羊

赶紧修补羊圈。比喻出了差错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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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救。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楚策四》:

“亡羊而补牢 , 未为迟也。”

【例句】这次试验没有成功, 我们应该

～, 认真总结教训。

【近义】来者可追  见兔顾犬

【反义】贼去关门

枉费心机
【注音】wǎnɡfèi xīn jī

【释义】枉 : 白白地 , 徒然。白费心思。

【出处】元·无名氏《隔江斗智》二折:

“你使着这般手段。敢可也枉用心

机。”

【例句】你不要 ～了, 要踏踏实实地读

书。

【近义】挖空心思

【反义】费尽心机

妄自菲薄
【注音】wànɡzìfěi bó

【释义】妄 : 虚妄, 没有根据。菲薄: 小

看 , 轻视。毫无根据地看轻自己。形

容过于自卑 , 自轻自贱。

【出处】三国·蜀·诸葛亮《前出师

表》: “不宜妄自菲薄 , 引喻失义 , 以塞

忠谏之路也。”

【例句】一个人不应该妄自尊大, 也不

应该 ～。

【近义】自惭形秽  自轻自贱

【反义】妄自尊大  骄傲自大

妄自尊大
【注音】wànɡzìzūn dà

【释义】妄 : 狂妄。狂妄地自高自大。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马

援传》: “子阳井底蛙耳, 而妄自尊

大。”

【例句】小吴 ～, 看不起别人。

【近义】自高自大  好人为师

【反义】妄自菲薄  不骄不躁

忘恩负义
【注音】wànɡēn fùyì

【释义】负 : 背弃。忘记恩德, 背弃信

义。指忘记别人对自己的好处 , 做出

对不起别人的事。

【出处】元·杨显之《酷寒亭》楔子:

“兄弟去了也。我看此人不是忘恩负

义的 , 日后必得其力。”

【例句】石枫一向很重感情, 他不是那

种 ～的人。

【近义】以怨报德  恩将仇报

【反义】结草衔环

望尘莫及
【注音】wànɡchén mòjí

【释义】及 : 赶上。原指望着前面人马

行进中扬起的尘土而追赶不上。形

容远远落后。也用作对人敬佩的自

谦之词。

【出处】《庄子·田子方》: “夫子奔逸绝

尘 , 而回瞠若乎其后矣。”

【例句】我的绘画技术与你相比, 相去

甚远 , ～。

【近义】瞠乎其后  可望不可及

【反义】并驾齐驱  略高一筹

【辨析】～和“可望而不可及”虽然都有

“能看得见 , 可接近不了”的意思。但

是 ～语义更重, 实现目的的可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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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望穿秋水
【注音】wànɡchuān qiūshuǐ

【释义】秋水 : 秋天的水明净清澈 , 比喻

明亮的眼睛。把眼睛都望穿了。形

容盼望的殷切。

【出处】元·王实甫《西厢记》三本二

折 : “望穿他盈盈秋水 , 蹙损他淡淡春

山。”

【例句】许久没有得到你的回信, 我真

是 ～。

【近义】望眼欲穿  延颈举鹭

【反义】置之脑后

望而生畏
【注音】wànɡér shēnɡwèi

【释义】畏 : 害怕。看见就害怕。

【出处】《论语·尧曰》: “君子正其衣

冠 , 尊其瞻视 , 俨然人望而畏之。”

【例句】这个山路崎岖不平, 旁边又是

悬崖 , 让人 ～。

【反义】蔼然可亲

望而却步
【注音】wànɡér quèbù

【释义】看到困难或危险就往后退缩。

【出处】明·徐光启《复周天逸学宪》:

“且以裕蛊所为, 思之痛心, 望之却

步。”

【例句】此人风姿虽不特别惹人注目,

但气质异常高超, 使人 ～。

【近义】望而生畏

【反义】勇往直前

望风而逃
【注音】wànɡfēnɡér táo

【释义】远远望见对方的气势很盛, 就

吓得逃跑了。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 “曹操

以百万之众 , 闻吾之名 , 望风而逃, 今

汝何人 , 敢不投降! ”

【例句】解放军百万雄师一夜间飞渡长

江 , 敌人 ～, 溃不成军。

【近义】望风破胆

【反义】勇往直前

望风披靡
【注音】wànɡfēnɡpīmǐ

【释义】草木随风倒伏。比喻军队毫无

斗志 , 老远看到对方的气势很盛, 没

交锋就溃散了。

【出处】《汉书·杜周传》: “天下莫不望

风而靡 , 自尚书近臣皆结石杜口, 骨

肉亲属莫不股栗。”

【例句】我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渡过长

江后 , 南京守敌 ～。

【近义】望风而逃

【反义】所向披靡

望衡对宇
【注音】wànɡhénɡduìyǔ

【释义】门户相对, 可以互相望见。形

容彼此住得很近。

【出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沔水

中有鱼梁洲 , 庞德公所居, 士元居汉

之阴⋯⋯司马德操宅洲之阳, 望衡对

宇 , 欢情自接。”

【例句】我和小伟家住在一条弄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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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 ～。

【近义】衡宇相望

【反义】千里迢迢

望眼欲穿
【注音】wànɡyǎn yuèchuān

【释义】眼睛都要望穿了。形容盼望殷

切。

【出处】明·西湘居士《明月环》: “小姐

望眼欲穿 , 老身回覆小姐去也。”

【例句】她 ～地盼望着丈夫归来。

望梅止渴
【注音】wànɡméi zhǐkě

【释义】望 : 盼望。渴 : 口干。盼着吃梅

子 , 口就不渴了。

【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假谲》: “魏武行役, 失汲道, 军皆

渴 , 乃令曰 : ‘前有大梅林, 饶子, 甘酸

可以解渴。’士卒闻之, 口皆出水, 乘

此得及前源?”

【典故】三国时曹操行军在一条无水的

路上 , 士兵都渴了。曹操下令说, 前

面有梅林 , 梅子可解渴。士兵听后,

流出了口水, 暂时忘记了口渴。比喻

愿望无法实现 , 只能用空想来安慰自

己。

【例句】这种 ～的办法, 只不过是自欺

欺人而已。

【近义】画饼充饥  隔靴搔痒  指鹿为

马

望文生义
【注音】wànɡwén shēnɡyì

【释义】文 : 文字 , 指字面。不了解文句

的确切含义 , 只是从字面上做出牵强

附会的解释。

【出处】清·王念孙《读书杂志·战国

策第三·虎挚》: “鲍、吴皆读‘挚’为

‘前有挚兽’之‘挚’, 望文生义, 近于

皮傅矣。”

【例句】在做词义解释时, 要充分占有

语言材料 , 要顾及全文, 要分析上下

文 , 不能从某个孤立的字句作 ～的主

观解释。

【近义】顾名思义

望洋兴叹
【注音】wànɡyánɡxīnɡtàn

【释义】望洋 : 也作“望阳”、“望羊”, 仰

视的样子。兴 : 发出。原指在大的事

物面前感叹自己的渺小 , 现多比喻力

量不够或条件不具备 , 而感到无可奈

何。

【出处】《庄子·秋水》: “河伯欣然自

喜 , 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

行 , 至于北海, 东面而视, 不见水端。

于是焉 , 河伯始旋其面目, 望洋向若

( 海神名) 而叹。”

【典故】有一年秋天 , 雨水特别大 , 千百

条小河的水都灌入黄河, 一时间, 河

面变得十分宽阔, 隔水相望, 对岸田

野里的牲畜 , 哪个是马, 哪个是牛都

分辨不清了。

黄河之神河伯看到这汹涌的水势,

心里十分欢喜 , 以为天下就数他自己

最伟大。

河伯高高兴兴 , 一路大声唱着, 向

大海奔去。

河伯来到大海边 , 放眼望去, 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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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连天 , 天拉水 , 无边际 , 和陆地上的

河相比 , 大海不知要大多少倍。

站在大海边, 先前还以为自己最

伟大的河伯, 忽然感到了自己的渺

小。他望着大海对海神感叹道: “俗

话说 , 见识愈少的人, 认为自己了不

起。我就是这样呵! 从前听人说孔

子虽然博闻识, 但知道的还是有限,

我总不以为然 , 今天见到这浩瀚无穷

的大海 , 才相信了。我没到过海边,

眼界狭窄 , 才会以为自己了不起, 这

下要被人耻笑了。”

【例句】李芬的伯父在美国死了, 她却

无法取得入境签证前去悼念 , 唯有 ～

了。

【近义】�然长叹

【反义】易如反掌

望子成龙
【注音】wànɡzǐchénɡlónɡ

【释义】望 : 盼望。子 : 儿子, 也泛指后

辈。龙: 古代传说中能兴云作雨的神

异动物 , 封建时代把龙作为帝王的象

征 , 引申指高贵、显赫的人物。希望

子孙成为出人头地的显赫人物。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三十六

回 : “无如望子成名, 比自己功名念

切 , 还加几倍。”

【例句】许多家长 ～, 星期日也不休息,

陪着孩子去读各种各样的训练班。

wei

危机四伏
【注音】wēi jīs ìfú

【释义】伏 : 隐藏。到处都隐藏着危险

的因素。

【例句】世界局势动荡不安, 有的国家

～, 有的国家战乱不止。

【近义】四面楚歌

危如累卵
【注音】wēi rúlěi luǎn

【释义】累 : 堆积。危险得像垒起来的

卵蛋一样 , 极容易滚下打碎。比喻情

势或处境非常危险。

【出处】《韩非子·十过》: “其君之危 ,

犹累卵。”

【例句】1949 年 , 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

已 ～, 政权不保, 哪里还顾得上发展

经济!

【近义】危若朝露

【反义】坚如磐石

危言耸听
【注音】wēi yán sǒnɡtīnɡ

【释义】危 : 指吃惊, 可怕。耸 : 惊动。

故意说些吓人的话 , 使人听了惊疑震

动。

【出处】梁启超《米禁危言》: “我国民勿

以吾为危言悚听也。”

【例句】你听 , 他又在 ～了。

【近义】骇人听闻  耸人听闻

【反义】肺腑之言

危在旦夕
【注音】wēi zài dàn x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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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旦夕: 早上和晚上。指在很短

的时间内就可能灭亡。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鲁仲连

传》: “今楚军南阳 , 赵伐高唐, 燕人十

万守聊城, 国之危在旦夕 , 先生奈

何?”

【例句】他遇到车祸 , 生命 ～, 必须立即

送医院抢救。

【近义】危机四伏  危急存亡

威信扫地
【注音】wēi xìn s ǎo dì

【释义】扫地 : 指一扫而光, 完全丧失。

形容威望和信誉完全丧失。

【例句】严重的失误使他 ～。

【近义】身败名裂

威震天下
【注音】wēi zhèn tiān xià

【释义】声威震天下。形容威势极盛。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

传》: “名闻海内 , 威震天下。”

【例句】这就是 ～的“铁军”。

【近义】威震四海

【反义】无声无息

威风凛凛
【注音】wēi fēnɡlǐn lǐn

【释义】凛凛 : 气势逼人 , 使人敬畏的样

子。威严的气势使人敬畏。

【出处】宋·吴自牧《梦粱录·州府节

制诸军》: “亲从对对 , 衫帽新鲜 , 士卒

威风 , 凛凛可畏。”

【例句】队列里, 战士们一个个全副武

装 , ～。

【近义】八面威风

微不足道
【注音】wēi bùzúdào

【释义】道 : 说。微小得不值一提。

【出处】《覧梁传·隐公七年》: “其不言

逆 , 何也? 逆之道微 , 无足道焉尔。”

【例句】个人的力量与集体相比, 总是

～的。

【近义】微乎其微  何足挂齿  不足挂

齿

【反义】举足轻重  惊天动地

微乎其微
【注音】wēi hūqíwēi

【释义】微 : 轻微, 细微。形容非常细微

或非常少。

【出处】《尔雅·释训》: “式微式微者,

微乎微者也。”

【例句】事情成功了, 你只做了 ～的小

事 , 却想居头功?

【近义】一丝一毫  一星半点

微言大义
【注音】wēi yán dàyì

【释义】旧指儒家经典中精微的言辞和

深刻的道理。后泛指精微的语言中

有着深奥的含义。

【出处】汉代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

“及孔子殁而微言绝, 七十子卒而大

义乖”。

【例句】他的一番 ～, 令人佩服至极。

【近义】微言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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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然屹立
【注音】wēi rán yìlì

【释义】巍然 : 高大的样子。屹立 : 山势

高耸挺立。像高山一样耸立 , 不可动

摇。

【出处】梁启超《新民说》三节 : “吾国夙

巍然屹立于大东 , 环列皆小蛮夷, 与

他方大国 , 未一交通, 故我民常视其

国为天下。”

【例句】我们伟大的祖国 ～在世界的东

方。

【反义】抱头鼠窜

为非作歹
【注音】wéi fēi zuòdǎi

【释义】非、歹 : 坏 , 恶。做坏事。

【出处】元·无名氏《替杀妻》: “你待为

非作歹 , 瞒心昧己 , 终久是不牢坚。”

【例句】～的人 , 终究没有好下场。

【近义】横行无忌  横行霸道

【反义】安分守己

为富不仁
【注音】wéi fùbùrén

【释义】不仁 : 不仁义 , 刻薄。旧时指致

富与仁义不能并存 , 即靠盘剥别人而

发家致富的人是不仁义的。

【出处】《孟子·滕文公上》: “阳货曰:

‘为富不仁矣 , 为仁不富矣。’”

【例句】你的亲戚很富有, 但还骗取了

你们的家财 , 这算不算 ～?

【近义】唯利是图

【反义】乐善好施

【辨析】“为”不可读作“wèi”。

为所欲为
【注音】wéi s uǒyùwéi

【释义】为 : 做。欲 : 想。原意是做自己

要做的事。后含贬义 , 指想干什么就

干什么 , 多指干坏事。

【出处】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周威

烈王二十三年》: “以子之才, 臣事赵

孟 , 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 顾不

易邪?”

【例句】老师一离开教室, 顽皮学生便

～, 教室被搅得一塌糊涂。

【近义】横行无忌

【反义】谨小慎微

【辨析】～和“随心所欲”都有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的意思。但 ～偏重在做, 大

多是干坏事 ; “随心所欲”偏重在想,

偏重在去干 , 也不仅指干坏事。

违法乱纪
【注音】wéi fǎluàn jì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袁

绍刘表列传上》: “( 曹操) 而便放志专

行 , 威动省禁, 卑侮王僚, 败法乱纪,

坐召三台 , 专制朝政。”

【例句】共产党员是不能干这种 ～的事

的。

【近义】目无王法

【反义】安分守己  恪守成宪

围魏救赵
【注音】wéi wèi jiùzhào

【释义】指包抄敌人后方据点, 迫使其

撤回进攻的兵力以便更好地歼灭的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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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战国时魏国曾围赵国都城邯

郸 , 往救的齐军采用孙膑之计, 围攻

魏国都城大梁 , 魏军回救本国, 在桂

陵被齐军大败 , 赵国因此解围。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六十四

回 : “倘用 ～之计, 且不来解此处之

危 , 反去取我梁山大寨 , 如之奈何?”

【例句】 �～”的故事 , 我小学二年级时

便知晓了。

唯利是图
【注音】wéi lìshìtú

【释义】唯 : 只 , 唯独。图 : 贪图。只贪

求私利 , 别的都不顾忌。

【出处】晋·葛洪《抱朴子·勤求》: “名

过其实 , 由于夸诳 , 内抱贪浊 , 惟利是

图。”

【例句】凡奸商都 ～。

【近义】见利忘义

【反义】见利思义

唯命是听
【注音】wéi mìnɡs hìtīnɡ

【释义】唯 : 只 , 唯独。命 : 命令。听 : 听

从。一切听从命令 , 指无条件服从。

【出处】《国语·晋语四》: “公子有辱,

寡人之罪也 , 唯命是听。”

【例句】他对于主子 ～, 活像一只哈巴

狗。

【近义】百依百顺  俯首贴耳

【反义】桀骜不驯

唯我独尊
【注音】wéi wǒdúzūn

【释义】尊 : 尊贵。只有自己最尊贵。

形容极端狂妄自大 , 认为只有自己最

了不起。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南泉

愿禅师法嗣》: “天上天下, 唯我独

尊。”

【例句】封建帝王 ～, 不许任何人对他

有丝毫的冒犯。

【近义】妄自尊大

【反义】虚怀若谷

唯唯连声
【注音】wěi wěi lián shēnɡ

【释义】唯唯: 表示同意的答应声。连

声答应。表示完全顺从。

【出处】《范进中举》: “范进 ～, 叫浑家

把肠子煮了 , 烫起来。”

【例句】他 ～, 按照妻子的意思把菜给

洗了。

唯唯诺诺
【注音】wěi wěi nuònuò

【释义】唯、诺 : 都是应答之词。形容一

味顺从别人的意见。

【出处】《韩非子·八奸》: “此人主未命

而唯唯 , 未使而诺诺, 先意承旨 , 观貌

察色 , 以先主心者也。”

【例句】他向来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

从不 ～。

【近义】唯命是听

嵬然不动
【注音】wěi rán bùdònɡ

【释义】嵬然: 高大耸立的样子。形容

高大 , 坚固, 不可动摇。

【出处】汉·刘向《淮南子·诠言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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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德, 道者若丘山, 嵬然不动, 行者

以为期。”亦作“岿然不动”。

【例句】在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下, 我

上甘岭阵地 ～。

惟妙惟肖
【注音】wěi miào wèi xiào

【释义】惟 : 文言语气词。肖 : 相似。形

容刻画或模仿得十分精妙逼真。

【出处】《“面人郎”访问记》: “卖菜汤

的 , 卖沙锅的。吹糖人的, 无不惟妙

惟肖! ”

【例句】小妹妹把这个人画得 ～。

【近义】栩栩如生  跃然纸上  有声有

色 绘声绘色  如闻其声  活灵活

现

尾大不掉
【注音】wěi dàbùdiào

【释义】掉 : 摇动。尾巴太大不容易摆

动。比喻部下势力强大 , 不服从指挥

调动或机构庞大, 指挥不灵。

【出处】《左传·昭公十一年》: “末大必

折 , 尾大不掉 , 君所知也。”

【例句】要想使这厂子搬迁, 还真有点

～的感觉。

【近义】尾大难掉  末大不掉

委曲求全
【注音】wěi qūqiúquán

【释义】曲意迁就 , 以求保全。

【出处】汉·班固《汉书·严彭祖传》:

“何可委曲从俗 , 苟求富贵乎! ”

【例句】我们 ～, 吃亏的当然是我们。

【近义】相忍为国

【反义】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娓娓动听
【注音】wěi wěi dònɡtīnɡ

【释义】娓娓 : 形容谈论不枯燥或动听。

说话委婉动听 , 使人爱听。

【出处】清·曾朴《孽海花》三十四回:

“梦兰也竭力招呼 , 知道杨、陆两人都

不大会讲上海话, 就把英语来对答,

倒也说得清脆悠扬 , 娓娓动听。”

【例句】老师把丑小鸭的故事讲得 ～。

【反义】不堪入耳

娓娓而谈
【注音】wěi wěi ér tán

【释义】娓娓: 说话连续不断的样子。

形容连续不断地谈着话。

【例句】我非常喜欢听王老师讲话, 当

他 ～的时候 , 是很有吸引力的。

萎靡不振
【注音】wěi mǐbùzhèn

【释义】萎靡 : 颓丧 , 不振作。形容精神

不振 , 死气沉沉。

【出处】《宋史·杨时传》: “若示以怯懦

之形 , 萎靡不振 , 则事去矣。”

【例句】我们应该扫除这里的 ～之风,

好好地大干一场。

【反义】精神焕发  精神抖擞  朝气蓬

勃

为虎作伥
【注音】wèi hǔzuòchānɡ

【释义】伥 : 伥鬼。传说人被老虎咬死

后变为伥鬼 , 又去帮助老虎伤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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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充当恶人的帮凶。

【出处】清·莜波山人《爱国魂·骂

奴》: “为虎作伥 , 无复生之气。”

【例句】他跟那个恶霸吃吃喝喝, 前呼

后拥 , 做起 ～的坏事来。

【近义】助纣为虐

【反义】为民除害

【辨析】～和“助桀为虐”都含有“帮助

恶人干坏事”的意思。区别在于 : ～

更着重于“充当帮凶”; “助桀为虐”更

着重于“干坏事”。

为民请命
【注音】wèi mín qǐnɡmìnɡ

【释义】替老百姓向掌权的人请求解除

他们的痛苦, 保全他们的性命。后指

替老百姓说话。

【出处】《尚书·汤浩》: “以与尔有众请

命。”

【例句】从古以来 , ～的清官大有人在。

为人作嫁
【注音】wèi rén zuòjià

【释义】原指贫女只能替别人缝制嫁

衣。后比喻为别人操劳 , 对自己豪无

益处。

【出处】唐代秦韬玉《贫女》诗 : “苦恨年

年压金线 , 为他人作嫁衣裳。”

【例句】像这种 ～的事 , 我再也不干了。

【近义】火中取栗

为渊驱鱼, 为丛驱雀
【注音】wèi yuān qūyú, wèi cónɡqū

què

【释义】渊 : 深水 , 潭 ; 驱 : 赶; 丛 : 茂密的

树林。把鱼赶到溪水里 , 把雀赶到丛

林中。原比喻反动统治者施行暴政 ,

老百姓逃亡别国。现比喻不善于团

结人 , 把本来可以争取过来的人赶到

对方去了。

【出处】《孟子·离娄上》: “为渊驱鱼

者 , 獭也 ; 为丛驱爵( 雀) 者 , 鹯( 老鹰)

也 ; 为汤、武驱民者 , 桀与纣也。”

【例句】关门主义“～”, 把我们的一些

同盟军和群众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

了。

未卜先知
【注音】wèi bǔxiān zhī

【释义】卜 : 占卜, 算卦, 预测吉凶的一

种迷信活动。还没有占卜就预先知

道( 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 。比喻有预

见。

【出处】元·无名氏《桃花女》三折 : “卖

弄杀周易阴阳谁知你 , 还有个未卜先

知意。”

【例句】他每一次估计敌人的行动, 都

准确得很 , 真可说是 ～。

【近义】料事如神

【反义】难以预料

未老先衰
【注音】wèi nǎo xiān s huāi

【释义】年纪小就衰老了。

【出处】唐代白居易《叹发落》诗 : “多病

多愁心自知 , 行年未老发先衰”。

【例句】李经理工作过度劳累, 给人一

种 ～的感觉。

【反义】鹤发童颜  老骥伏枥  老当益

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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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免俗
【注音】wèi nénɡmián sú

【释义】俗 : 习俗。没能摆脱一般人的

旧习俗。

【出处】《儿女英雄传》三十九回 : “老爷

觉得只要有了那寿酒、寿文二色, 其

余也不过 ～, 聊复尔尔而已。”

【例句】叔叔在城里生活依然 ～。

未雨绸缪
【注音】wèi yǔchóu móu

【释义】绸缪 : 用绳索紧密缠绕 , 引申为

修补。趁着还没有下雨 , 先修缮房屋

门窗。比喻事先做好防备工作。

【出处】《诗经·詃风·詄詅》: “迨天之

未阴雨 , 彻彼桑土 , 绸缪牖户。”

【例句】我们要 ～, 各位同学应及早温

习功课以迎接考试。

【近义】防患于未然

【反义】临渴掘井

味同嚼蜡
【注音】wèi tónɡjiáo là

【释义】像嚼蜡一样没有味道。比喻文

章或说话枯燥乏味。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十二回:

“因燕窝价贵 , 一肴可抵十肴之遇 , 故

宴会必以此物为首 , 既不恶其形似粉

条 , 亦不厌其味同嚼蜡。”

【例句】这篇文章空话连篇 , 言之无物,

读来 ～。

【近义】索然无味  枯燥无味

【反义】津津有味  妙不可言

畏首畏尾
【注音】wèi s hǒu wèi wěi

【释义】畏 : 害怕。怕前怕后。形容胆

小怕事、疑心重重的样子。

【出处】《左传·文公十七年》: “古人有

言曰 : “畏首畏尾 , 身其余几?’”

【例句】平日里大家都说得慷慨激昂,

但真正事到临头, 却一个个 ～的, 把

当初的许诺都置诸脑后了。

【近义】左顾右盼

【反义】无所畏惧

畏缩不前
【注音】wèi s uōbùqián

【释义】害怕、退缩 , 不敢向前。

【出处】宋·魏泰《东轩笔录》: “及弹文

彦博 , 则吴奎畏缩不前。”

【例句】在困难面前 ～, 不是咱大庆人

的作风。

【反义】勇往直前  奋勇当先

蔚然成风
【注音】wèi rán chéng fēng

【释义】蔚然 : 草木茂盛的样子 , 引申为

兴盛 ; 风 : 风气, 风尚。形容某种事有

逐渐发展兴盛 , 成为风气。

【例句】 �人人学说普通话”, 已经在全

国许多城乡 ～。亦作“蔚成风气”。

蔚为大观
【注音】wèi wéi dàɡuān

【释义】蔚 : 盛大, 聚集。汇聚成盛大壮

丽的景象。

【出处】蔡东藩、许廑父《民国通俗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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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十六回 : “最精雅的是用五彩丸

成 , ⋯⋯一座鹤楼 , 高楼云表 , 蔚为大

观。”

【例句】词这一文体 , 发展到宋代已 ～。

wen

温故知新
【注音】wēn ɡùzhīxīn

【释义】温习旧的知识, 能得到新的认

识和体会。也指回顾历史, 能更好地

认识现在。

【出处】《论语·为政》: “温故而知新,

可以为师矣。”

【例句】学习应该 ～。

温良恭俭让
【注音】wēn liánɡɡōnɡjiǎn rànɡ

【释义】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

泛指态度谦和 , 举止文雅。

【出处】《论语·学而》: “子贡曰: ‘夫

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

也 , 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例句】你为人处事做到 ～了吗?

【近义】温文尔雅  文质彬彬  彬彬有

礼

温情脉脉
【注音】wēn qínɡmòmò

【释义】温情 : 温柔的情感。脉脉 : 无声

地用眼神表达情意的样子。形容饱

含温柔的感情而很想表露出来的样

子。

【出处】唐·刘禹锡《视刀环》: “今朝两

相视 , 脉脉万重心。”

【例句】她 ～地望着他 , 欲言又止。

【近义】含情脉脉

温文尔雅
【注音】wēn wén ěr yǎ

【释义】态度温和有礼 , 举止文雅端庄。

也指办事不大胆泼辣或缺乏斗争性。

【出处】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八

·陈锡九》: “太守愕然曰 : ‘此名士之

子 , 温文尔雅 , 乌能作贼! ’”

【例句】朱先生小心、拘谨, ～, 从来不

会厉色疾言。

【近义】温良恭俭让 雍容尔雅

文不对题
【注音】wén bùduìtí

【释义】文章的内容跟题目不相关。也

指谈话与谈论的中心不相关, 或答非

所问。

【例句】这篇《香港之夜》～, 内容大半

是白天的故事。

【近义】下笔千言 , 离题万里

【反义】画龙点睛

【辨析】“答非所问”强调言语方面; 而

～强调文字方面。

文风不动
【注音】wén fēnɡbùdònɡ

【释义】一点也不动。

【例句】尽管外面闹翻了天, 他在屋子

里依然 ～, 照旧读他的书。

【反义】闻风而动

·067· wēn- wén 温文



 W

文从字顺
【注音】wén cónɡzìshùn

【释义】从、顺 : 妥当、通顺。指文章遣

词造句妥贴通顺。

【出处】《老残游记》第十五回 : “这贾家

呢 , 第二个儿子今年二十四岁, 在家

读书 , 人也长的清清秀秀的, 笔下也

还文从字顺。”

【例句】这篇文章 ～, 值得一读。

【近义】琅琅上口

文房四宝
【注音】wén fánɡsìbǎo

【释义】指书房中必备的笔、墨、纸、砚

四种文具。

【出处】宋·梅尧臣《九月六日登舟再

和潘歙州纸砚》诗: “文房四宝出二

郡 , 迩来赏爱君与予。”

【例句】他最珍爱的就是 ～了。

文过饰非
【注音】wén ɡuòshìfēi

【释义】文、饰 : 掩饰, 遮掩。过、非 : 过

失 , 错误。以各种借口来掩饰自己的

过失、错误。

【出处】《论语·子张》: “小人之过也,

必文。”

【例句】对错误不能 ～, 要认真检讨才

对。

【近义】拒谏饰非

【反义】从善如流

文人相轻
【注音】wén rén xiānɡqīnɡ

【释义】轻 : 轻视。指旧知识分子彼此

看不起。

【出处】三国·魏·曹丕《典论·论

文》: “文人相轻 , 自古而然。”

【例句】新一代的知识分子, 应当摒弃

“～”的陈腐观念。

文如其人
【注音】wén rúqírén

【释义】文章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同

作者的性格特点相似。

【出处】宋·苏轼《答张文潜书》: “子由

之文实胜仆 , 而世俗不知, 乃以为不

如 ; 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 其文如其

为人。”

【例句】～, 这篇文章 , 我一看就知道出

自李编辑的手笔。

文恬武嬉
【注音】wén tián wǔxī

【释义】恬 : 安闲。嬉 : 玩乐。文武官员

安逸玩乐。形容官僚贪图享乐、不问

国事的腐败现象。

【出处】唐·韩愈《平淮西碑》: “相臣将

臣 , 文恬武嬉 , 习熟见闻, 以为当然。”

【例句】纣王为政时期 , ～, 百姓苦不堪

言。

文武双全
【注音】wén wǔshuānɡquán

【释义】文才武功都具备。形容有智有

勇 , 才能杰出而全面。

【出处】元·无名氏《百花亭》三 : “王焕

也空学的文武双全, 培养得材能兼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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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李老师 ～。

【近义】文武全才

文江学海
【注音】wén jiānɡxuéhǎi

【释义】文章学问犹如长江和大海那

样。

【出处】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中宗》

引唐·郑�$《柏梁体联句》: “文江学

海思济航。”

【例句】～, 浩瀚无边 , 同学们不要稍有

成就 , 就沾沾自喜。

【近义】学富五车

【反义】胸无点墨

文君新寡
【注音】wén jūn xīn ɡuǎ

【释义】新寡 : 死了丈夫不久的女人。

【出处】明·张岱《陶庵梦忆·烟雨

楼》: “柳湾桃坞, 痴迷伫想, 若遇仙

缘 , 洒然言别 , 不落姓氏 , 间有倩女离

魂 , 文君新寡 , 亦效颦为之。”

【例句】那穿黑衣的少妇 , ～, 还沉浸在

悲痛之中。

文治武功
【注音】wén zhìwǔɡōnɡ

【释义】比喻政治与军事。

【出处】《礼记·祭法》: “汤以宽治民而

除甚虐 , 文王以文治 , 武王以武功 , 去

民之灾 , 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

【例句】唐太宗雄才大略, ～都有辉煌

的成就。

文无定法
【注音】wén wúdìnɡfǎ

【释义】写文章没有一定的章法, 并不

是非这样写不可。

【例句】～, 多写多修改 , 就是最好的方

法之一。

【反义】法有常规

文责自负
【注音】wén zézìfù

【释义】文章的责任由写文章的人自己

负。

【例句】编辑说 , 这篇文章可以发表 , 但

～。

文过其实
【注音】wén ɡuòqís hí

【释义】文章虽然表面写得华丽, 而内

容却很空虚。

【例句】某些报刊报道的新闻, 有的是

～。

文韬武略
【注音】wén tāo wǔlüè

【释义】用兵的谋略。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 “你便有

文韬武略 , 怎逃出地网天罗?”

【例句】当晚 , 董宣召见水丘岑在书房

里详谈 , 果然不错 , ～都还说得过去。

【近义】文武双全

文武全才
【注音】wén wǔquán cái

【释义】文才与武功同时具备, 能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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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出处】《旧五代史·周书·和凝传》:

“和公文武全才而有志气, 后必享重

位 , 尔宜谨事之。”

【例句】部队里 ～的人物多的是。

【近义】文武双全

【反义】一无所能

文武之道, 一张一弛
【注音】wén wǔzhīdào, yīzhānɡyī

chí

【释义】文武 : 指周公文王、周武王。

张 : 拉紧弓弦。引申指严厉、紧张。

弛 : 放松弓 , 引申指宽松、安闲。本指

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方针, 泛指治

理国家要宽严相济。也比喻工作、生

活应劳逸结合 , 适当调节。

【出处】《礼记·杂记下》“张而不弛 , 文

武弗能也; 弛而不张, 文武弗为也。

一张一弛 , 文武之道也。”

【例句】身为作家的他很注重 ～, 生活

怡然自得。

文以载道
【注音】wén yǐzài dào

【释义】载 : 记载 , 阐发。文章是用来记

载、阐发道理的。

【出处】朱光潜《文学与人生》: “从前中

国文人有‘文以载道’的说法 , 后来有

人嫌这看法的道学气太重。”

【例句】～, 作者所要表明的思想观点,

是文章的重心所在 , 我们阅读时必须

给予相当的重视。

【近义】文以明道

文质彬彬
【注音】wén zhìbīn bīn

【释义】文 : 文采, 修养。质 : 朴实。彬

彬 : 形容文雅。形容人既有文采, 又

很质朴。后多指人举止文雅, 态度从

容。

【出处】《论语·雍也》: “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

【例句】这位客人 ～, 给人一个很好的

印象。

【近义】温文尔雅

【反义】俗不可耐

纹丝不动
【注音】wén sībùdònɡ

【释义】纹 : 纹理。纹丝 : 指极少、极小

的量。不动 : 一点儿也不动。

【出处】《我的战友邱少云》: “我们趴在

地上必须纹丝不动 , 咳嗽一声或者蜷

一下腿 , 都可能被敌人发觉。”

【例句】警察潜伏候贼 , 一晚到亮 ～, 够

辛苦的。

闻风而起
【注音】wén fēnɡér qǐ

【释义】风 ; 风声, 声息。一听到消息,

立刻起来响应。

【出处】《宋史·文天祥传》: “庶天下忠

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也作“闻风

而动”。

【例句】听说物价要涨 , 人们 ～, 赶快抢

购东西。

【近义】闻风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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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风丧胆
【注音】wén fēnɡsànɡdǎn

【释义】闻 : 听到。风 : 风声, 消息。一

听到风声就吓破了胆。形容非常害

怕。

【例句】他在战斗中成长为一个让敌人

～的英雄。

闻过则喜
【注音】wén ɡuòzéxǐ

【释义】过 : 错误。听到别人指出自己

的缺点、过错就高兴。形容虚心接受

意见。

【出处】《孟子·公孙丑上》“子路 , 人告

之以有过 , 则喜。”

【例句】是 ～, 勇于自我批评 , 还是讳疾

忌医 , 坚持错误,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

的态度。

【近义】从善如流  从谏如流

【反义】讳疾忌医

闻鸡起舞
【注音】wén jīqǐwǔ

【释义】闻 : 听到。听到鸡鸣即起床舞

剑 , 比喻有志者及时发奋。

【出处】唐·房玄龄等《晋书·祖逖

传》: “中夜闻荒鸡鸣, 蹴琨觉曰: ‘此

非恶声也。’因起舞。”晋朝时, 祖逖和

刘琨立志为国家效力, 相互勉励, 半

夜听到鸡叫就起床舞剑。

【例句】他每天 5 点钟便起床锻炼身

体 , 风雨无阻 , 这种 ～的精神, 可敬极

了。

【近义】鸡鸣而起

闻所未闻
【注音】wén suǒwèi wén

【释义】闻 : 听到。听到从来没有听到

过的。形容事物或音讯新奇惊人。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

列传》: “越中无足与语, 至生 ( 陆贾 )

来 , 令我日闻所未闻。”

【例句】这些海外奇事 , 真是 ～。

【近义】前所未闻  旷古未闻

【反义】司空见惯

刎颈之交
【注音】wěn jǐnɡzhījiāo

【释义】刎颈 : 自杀。交 : 交情。指感情

深挚 , 可以同生共死的朋友。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

如列传》: “卒相与欢 , 为刎颈之交。”

【近义】莫逆之交

【反义】一面之交

稳操胜券
【注音】wěn cāo shènɡquàn

【释义】操 : 抓在手里。券: 票据或凭

证。稳稳地把胜利握在手中。比喻

绝对有把握获胜。

【出处】《壮士横戈》: “他的阶梯式进攻

方案奏效了⋯⋯另外两组又从两侧

迂回逼近敌人 , 他们已稳操胜券。”

【例句】中国女排这次出国参赛, 一定

～。

【近义】十拿九稳

稳如泰山
【注音】wěn rútài sh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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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稳固得像泰山一样。比喻极其

稳固不可动摇。也形容在紧急情况

下稳定坚强 , 镇静自若。

【例句】拦河大坝顶风击浪, ～地屹立

在奔腾咆哮的黄河上。亦作“安如泰

山”、“稳若泰山”。

【近义】坚如磐石

【反义】摇摇欲坠

稳扎稳打
【注音】wěn zhāwěn dǎ

【释义】扎 : 扎营。原指步步为营 , 采取

稳妥的战术去打击敌人。常比喻踏

踏实实地进行工作。

【例句】做生意应 ～, 虽然发展慢一点,

但总比冒险急进的好。

【近义】步步为营

【反义】轻举妄动

问长问短
【注音】wèn chánɡwèn duǎn

【释义】问这问那 , 表示关切。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一百二十

五回 : “王夫人更不用说拉着甄宝玉

问长问短 , 觉得比自己家的宝玉老成

些。”

【例句】他回到家乡 , 乡亲们都来 ～。

【近义】关怀备至

【反义】漠不关心

问道于盲
【注音】wèn dào yúmánɡ

【释义】盲 : 瞎子。向瞎子问路。比喻

向无知的人请教。常用作自谦的话。

【出处】唐·韩愈《答陈生书》: “是所谓

借听于聋 , 求道于盲。”

【例句】他对电子科学一窍不通, 你要

找他解决问题 , 岂不是 ～?

【近义】求道于盲

问寒问暖
【注音】wèn hán wèn nuǎn

【释义】形容生活上对人非常关心。

【例句】我们的总理来到灾区 , ～, 鼓励

我们克服困难 , 重建家园。

【反义】不闻不问

问心无愧
【注音】wèn xīn wúkuì

【释义】愧 : 惭愧。扪心自问 , 没有什么

可以惭愧的。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二十

二回 : “横竖只做一次 , 也累不到老爷

的清名 , 就是将来外面有点风声, 好

在这钱不是老爷自己得的 , 自可以问

心无愧。”

【例句】我为这事花了很多精力, 虽然

没办好 , 却 ～。

【近义】心安理得

【反义】�悔无及

问罪之师
【注音】wèn zuìzhīshī

【释义】问罪: 追究、谴责对方的罪状;

师 : 军队。指追究并讨伐犯罪者军

队。后也指前来严厉责问的人。

【出处】五代( 后晋) 刘日句等《旧唐书·

侯君集传》: “天子以高冒骄慢无礼,

使吾恭行天罚, 今袭人于墟墓之间,

非问罪之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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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儿子媳妇对老人不孝, 女儿们

大兴 ～, 狠狠地批评了他们。

wenɡ

瓮牖绳枢
【注音】wènɡyǒu shénɡshū

【释义】瓮 : 坛子。牖 : 窗户。枢 : 门上

的转轴。用破坛子作窗户, 用绳作门

的转轴。形容住房简陋 , 家境贫穷。

【出处】《庄子·田子方》: “孔子出以告

颜回曰 : ‘丘之于道也, 其犹醯鸡与。

微夫子之 , 发吾覆也, 吾不知天地之

大全也。’”

【例句】堂堂的正规军对付一群饥饿不

堪的乌合之众, 就像 ～一样, 毫不费

力。

瓮中捉鳖
【注音】wènɡzhōnɡzhuōbiē

【释义】瓮 : 坛子。鳖 : 甲鱼。从坛子里

捉甲鱼。比喻捕捉的对象已在掌握

之中 , 手到擒来 , 很有把握。

【出处】元·康进之《李逵负荆》四折:

“管教他瓮中捉鳖 , 手到拿来。”

【例句】我们已布下了天罗地网, 抓那

几个匪徒 , 对我们来说犹如 ～。

【近义】探囊取物

【反义】水中捞月

wo

蜗角虚名, 蝇头微利
【注音】wōjiǎo xūmínɡ, yínɡtóu wēi

lì

【释义】蜗头 : 蜗牛的触角。蝇头 : 苍蝇

的头。比喻微不足道的空名、小利。

【出处】宋·苏轼《满庭芳》词 : “蜗角虚

名 , 蝇头微利 , 算来著甚乾忙。”

【例句】为了这点 ～, 却身败名裂 , 你认

为值得吗?

我行我素
【注音】wǒxínɡwǒsù

【释义】行 : 做。素 : 平素, 向来。指不

管别人怎么说, 自己一概不予理睬,

只顾按照自己平素的一套去做。

【出处】汉·戴圣《礼记·中庸》: “君子

素其位而行 , 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

乎富贵 , 素贫贱行乎贫贱, 素夷狄行

乎夷狄 , 素患难行乎患难, 君子无入

而不自得焉。”

【例句】在一个集体中, 如果对集体和

他人的利益全不考虑, 只是 ～, 就可

能犯错误。

【近义】恣肆无忌  随心所欲

卧不安席, 食不甘味
【注音】wòbùān xí, s híbùɡān wèi

【释义】卧 : 睡觉。席: 指床铺。甘: 甜

美。甘味 : 指吃出味道。睡觉不安

宁 , 吃饭没味道。形容心中焦虑, 日

夜不安。

【出处】《史记·苏秦列传》: “寡人卧不

安席 , 食不甘味, 心摇摇然如悬旌而

无所终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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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这些天父亲的病情越来越重,

使得他 ～, 心里非常着急。

卧薪尝胆
【注音】wòxīn chánɡdǎn

【释义】薪 : 柴草。胆 : 苦胆。睡柴草,

尝苦胆。后用以形容刻苦自励。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

世家》载 : “春秋时 , 越国被吴国打败,

相传越王勾践回国 , 后坐卧于薪草之

上。“苦身焦思 , 置胆于坐 , 坐卧即仰

胆 , 饮食亦尝胆也。”

【例句】为了扭亏增盈, 他带领全厂职

工奋战了三百多个日日夜夜 , 真可谓

～, 艰苦奋斗啊。

【近义】冬寒抱冰 , 夏热卧火

握手言和
【注音】wòs hǒu yán hé

【释义】彼此握住对方的手 , 宣布和解。

多指各种比赛结果成为平局 , 不分胜

负。

【出处】《小小说三篇·落棋有声》: “昨

天他下得不很顺手。接连三局都握

手言和。”

【例句】双方战成 0�0, ～。

wu

乌合之众
【注音】wūhézhīzhònɡ

【释义】乌合: 像乌鸦一样聚集成群。

比喻临时凑在一起没有组织与纪律

的一伙人。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耿

�2传》: “归发突骑以辚乌合之众, 如

摧枯折腐耳。”

【例句】匪徒虽有一二千人 , 但多是 ～,

不堪一击。

【近义】一盘散沙

【反义】兵强马壮

乌七八糟
【注音】wūqībāzāo

【释义】形容很糟糕、污秽、恶劣或十分

杂乱。

【例句】在这种 ～的地方, 好人也会变

坏。

乌烟瘴气
【注音】wūyān zhànɡqì

【释义】乌 : 黑。瘴气 : 热带山林中一种

湿热而有毒的气体。比喻环境喧扰 ,

秩序混乱或社会黑暗。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三十二

回 : “如今闹了个乌烟瘴气。”

【例句】经理出国考察半年, 回来见职

工把公司里搞得 ～, 极为生气。

【近义】乌七八糟

【反义】光风霁月

【辨析】～和“乌七八糟”都可形容社会

环境极其糟糕。但 ～侧重指气氛、秩

序 ; “乌七八糟”侧重指风气。

污泥浊水
【注音】wūnízhuóshuǐ

【释义】污、浊: 污秽, 浑浊。比喻腐朽

没落或反动的东西。

【出处】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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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会上的讲话》: “迅速地荡涤反动政

府留下的污泥浊水 , 治好战争的创

伤 , 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

实的人民共和国。”

【例句】取缔宣扬暴力、色情的书刊和

音像制品 , 洗涤文化领域的 ～, 是建

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任

务。

【近义】粪土不如

呜呼哀哉
【注音】wūhūāi zāi

【释义】呜呼: 也作“於乎”, 感叹词 , 相

当于“唉”。哀哉 : 让人伤心啊。原泛

用以表示感叹或悲哀 , 常用于对死者

的哀悼。也借指事物的死亡或终结,

含贬义。

【出处】《诗经· 大雅·召旻》: “於

( wū) 乎哀哉! 维今之人 , 不 尚有

旧。”

【例句】敌人的阴谋还没来得及实施,

就 ～了。

【近义】一命呜呼

屋上建瓴
【注音】wūs hàng jiàn líng

【释义】建 : 借作“氵蹇( jiǎn ) , 倒水 , 泼

水 ; 瓴 : 盛水的瓶子 , 一说是瓦沟。在

屋上倒翻瓶子里的水, 比喻居高临

下 , 不可阻挡的形势。亦作“高屋建

瓴”。

【出处】宋·苏轼《徐州上皇帝书》: “臣

观其地 , 三面被三⋯⋯真若屋上建瓴

水也。”

【例句】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非要有

～, 势如破竹的气势不可!

【近义】居高临下

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
【注音】wúběn zhīmù, wúyuán zhī

s huǐ

【释义】本 : 树根。源 : 水流起头的地

方。没有根的树 , 没的源的水。比喻

没有基础的事物。

【出处】《左传·昭公九年》“犹衣服之

有冠冕 , 水木之有本原( 源) 。”

【例句】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 如今去

搞营销工作, 无疑是 ～, 有一定的困

难度。

无边无际
【注音】wúbiān wújì

【释义】际 : 边缘 , 界限。没有边际。指

极为辽阔广大。

【出处】明·胡文焕《群音类选·牧羊

记·北海牧羝》: “只见浪滔滔无边无

际。”

【例句】深秋早晨, ～的白雾笼罩着大

地。

【近义】一望无际

无病呻吟
【注音】wúbìnɡshēn yín

【释义】呻吟 : 病痛时发出哼哼的声音。

没有病却哼哼地出声。比喻没有真

情实感而故意抒发感慨。

【出处】宋·辛弃疾《临江仙》词 : “更欢

须叹息 , 无病也呻吟。”

【例句】～的文章是不能感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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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耻之尤
【注音】wúchǐzhīyóu

【释义】之 : 达到。尤 : 副词, 极。表示

无耻到了极点。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三十六回 : “这班人可以算得无

耻之尤! ”

【例句】他居然连这种下流的话都说得

出来 , 真是 ～。

【近义】厚颜无耻

无出其右
【注音】wúchūqíyòu

【释义】出 : 超出。右 : 上 , 古代把右边

作上位。没有超过他的。

【出处】《促织》: “举天下所贡蝴蝶、螳

螂、油利挞、青丝额一切异状遍试之,

无出其右者。”

【例句】他的绘画技术娴熟高超 , ～者!

【近义】名列前茅  高人一等  数一数

二

无地自容
【注音】wúdìzìrónɡ

【释义】容 : 容纳。没有地方可以让自

己藏身。形容惊恐羞惭到极点。

【例句】这件错事是我做的, 可他却主

动承担 , 真叫我 ～。

【近义】汗颜无地  愧悔无地  恬不知

耻

【反义】面无惭色  立足之地

无的放矢
【注音】wúdìfànɡshǐ

【释义】的 : 靶子。矢 : 箭。没有目标地

放箭。比喻说话做事不看对象 , 没有

目的。

【出处】梁启超《中日交涉汇评》: “吾深

望西国当局者声明一言以解众惑, 如

是 , 则吾本篇所论纯为无的放矢, 直

拉杂摧烧之可耳。”

【例句】指导员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一

向认真负责 , 该找谁谈话, 谈什么问

题 , 事先都有计划 , 从不 ～。

【反义】有的放矢

无动于衷
【注音】wúdònɡyúzhōnɡ

【释义】衷 : 内心。内心毫无触动。指

对于应该关心的事毫不关心。

【出处】巴金《控诉·给日本友人》: “然

而你们至今还是无动于衷 , 甚至发出

对于‘王道的新天地’的歌颂。”

【例句】面对这种混乱腐败的现状, 我

们能够 ～吗?

【近义】麻木不仁

【反义】百感交集

无独有偶
【注音】wúdúyǒu ǒu

【释义】独 : 一个。偶: 一对。不止一

个 , 还有正好可与之配成双的。

【出处】清·壮者《扫迷帚》十三回 : “闻

简某系蜀人 , 而此女亦是蜀人, 可谓

无独有偶。”

【例句】今天上街他让人抢了钱包 , ～,

他妻在家竟也遭人上门勒索。

【近义】难兄难弟

【反义】举世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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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恶不作
【注音】wúèbùzuò

【释义】恶 : 坏事。没有哪件坏事不干。

指干尽了坏事。

【出处】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七十

三回 : “程大姐自到周龙皋家 , 倚娇作

势 , 折毒孩子 , 打骂丫头 , 无恶不作。”

【例句】这家人多势众, 平日在村上总

仗势欺人 , ～。

【近义】作恶多端

【辨析】～和“作恶多端”都含有“作了

很多坏事”的意思。区别在于: ～表

示坏做做尽, 语义较重, 范围较大;

“作恶多端”表示坏事作了很多。

无法无天
【注音】wúfǎwútiān

【释义】法 : 法纪。天 : 上天, 这里指至

高无上的权威。指目无法纪 , 目空一

切 , 胡作非为。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五十六

回 : “殊不知他在家里无法无天 , 大人

想不到的话偏会说 , 想不到的事偏会

行。”

【例句】光天化日之下抢劫 , 简直 ～了。

【近义】为所欲为  目无王法

【反义】安分守己

无风不起浪
【注音】wúfēnɡbùqǐlànɡ

【释义】没有风就不起波浪。比喻事情

的发生总有其原因。

【出处】赵树理《互作鉴定》: “无风不起

浪 , 要是没有人反映, 王书记怎么会

知道我们不团结呢?”

【例句】～, 别人都说他是小偷 , 难道还

冤枉他吗?

【近义】惹是生非

无功受禄
【注音】wúɡōnɡshòu lù

【释义】禄 : 旧时官吏的薪俸。没有功

劳而享受俸禄或奖赏。

【出处】《诗经·魏风·伐檀序》: “在位

贪鄙 , 无功而受禄。”

【例句】总经理 , 我不能 ～, 这份奖金还

是留给有功的人吧!

【近义】尸位素餐

【反义】功高不赏

【辨析】～和“不劳而获”都指获得了不

应有的东西。但 ～强调无功劳; “不

劳而获”强调不劳动。

无稽之谈
【注音】wújīzhītán

【释义】稽 : 查考。没有根据无从查考

的言论。

【出处】《荀子·正名》: “无稽之言, 不

见之行 , 不闻之谋 , 君子慎之。”

【例句】这都是 ～, 你要相信?

【近义】不经之谈  风言风语

无济于事
【注音】wújìyús hì

【释义】济 : 补益, 帮助。对事情没有什

么帮助。

【出处】《小小说两篇·有关拖鞋问题

的问题》: “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但都无济于事。”亦作“无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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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例句】人们对他的帮助显然 ～。

【近义】杯水车薪

【反义】行之有效

无价之宝
【注音】wújiàzhībǎo

【释义】不能用金钱计价的宝物。比喻

极其珍贵的东西。

【出处】唐·鱼玄机《赠邻女》: “易求无

价宝 , 难得有心郎。”

【例句】博物馆中陈列的几件商周时的

青铜制品 , 都是 ～。

【近义】奇珍异宝

无坚不摧
【注音】wújiān bùcuī

【释义】任何坚固的东西都可以摧毁。

指力量强大。

【出处】后晋·张昭远、贾纬等《旧唐书

·孔巢父传》: “若蒙见用, 无坚不

摧。”

【例句】这是一支 ～的军队, 是抵抗外

敌、保卫国土的钢铁长城。

无拘无束
【注音】wújūwúshù

【释义】拘 : 限制。没有限制 , 也没有约

束。指自由自在。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四十四

回 : “出家人无拘无束, 自由自在, 有

甚公事?”

【例句】星期天 , 我漫步在林阴路上 , 自

由自在 , ～。

【近义】自由自在

【反义】束手束脚

无可比拟
【注音】wúkěbǐnǐ

【释义】比拟 : 相比 , 比较。没有什么可

以用来与之相比的。

【出处】宋·释惟白《续传灯录·江陵

护国齐月禅师》: “穷外无方, 穷内非

里 , 应有万般 , 无可比拟。”

【例句】那一片草甸 , 到了春天 , 绿茵茵

的草丛中点缀着五颜六色的野花, 真

是美得 ～。

【近义】无与伦比  旷古绝伦

【反义】势均力敌

无可辩驳
【注音】wúkébiàn bó

【释义】辩驳 : 提出理由或根据来否定。

没有可以否定的理由或根据。形容

事实确凿无疑。

【出处】《鲁迅的治学方法》: “‘至于前

朝的缺笔字’, ‘也可以延至后一朝’,

更是常有的事。这都是 ～的。”也说

“无庸置辩”

【例句】在大量的事实面前, 犯罪分子

～。

无可非议
【注音】wúkěfēi yì

【释义】非议 : 批评 , 指责。没有什么可

以批评、指责的。

【出处】清·章炳麟《王夫之从祀与杨

度参机要》: “观《明夷待访录》所持重

人民 , 轻君主 , 固无可非议也。”

【例句】像他那种身份的人, 在哪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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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说哪种话 , 应该是 ～的。

【近义】无可厚非

【反义】评头论足

无可厚非
【注音】wúkěhòu fēi

【释义】厚非: 过分地责备。不可过分

地苛求、责备。

【出处】《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人没

有生来就会吹竽的 , 南郭先生不会吹

竽 , 本来无可厚非。”亦作 “未可厚

非”。

【例句】虽然这件事的客观效果不怎么

好 , 但他们几位的动机还是 ～的。

无可奈何
【注音】wúkěnài hé

【释义】奈何: 如何, 怎么办。指不得

已 , 没有办法。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燕策三》:

“既已无可奈何 , 乃遂收盛樊於期之

首 , 函封之。”

【例句】他 ～的向父母交出了不及格的

考试单。

【近义】不得不为  迫不得已

【反义】安心乐意

无可无不可
【注音】wúkěwúbùké

【释义】怎么样都行, 指没有一定的主

见。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五十七

回 : “薛姨妈是个无可无不可的人。”

【例句】登山也行 , 游泳也行 , 随你们的

便 , 我是 ～的。

无孔不入
【注音】wúkǒnɡbùrù

【释义】孔 : 小洞。有空子就钻。比喻

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活动。多用于贬

义。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三十

五回 : “况且上海办捐的人, 钻头觅

缝 , 无孔不入。”

【例句】他运用各种手段来达到打入上

流社会的目的 , 简直到了 ～的地步。

【近义】见缝插针

【反义】无隙可乘

无理取闹
【注音】wúlǐqǔnào

【释义】毫无道理地吵闹。

【出处】唐·韩愈《答柳柳州食虾蟆》:

“鸣声相呼和 , 无理只取闹。”

【例句】借钱不还, 还要告官, 分明是

～。

【近义】胡搅蛮缠

【反义】据理力争

无论如何
【注音】wúlùn rúhé

【释义】不管怎样 , 不论怎样。

【出处】毛泽东《放手发展抗日力量 , 抵

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 “他们要四、

五支队南下 , 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

南下的态度对付之。”

【例句】见此情景 , 他 ～也不答应。

无名小卒
【注音】wúmínɡxiǎo z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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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卒 : 士兵。不出名的小兵。泛

指没有名气、不受重视的小人物。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四十一

回 : “只见城内一将飞马引军而出 , 大

喝 : ‘魏延无名小卒, 安敢造乱! ’”

【例句】他自称是董事 , 但据我所知 , 他

只是公司里的一个 ～。

【近义】无名之辈

【反义】百里挑一  风云人物

无明业火
【注音】wúmínɡyèhuǒ

【释义】无明 : 佛教中指痴或愚昧。业:

佛教徒称一切行为、言语、思想为业,

分善恶两种, 通常指恶业。泛指怒

火、怒气。

【出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郑屠大

怒 , 两条忿气从脚底下直冲到顶门,

心头那一把无明业火焰腾腾的按捺

不住。亦作“无明火”、无名孽火”。

【例句】他按捺不住心头的 ～, 上前就

给了那人一拳。

无能为力
【注音】wúnénɡwéi lì

【释义】使不上劲, 帮不上忙。多指没

有能力去做好某件事或解决某个问

题。

【出处】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十

四卷 : “此罪至重, 微我难解脱, 即释

迦牟尼亦无能为力也。”

【例句】对这件事 , 我实在是 ～了。

【近义】力不从心

【反义】力所能及

无奇不有
【注音】wúqíbùyǒu

【释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有。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九回 : “上海地方 , 无奇不有 , 倘

能在那里多盘桓些日子 , 新闻还多着

呢。”

【例句】大千世界 , ～。

无穷无尽
【注音】wúqiónɡwújìn

【释义】穷、尽 : 完结。指没有尽头。

【出处】宋·晏殊《踏莎行》: “无穷无尽

是离愁 , 天涯地角寻思遍。”

【例句】人类的创造力是 ～的。

无人问津
【注音】wúrén wèn jīn

【释义】问津: 询问渡口。没有人来打

听渡口。比喻没有人再来尝试或过

问。

【出处】晋·陶潜《桃花源记》: “( 刘子

骥) 欣然规往 , 未果 , 寻病终。后遂无

问津者。”

【例句】这几本书一直摆在书架上 , ～。

无伤大雅
【注音】wúshānɡdàyǎ

【释义】雅 : 正。不妨害主要的方面。

【出处】清·吴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二十五回: “像这种当个顽童

儿 , 不必问他真的假的, 倒也无伤大

雅。”亦作“无伤大体。”

【例句】虽然这事出了点差错 , 但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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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无啥影响。

无声无息
【注音】wús hēnɡwúxī

【释义】声 : 声音。息 : 气息。没有一点

动静。比喻默默无闻或没有什么作

为 , 对外界也没有什么影响。

【出处】鲁迅《书信集·致胡风》: “一到

里面去 , 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 无声

无息。”

【例句】他就这样 ～、平平淡淡地走完

了一生的历程。

【近义】一声不响

【反义】尽人皆知

无时无刻
【注音】wús híwúkè

【释义】时、刻 : 时间 , 时候。指时时刻

刻。

【出处】明·凌闬初《初刻拍案惊奇》卷

六 : “自是行忘止, 食忘飧, 却像掉了

一件甚么东西的, 无时无刻不在心

上。”

【例句】她的心 ～不在想着回到家乡。

无事不登三宝殿
【注音】wús hìbùdēnɡsān bǎo diàn

【释义】登 : 由低处上到高处。三宝殿:

佛教指、法、僧。三宝殿。泛指佛殿。

比喻没有重要的事情不敢上门找麻

烦。

【出处】《陈毅市长》: “‘半夜三更来找

我有何 贵干?’‘无事 不登 三宝 殿

嘛。’”

【例句】你这人素来是 ～, 今天不知是

哪股风把你给刮来了。

无事生非
【注音】wúshìs hēnɡfēi

【释义】本来没有事 , 却故意制造事端 ,

惹出麻烦。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五十八

回 : “有不安本分的强盗 , 有无事生非

的强盗。”

【例句】妈妈叫我在学校不要 ～。

【近义】惹是生非

【反义】息事宁人

无所不为
【注音】wúsuǒbùwéi

【释义】没有什么事不干。一般用于贬

义 , 指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出处】《列子·黄帝篇》: “既而狎侮欺

诒 , 挡籪挨詆 , 亡所不为。”

【例句】这个歹徒 ～, 罪该万死。

【近义】无所不用其极

【反义】谨小慎微

无所不用其极
【注音】wúsuǒbùyònɡqíjí

【释义】极 : 顶点, 极端。原指无处不尽

心竭力。后用于贬义 , 形容任何极端

的手段都使得出来 , 把坏事做尽。

【出处】汉 · 戴 圣 《礼记 · 大 学》:

“《诗》曰 : ‘周虽旧在邦, 其命维新。’

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例句】狗急跳墙 , 罪犯憋慌了会 ～的 ,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近义】无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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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有
【注音】wús uǒbùyǒu

【释义】无论什么都有 , 样样俱全。

【出处】《柳毅传》: “始见台阁相向, 门

户千万 , 奇草珍木 , 无所不有。”

【例句】花园不大 , 但各种时令花卉 ～,

所以观赏者纷至沓来。

【近义】一应俱全  无所不包

【反义】一无所有  别无长物

无所不在
【注音】wús uǒbùzài

【释义】所 : 处所。没有哪里不存在。

指到处都有。

【出处】《时钟》: “思想是无所不在的,

如果你愿意 , 甚至在石头缝里您也会

发现思想的。”

【例句】学校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 ～。

无所不至
【注音】wús uǒbùzhì

【释义】所 : 处所。没有达不到的地方。

后也用于贬义 , 指没有什么坏事干不

出。

【出处】《红楼梦》四回: “今日会酒, 明

日观花 , 甚至聚赌嫖娼 , ～。”

【例句】侵略军每到一地 , 杀人放火 , 奸

淫掳掠 , ～。

【近义】无所不为  无恶不作

无所适从
【注音】wús uǒshìcónɡ

【释义】适 : 往 , 到。从 : 跟从。不知依

谁的好。指不知怎么办才好。

【出处】唐·李百药《北齐书·魏兰根

传》: “此县界于强虏 , 皇威未接 , 无所

适从 , 故成背叛。”

【例句】甲说这样, 乙说那样, 我简直

～, 不知听谁的好。

【近义】莫衷一是

【反义】知所适从

无所作为
【注音】wúsuǒzuòwéi

【释义】作为: 做出成绩。没有做出或

做不出什么成绩。指安于现状 , 缺乏

进取心。

【出处】茅盾《向鲁迅学习》: “这些书中

所揭露的日本思想界的矛盾、腐化与

无所作为 , 多半切中我们现在大家隐

蔽着的痼疾。”

【例句】我们绝不能懒散拖沓 , ～, 而应

该刻苦努力 , 奋发向上, 对社会做出

自己的贡献。

【近义】碌碌无为  庸庸碌碌

【反义】大有作为  奋发有为

无妄之灾
【注音】wúwànɡzhīzāi

【释义】无妄 : 无故 , 意外。意想不到的

灾祸。

【出处】《周易·无妄》: “六三, 无妄之

灾。或系 之牛 , 行人之得 , 邑人 之

灾。”古时候 , 有一位村民把自家的一

头牛拴在路旁的树上 , 跑到另一边去

做农活。有一个过路的外村人见牛

无人看管, 便把牛牵走了。结果, 这

个丢了牛的村民便怀疑是邻居偷了

他的牛 , 使邻家平白遭到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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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你在人行道上被车碰伤, 落得

个 ～。

【近义】飞来横祸

【反义】咎由自取

无微不至
【注音】wúwēi bùzhì

【释义】微 : 细小。至 : 到。没有一点细

微的地方不照顾到。指关怀、照顾得

极其周到。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三十八

回 : “看了姐儿这节事 , 才知圣人教诲

无微不至。”

【例句】他 ～的关怀 , 让我感动。

【近义】体贴入微

【反义】漠不关心

无隙可乘
【注音】wúxìkěchénɡ

【释义】隙: 裂缝, 空子。乘 : 趁 , 利用。

没有空子可钻。比喻没有漏洞可以

利用。

【出处】明·李贽《续焚书·与周友

山》: “正兵法度森严 , 无隙可乘。”

【例句】那些犯罪分子看到这里警卫森

严 ～, 便又窜到另一处 , 伺机作案。

【近义】无懈可击

【反义】有机可乘

无庸赘述
【注音】wúyōnɡzhuìshù

【释义】无庸: 不用; 赘 : 多余。不用作

多余的叙述。

【例句】这个浅显的道理就 ～了。

无懈可击
【注音】wúxièkějī

【释义】懈 : 松弛, 引申为破绽, 漏洞。

没有一点破绽可以让人挑剔或攻击。

指十分严密 , 找不出毛病或漏洞。

【出处】《孙子·计》: “攻其不备 , 出其

不意。”曹操注 : “击其懈怠, 出其空

虚。”

【例句】这篇文章论点鲜明 , 论据充分 ,

行文流畅 , ～。

【近义】无隙可乘

【反义】可乘之机

无以复加
【注音】wúyǐfùjiā

【释义】复 : 再 , 又。再也不能增加了。

指已达到了极点。

【出处】《左传·文公十七年》: “今大国

曰 : ‘尔未逞吾志。’敝邑有之 , 无以加

焉。”

【例句】他们之间关系之紧张, 也已到

～的程度了。

【近义】无与伦比  莫此为甚

无依无靠
【注音】wúyīwúkào

【释义】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三十

五卷 : “天啊! 只道与你一竹竿到底 ,

白头相守, 那里说起半路上就抛撇

了 , 遗下许多儿女 , 无依无靠。”

【例句】有谁看得出, 她是一个 ～的孤

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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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庸讳言
【注音】wúyōnɡhuìyán

【释义】庸 : 用。讳: 忌讳。讳言 ; 不敢

或不愿说。指可以直截了当说出来。

亦作“无可讳言”。

【出处】《民国通俗演义》35 回 : “事实

俱在 , 无庸讳言。”

【例句】这件事 ～, 大家都可以说。

【近义】无可讳言  心直口快  直言不

讳 直抒己见

【反义】讳莫如深

无与伦比
【注音】wúyǔlún bǐ

【释义】伦比 : 同等 , 匹敌。没有可以和

它相比的。

【出处】后晋·张昭远、贾纬等《旧唐书

·郭子仪传》: “自秦、汉已还, 勋力之

盛 , 无与伦比。”

【例句】曹雪芹学富五车, 其写作才华

～。

【近义】无可比拟

【反义】势均力敌

无中生有
【注音】wúzhōnɡs hēnɡyǒu

【释义】原是道家对事物的朴素的辩证

看法。后指本来没有却硬说有 , 凭空

捏造。

【出处】《老子》第四十章 : “天下万物生

于有 , 有生于无。”

【例句】这骗子 ～, 竟谎说老母生病 , 骗

取路人的钱财。

【近义】捕风捉影

【反义】实事求是

无忧无虑
【注音】wúyōu wúlǜ

【释义】无 : 没有; 忧: 忧愁; 虑 : 顾虑, 忧

虑。形容没有什么可忧虑和担心的。

【出处】元·郑廷玉《忍字记》第二折:

“我做了个草庵中无忧无虑的僧家。”

【例句】幼儿园的小朋友整天 ～地玩

耍。

【反义】忧心忡忡  忧心如焚

无缘无故
【注音】wúyuán wúɡù

【释义】缘 : 因由 ; 故 : 原因。没有任何

原因或道理。

【例句】世界上没有 ～的爱, 也没有 ～

的恨。

无足轻重
【注音】wúzúqīnɡzhònɡ

【释义】足 : 值得。不值得重视 ; 无关紧

要。

【出处】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监

修实录》第一卷 : “然实录已属僭拟,

即欲加隆于列圣之上, 徒为识者所

晒 , 无足轻重也。”

【例句】他在本厂是个 ～的人, 他要辞

职 , 很快就被批准了。

【近义】无关紧要

【反义】举足轻重

【辨析】～和“无关紧要”都含有“不重

要、不要紧”的意思。区别在于着重

点不同 : ～重于“不重要”; “无关紧

要”重于“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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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缤纷
【注音】wǔcǎi bīn fēn

【释义】缤纷: 繁复错杂的样子。形容

色彩纷繁 , 艳丽悦目。

【出处】张天民《路考》: “而这火一样的

红色 , 被柞树、白桦、松树的金黄、雪

白、翠绿颜色一衬托, 整个秋山就成

了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例句】国庆节前 , 广场的气球 ～, 一派

节日的喜庆景象。

【近义】五光十色

【反义】色彩单一

五短身材
【注音】wǔduán shēn cái

【释义】身材 : 指身体的高矮、胖瘦。四

肢和躯干短小。形容人的个子矮。

【出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林冲

道 : ‘那人生得甚么模样?’‘五短身

材 , 白净面皮⋯⋯’”

【例句】李叔叔 ～, 但人却很精明。

五谷丰登
【注音】wǔɡǔfēnɡdēnɡ

【释义】五谷: 指稻、麦、豆、小米、高粱,

泛指农作物。丰登 : 丰收。年成好,

粮食丰收。

【出处】《六韬·龙韬·立将》: “是故风

雨时节 , 五谷丰熟 , 社稷安宁。”

【例句】水利工程完成后, 我们乡里就

会 ～, 年年有余。

【近义】风调雨顺

【反义】荒时暴月

五光十色
【注音】wǔɡuānɡshísè

【释义】形容色泽艳丽 , 花色品种繁多。

【出处】南朝·梁·江淹《丽色赋》: “五

光徘徊 , 十色陆离。”

【例句】商品展览会的陈列品 ～, 使人

目不暇接。

【近义】五彩缤纷

【反义】朴素无华  黯然失色

五湖四海
【注音】wǔhús ìhǎi

【释义】泛指四面八方。

【出处】唐·吕岩《绝句》: “斗笠为帆扇

作舟 , 五湖四海任遨游。”

【例句】新建的贸易大厦吸引了 ～的客

商。

【近义】四面八方

【反义】尺寸之地

五花八门
【注音】wǔhuābāmén

【释义】五花: 五行阵。八门: 八门阵。

“五花”和“八门”是古代战术中变化

多端的两种阵式。比喻事物的花样

繁多或变化莫测。

【出处】清·张潮《虞初新志·孙嘉淦

〈南游记〉》: “群峰乱峙 , 四布罗列 , 如

平沙万幕 , 八门五花。”

【例句】你到了国外 , 交朋友要当心啊 ,

那里 ～, 什么人都有。

【近义】形形色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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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内如焚
【注音】wǔnèi rúfén

【释义】心中像被火烧灼一般的难受。

焚 : 烧。五内 : 五脏。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 “蹉跎日

久 , 良策毫无⋯⋯每念主上, 不觉五

内如焚。”

【例句】听到飞机失事的消息 , 他 ～, 潸

然泪下。

【近义】忧心如焚

【反义】欣喜若狂

五世同堂
【注音】wǔs hìtónɡtánɡ

【释义】祖父母, 父母 , 自身, 子 , 孙, 都

健在的意思。

【例句】老兄 ～, 人生难得 , 可喜可贺。

【近义】五代同堂

五花大绑
【注音】wǔhuādàbǎnɡ

【释义】以绳索绕过脖子再从背后又反

剪双臂把人捆住。

【出处】《王贵与李香香》: “顺着捆来横

着绑 , 五花大绑吊在二梁上。”

【例句】刑车上有个被 ～的人。

五黄六月
【注音】wǔhuánɡliùyuè

【释义】五黄 : 指农历五月麦子黄熟时。

泛指天气炎热的夏天。

【出处】《王贵与李香香》: “～会飘雪

花? 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

【例句】近来赶集的人少了, ～, 正是农

村大忙季节。

五马分尸
【注音】wǔmǎfēn shī

【释义】古代的一种酷刑, 即用五匹马

分别拴住人的四脚和头部 , 然后驱马

以撕裂肢体 , 也称“车裂”。比喻把一

件完整的东西分割开。也指处以极

刑。

【出处】明·胡文焕《群音类选·北腔

类·王昭君和番》: “天不盖你亏心

汉 , 今日把你分尸五马 , 远配千年。”

【例句】这孙子太调皮了, 刚买回来的

玩具 , 就给弄得 ～了。

五十步笑百步
【注音】wǔshíbùxiào bǎi bù

【释义】战败时逃跑了五十步的人嘲笑

逃跑了一百步的人。比喻犯有同样

的缺点错误, 程度轻的讥笑程度重

的 ; 也比喻缺点错误程度有别性质相

同。

【出处】《四世同堂》: “他和瑞丰原来差

不多 , 他看不起瑞丰也不过是以五十

步笑百步罢了。”

【例句】他出了次品 , 还要讥笑别人 , 不

是 ～吗?

五体投地
【注音】wǔtǐtóu dì

【释义】双膝、双肘和头部同时着地 , 是

佛教最恭敬的礼仪。比喻钦佩、崇拜

到极点。

【出处】《楞严经》卷一 : “阿难闻已, 重

复悲泪 , 五体投地 , 长跪合掌, 而向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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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例句】毕加索的作品, 连当代的许多

画家都佩服得 ～。

【近义】心悦诚服  顶礼膜拜

【反义】不屑一顾  不以为然

五颜六色
【注音】wǔyán liùsè

【释义】各种颜色。引申指各色各样。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十四

回 : “船头上, 船尾巴上, 统通插着五

色旗子 , 也有画八卦的, 也有画一条

龙的 , 五颜六色, 映在水里, 着实耀

眼。”

【例句】新布置的橱窗 ～, 十分吸引人。

【近义】五光十色

五洲四海
【注音】wǔzhōu s ìhǎi

【释义】泛指世界各地。

【例句】～的人们, 都把他们的目光投

向中国。

五脏六腑
【注音】wǔzànɡliùfǔ

【释义】人体内脏器官的统称。也用来

比喻事物内部的情况。

【出处】《吕氏春秋·达览》: “凡人三百

六十节 , 九窍、五脏六腑。”

【例句】这个单位 ～的毛病, 他都看得

清清楚楚。

舞文弄墨
【注音】wǔwén nònɡmò

【释义】舞、弄 : 玩弄。文、墨 : 文字、笔

墨。原指歪曲引用法律条文。后形

容文人玩弄文字技巧。

【出处】唐·魏徵等《隋书·王充传》:

“明习法律 , 而舞文弄墨 , 高下其心。”

【例句】 �四人帮”收罗一批卖身投靠的

“秀才”, ～, 大造舆论。

勿谓言之不预
【注音】wùwèi yán zhībùyù

【释义】谓 : 说。预 : 预先。不要说没有

预先讲过。指有言在先。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十

九回 ; “有仍蹈故辙, 以及有意逢迎,

希图尝试者 , 一经察觉 , 白简无情, 勿

谓言之不预也。”

【例句】一切犯罪分子必须限期坦白自

首。否则将受到严惩 , ～。

物极必反
【注音】wùjíbìfǎn

【释义】极 : 指顶点 , 极端。事物发展到

极端后 , 便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出处】《鹖冠子·环流》: “美恶相饰 ,

命曰复周 ; 物极则反 , 命曰环流。”

【典故】武媚娘 , 原名武则天 , 是唐朝文

水人。

太宗时 , 她是才人, 太宗死后, 高宗

就位 , 封武则天为皇后。高宗死后,

中宗年幼 , 武则天就临朝听政。不

久 , 武则天废中宗 , 改国号为周 , 自称

为则天皇帝。

武则天临朝听政的岁月里 , 中宗已

经长大 , 并且有了治理国家政事的能

力 , 但武后总舍不得把帝位还给中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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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安恒是一位公正廉明的官, 他

看到这种情形 , 就上了一篇奏折, 意

思是 : 太子已长大, 学识、才德都很

好 , 具有治理国事的能力, 你还贪着

皇帝的宝座, 而忘了母子的情分。这

种事是拖不得的。我以为上天的意

思 , 百姓的心里都是归向中宗的。你

虽然还平平安安地当着皇帝 , 您该了

解 : 物极必反, 器满则倾呀! 为了唐

朝 , 我冒着生命危险来谏。这篇奏折

是提醒武后 , 中宗已长大, 你不要再

做过分的事 , 将皇位让给中宗。

【例句】～, 黑暗过去后, 光明就会到

来。

【近义】否极泰来

【反义】乐极生悲

物尽其用
【注音】wùjìn qíyònɡ

【释义】尽 : 全部, 指充分发挥; 用 : 用

处。让各种东西都能充分地发挥它

们的作用。

【例句】这家化工厂大搞综合利用, 做

到了变废为宝 , ～。

物是人非
【注音】wùs hìrén fēi

【释义】景物依旧, 而人事全非。多用

来表达对故人有怀念之情。

【例句】回到久别的故乡 , ～, 怎不叫人

感慨万千?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注音】wùyǐlèi jù, rén yǐqún fēn

【释义】事物按种类相同而聚集, 人因

类型的不同而区分。泛指人或物按

其性质分门别类而聚合。

【出处】《六十年的变迁》9 章 : “也许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的缘故 , 在吃

饭时 , 彼此谈得来。”

【典故】战国时期, 有一位以博学著称

的学者淳于髡。齐威王时 , 他任齐国

大夫。曾用隐语讽劝威王亲理政事 ,

振作图强。并协助威王大兴稷下之

学 , 招纳各国学者、名士。

齐威王死后 , 齐宣王执政。宣王也

想继承父业进一步兴办稷下之学, 招

贤纳士。可是好长时间 , 宣王也没找

到贤士。有一天他自言自语地说:

“唉! 天下有智慧有才能的人, 难道

只是古代才有吗?”没想到这句话被

淳于髡听到了 , 于是一天之内他就帮

助宣王送选了 7 个贤能之士。齐宣

王感到很奇怪。对淳于髡说: “我曾

在全国各地找寻都没有找到一个, 而

为什么 你在一天之内就 能找到 7

个?”淳于髡回答说 : “同是明灯 , 方能

相互辉照 , 同是一类, 方能聚集亲近。

我淳于髡是个贤士 , 所以在我身边寻

找贤明的人好比用火石打火那么容

易。其实我一天之内何止可以找 7

个 , 再多的也可以找到的。

物以稀为贵
【注音】wùyǐxīwéi ɡuì

【释义】稀 : 也作“希”。东西因为稀少 ,

便显得珍贵。

【出处】晋·葛洪《抱朴子·明本》: “然

物以少者为贵 , 多者为贱。”

【例句】～, 江南的菱角到了北方 , 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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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当作装饰品。

误人子弟
【注音】wùrén zǐdì

【释义】误 : 耽误。耽误了人家的孩子。

常用来指教师不称职或失职而贻误

了学生。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十九回:

“先生犯了这样小错 , 就要打手心 , 那

终日旷功误人子弟的 , 岂不都要打杀

么?”

【例句】做教师的一定要敬业, 否则会

～。

【反义】春风化雨

误入歧途
【注音】wùrùqítú

【释义】歧途: 岔路。由于迷惑而走上

错误的道路。

【例句】对那些 ～的少年 , 要挽救他们。

雾里看花
【注音】wùlǐkàn huā

【释义】原比喻景象朦胧 , 难于看真切。

也比喻可望而不可及。

【出处】唐·杜甫《小寒食舟中作》诗:

“春水船如天上坐, 老年花似雾中

看。”

【例句】一摘下眼镜, 他眼前就一片模

糊 , 只能“～”了。

【近义】水中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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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西下
【注音】xīyáng xīxià

【释义】指傍晚日落的景象。也比喻垂

暮之年。

【例句】～, 只留下一抹晚霞映照着绿

水青山。

【反义】旭日东升

西装革履
【注音】xīzhuānɡɡélǚ

【释义】履 : 鞋。穿着西服和皮鞋。多

形容衣着讲究、入时。

【出处】《风景谈》: “我们都曾见过西装

革履烫发旗袍高跟鞋的一对儿, 在

⋯⋯绿阴下长椅上 , 悄悄儿说话。”

【例句】张老师总是 ～。

希世之宝
【注音】xīshìzhībǎo

【释义】希 : 少。世上罕见的珍宝。

【出处】宋·陆游《素心砚铭》: “希世之

珍那可得 , 故人赠我情何极。”

【例句】大熊猫是我国的 ～。

【近义】奇珍异宝  无价之宝

息事宁人
【注音】xīs hìnínɡrén

【释义】本来指平息事端, 使人民得到

安宁。后泛指平息人事纠纷。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章

帝纪》: “其令有司, 罪非殊死且勿案

验 , 乃吏人条书相告不得听受, 冀以

息事宁人 , 敬奉天气。”

【例句】老先生以忍让为本, 凡事都采

取 ～的态度。

【近义】排难解纷

【反义】呼风唤雨  大发雷霆

【辨析】～和“相安无事”都有不起争

端、没有冲突之意。 ～侧重于表示主

观愿望 ; “相安无事”侧重于表示客观

情况。

息息相通
【注音】xīxīxiānɡtōnɡ

【释义】息 : 呼吸进出的气息。比喻情

意沟通 , 契合无间。

【出处】《儿女英雄传》二十六回 : “玉匙

金锁 , 息息相通。”

【例句】他二人心心相印 , ～。

【近义】息息相关

惜墨如金
【注音】xīmòrújīn

【释义】惜 : 爱惜, 吝惜。吝惜笔墨像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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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金子一样。原指作画时用墨先淡

而不浓 , 不轻易落笔。后泛指绘画、

作文不轻易下笔。形容创作态度极

其严谨 , 或文字极其精炼。

【出处】宋·费枢《钓矶立谈》: “李营丘

惜墨如金。”

【例句】青年作家要学习老一辈作家那

种严谨不苟、～的文风。

【近义】字斟句酌

【反义】连篇累牍

熙熙攘攘
【注音】xīxīrǎnɡrǎnɡ

【释义】熙熙 : 和乐的样子。攘攘 : 纷乱

的样子。形容人来人往 , 非常热闹。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

传》: “天下熙熙 , 皆为利来 ; 天下壤壤

( 攘攘) , 皆为利往。”

【例句】五一节那天 , 广场上人头攒动,

～。

【近义】摩肩接踵

嬉皮笑脸
【注音】xīpíxiào liǎn

【释义】不严肃、不庄重的样子。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三十回:

“你见我和谁玩过! 有和你素日嘻皮

笑脸的那些姑娘们 , 你该问他们去! ”

【例句】在课堂上, 不能 ～, 随随便便

的。

【近义】笑容可掬

【反义】不苟言笑  正颜厉色

嬉笑怒骂
【注音】xīxiào nùmà

【释义】指借以表现各种感情的言辞,

大多指嘲笑怒骂。常形容写作上不

拘题材形式 , 任意发挥, 都能写成好

文章。

【出处】宋·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

“东坡之酒 , 赤壁之笛, 嬉笑怒骂, 皆

成文章。”

【例句】这篇文章 ～什么都有。

习非成是
【注音】xífēi chénɡs hì

【释义】习 : 习惯。习惯了错误的东西 ,

就会把它们当成正确的。

【出处】钱玄同《寄陈独秀》: “于是习非

成是 , 一若文不用典 , 即为俭学( 缺少

学问) 之征。”亦作“积非成是”。

【例句】他的坏毛病屡教不改, 大家都

～了。

【近义】习非胜是

习惯成自然
【注音】xíɡuàn chénɡzìrán

【释义】自然 : 天然 , 理所当然。经常接

触、逐渐适应了 , 就成为很正常的事

了。

【出处】汉·贾谊《新书·保傅》: “孔子

曰 : ‘少成若天性 , 习惯如自然。’是殷

周之所长有道也。”

【例句】他从青年时起就坚持冷浴 , ～,

而今 50 岁了 , 还坚持游泳。

【近义】习与性成  习以为常

习以为常
【注音】xíyǐwéi chánɡ

【释义】习 : 习惯。常 : 平常。对经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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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到的事以为平常, 从而不引起注

意。一贯如此。

【出处】北齐·魏收《魏书·临淮王

传》: “将相多尚公主 , 王侯亦娶后族,

故无妾媵 , 习以为常。”

【例句】他每天早上坚持跑 3000 米 , 风

雨无阻 , ～。

【近义】司空见惯  屡见不鲜

【反义】少见多怪  触目惊心

席不暇暖
【注音】xíbùx iánuán

【释义】席 : 坐席。暇 : 空闲。连席子也

来不及坐热。形容十分忙碌 , 无法安

坐。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五十

一回 : “一霎时又是外国人来 , 一会要

出门谢步⋯⋯真正忙得席不暇暖。”

【例句】他这个大忙人 , 才来 10 分钟就

要走了 , 真是 ～。

【近义】疲于奔命

席地而坐
【注音】xídìér zuò

【释义】本指在地上铺上席子再坐在上

面。后指就地坐下。

【出处】《打渔杀家》: “桂英取酒具放

好。三人席地而坐。”

【例句】同学们长跑之后, 为了歇一会

儿 , 就在操场上 ～。

洗耳恭听
【注音】xǐěr ɡōnɡtīnɡ

【释义】形容恭敬地专心倾听。旧时多

作为请讲话的客套语 , 今多含讽刺或

诙谐意味。

【出处】茅盾《劫后拾遗》: “请一个人作

什么报告 , 要大家枯坐洗耳恭听。”

【例句】我们总是 ～老师讲课。

【近义】不吝赐教

【反义】充耳不闻  拒人于千里之外

【辨析】～和“倾耳而听”都有“仔细

听”的意思 , 都可用作谦辞。区别在

于 : ～强调“恭敬地听”; “倾耳而听”

强调“注意听”。

洗心革面
【注音】xǐxīn ɡémiàn

【释义】洗心 : 除掉邪恶思想。革面 : 改

变旧有的面貌。比喻彻底悔改。

【出处】晋·葛洪《抱朴子·用刑》: “洗

心而革面者 , 必若清波之涤轻尘。”

【例句】他能 ～, 不再做伤天害理的事 ,

家人感到十分欣慰。

【近义】痛改前非

【反义】怙恶不悛

喜不自胜
【注音】xǐbùzìshènɡ

【释义】胜 : 禁得起。高兴得几乎连自

己都受不了。形容非常高兴。

【出处】《美猴王》: “石猴喜不自胜, 急

抽身往外便走。”

【例句】他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 ～。

【近义】喜出望外

喜出望外
【注音】xǐchūwànɡwài

【释义】望 : 希望, 意料。因出乎意料的

收获而特别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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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二十

五 : “桂生喜出望外, 做梦也想不到

此。”

【例句】妈妈给我买了一个足球, 真让

我 ～。

【近义】大喜过望  喜从天降

【反义】大失所望  声泪俱下

喜从天降
【注音】xǐcónɡtiān jiànɡ

【释义】喜事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形容意外的喜事突然出现。

【出处】《范进中举》: “老太太迎出来,

见儿子不疯 , 喜从天降。”

【例句】论文获奖 , ～, 他迫不及待地把

这好消息告诉他的老师。

【近义】喜出望外

【反义】祸从天降

喜怒哀乐
【注音】xǐnùāi lè

【释义】喜悦、愤怒、悲哀、快乐。指人

的各种感情。

【出处】汉·戴圣《礼记·中庸》: “故君

子慎其独也,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

中 ,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例句】俗话说 , ～是人之常情。

喜溢眉宇
【注音】xǐyìméi yǔ

【释义】指人眉开眼笑, 充满了欢乐之

情。

【例句】结婚的日期临近了, 李小姐 ～,

什么事在她眼中都是美的。

喜眉笑眼
【注音】xǐméi xiào yǎn

【释义】形容满脸笑容 , 非常高兴。

【出处】《山村新人》: “一个喜眉笑眼的

小伙子打趣地说, 他乜了那姑娘, 调

皮地眨了眨眼睛。”

【例句】爷爷第一次见孙子 , 乐得 ～。

【近义】喜气洋洋

【反义】愁眉苦脸

喜气洋洋
【注音】xǐqíyánɡyánɡ

【释义】形容非常高兴。洋洋: 得意的

样子。

【出处】宋·范仲淹《岳阳楼记》: “登斯

楼也 , 则有心旷神怡, 宠辱皆忘 , 把酒

临风 , 其喜洋洋者矣。”

【例句】儿童们穿着节日的盛装, ～地

到公园参加游园活动。

【近义】欢天喜地

【反义】愁眉苦脸

【辨析】～和“得意洋洋”都可形容十分

高兴。但“得意洋洋”侧重在“得意”,

多含贬义 ; ～偏重在“欢喜”, 多含褒

衣。

喜上眉梢
【注音】xǐs hànɡméi s hāo

【释义】喜悦的神情从眉眼上表现出

来。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 “思索

良久 , 得了主意 , 不觉喜上眉梢。”

【例句】父亲给小红买了一只玩具, 她

高兴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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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喜眉笑眼

【反义】悲从中来

喜新厌旧
【注音】xǐxīn yàn jiù

【释义】喜欢新的 , 厌弃旧的 , 多指用情

不专一。厌: 厌恶。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 “不怕

你有喜新厌旧的心肠 , 我自有移星换

斗的手段。”

【例句】他是个 ～的家伙, 有了几个钱

就不要老婆了。

【近义】朝三暮四

【反义】坚定不移

喜怒无常
【注音】xǐnùwúchánɡ

【释义】常 : 一定 ; 无常 : 不正常 , 变化不

定。一会儿高兴 , 一会儿发怒, 变化

不定。指人的性情多变 , 叫人捉摸不

透。

【出处】《太平御览·时序部一九·热》

引《礼斗威仪》: “君喜怒无常 , 时则常

热。”

【例句】你要控制感情, 锻炼性格, ～,

对身体健康是有害的呀。

喜闻乐见
【注音】xǐwén lèjiàn

【释义】闻 : 听。喜听 , 乐意看。形容很

受欢迎。

【出处】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洋八股

必须废止, 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

唱 , 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而代之以新

鲜活泼的 , 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例句】相声是广大群众 ～的艺术形

式。

【近义】脍炙人口

【反义】惨不忍睹

喜笑颜开
【注音】xǐx iào yán kāi

【释义】颜 : 脸色。开 : 舒展。形容心情

舒畅 , 满脸笑容。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三

十 : “故人相见 , 喜笑颜开, 遂留于衙

署中安歇。”

【例句】不管你走到哪里, 到处的人都

是春风满面、～。

【近义】笑容可掬  眉飞色舞

【反义】泪眼汪汪  唉声叹气

喜形于色
【注音】xǐxínɡyúsè

【释义】形 : 表现, 流露。色 : 脸色。内

心的喜悦表现在脸上。形容抑制不

住内心的喜悦。

【出处】北齐·魏收《魏书·高允传》:

“允喜形于色 , 语人曰 : ‘天恩以我笃

老 , 大有所赉 , 得以赡客矣。’”

【例句】他每次从矿山回来 , 总是 ～。

【近义】满面春风  喜笑颜开

【反义】黯然神伤  泪流满面

细大不捐
【注音】xìdàbùjuān

【释义】捐 : 舍弃。小的大的都不抛弃。

【出处】《官场现形记》四回: “戴升还问

人家要门包。也有两吊 ( 旧时制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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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个) 的 , 也有一吊的 , 真正是细大不

捐。”

【例句】这家储蓄所, 营业员对储户热

情周到 , ～, 所以每日门庭若市 , 生意

兴隆。

【近义】细大无遗  来者不拒

细水长流
【注音】xìshuǐchánɡliú

【释义】比喻做事一点一滴 , 持之以恒。

也比喻节约使用财物 , 使财物经常不

短缺。

【出处】清·翟灏《通俗编·地理》引

《遗教经》: “汝等常勤精进 , 譬如小水

长流 , 则能穿石。”

【例句】红军长征时, 张喜庆告诉老王

说 : “要多吃野菜树皮, 少吃米面, ～

呀! ”

【近义】源源不绝

细枝末节
【注音】xìzhīmòjié

【释义】细 : 细小的; 末节: 小节, 小事。

指无关紧要、值不得计较的细小事情

或问题。

【出处】宋·韩膞《涧泉日记》: “近时汪

玉山是正讨论而已 , 颇切切于细故小

节 , 甚微密矣。”

【例句】你若把贪占公家便宜看作是

～, 无关紧要的事情, 那就大错特错

了。

细针密缕
【注音】xìzhēn mìlǚ

【释义】缕 : 线。缝纫时针线细密。比

喻思考或工作细致入微。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二十六

回 : “这位姑娘虽然是细针密缕的一

个心思 , 却是海阔天空的一个性气。”

【例句】她在工作中 ～, 大家都向她学

习。

【反义】粗枝大叶

xiɑ

虾兵蟹将
【注音】xiābīnɡx ièjiàn

【释义】神话小说中海龙王手下的兵

将。后比喻爪牙帮凶或不中用的头

目、�口罗。

【出处】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四十

回 : “乃率领鼋帅虾兵蟹将, 统领党

类 , 一齐奔出潮头, 将兰公宅上团团

围住 , 喊杀连天。”

【例句】将领没来应战 , 倒来了一批 ～。

【辨析】～和“乌合之众”皆有不堪一击

的意义。区别在于: ～侧重于不中用

的人 ; 而“乌合之众”侧重于无组织、

无纪律的人。

瞎子摸鱼
【注音】xiāzi mōyú

【释义】比喻盲目行事。

【出处】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闭塞眼睛捉麻雀’, ‘瞎子摸鱼’,

粗枝大叶 , 夸夸其谈, 满足于一知半

解。”

【例句】这件事一定要考虑周全, 千万

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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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路相逢
【注音】x iálùxiānɡfénɡ

【释义】狭 : 窄。逢 : 遇。在狭窄的路上

相遇。多比喻仇人相遇 , 彼此都不肯

放过。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二十二

回 : “正撞见张飞, 狭路相逢, 急难回

避 , 交马只一合, 早被张飞生擒过

去。”

【例句】他俩 ～, 吵起架来。

【近义】冤家路窄

瑕不掩瑜
【注音】x iábùyǎn yú

【释义】瑕 : 玉上的斑点。瑜: 玉表的光

泽。玉上的斑点掩盖不了美玉的光

泽。比喻缺点掩盖不了优点 , 优点多

于缺点。

【出处】汉·戴圣《礼记·聘义》: “瑕不

詇瑜 , 瑜不詇瑕 , 忠也。”亦作“瑕不掩

瑜”。

【例句】他有缺点, 但 ～, 总体来看, 仍

不失为一名好干部。

【近义】瑕瑜互见  白璧微瑕

下笔千言, 离题万里
【注音】x iàbǐqiān yán, lítíwàn lǐ

【释义】言 : 一个方块汉字叫一言。形

容写出的文章很长, 但内容离题很

远。

【出处】《关于写文章》: “‘下笔千言,

离题万里’, ‘一挥而就’的情形也许

是有的。”

【例句】你写了这么多 , 我只能说是 ～。

【近义】漫无边际

【反义】开门见山

下笔如有神
【注音】xiàbǐrǔyǒu shén

【释义】一动笔就好像有超人的能力。

形容文章写得特别好。

【出处】《怎样写读书笔记》: “作文本无

定法 , 我们只有多分析比较各类文章

的构思 , 才能逐渐达到‘～’的境界。”

【例句】读书破万卷, ～。

下不为例
【注音】xiàbùwéi lì

【释义】例 : 先例。下次不能以此为先

例。表示只通融这一次。

【出处】清·张春帆《宦海》十八回 : “宣

制军听了 , 趁势半真半假的笑着道:

‘既然如此, 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如

何?’”

【例句】对搞不正之风的人, 必须坚决

处理 , 决不能搞所谓“～”。

下车伊始
【注音】xiàchēyīshǐ

【释义】伊 : 文言助词。刚刚从车上下

来。形容新官刚刚到任。

【出处】汉·戴圣《礼记·乐记》: “武王

克殷 , 反商, 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

于蓟。”

【例句】有些干部不注重调查研究, ～

就发表议论。

【近义】走马上任

【反义】久居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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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里巴人
【注音】x iàlǐbārén

【释义】原指古代楚国通俗的歌曲。泛

指通俗的普及的文艺作品。

【出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讲话》: “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

人’, 那么 , 你不去提高它 , 只顾骂人,

那就怎样也是空的。”

【例句】 �阳春白雪”虽好 , 但“～”更为

群众喜闻乐见。

【反义】阳春白雪

下马威
【注音】x iàmǎwēi

【释义】原指官吏刚到任时借故严厉处

分下属显示出来的威风。后泛指一

开始就要压倒对方的威风。

【出处】《孽海花》五回 : “总要好好儿给

他一个下马威 , 有钱也不给他。”

【例句】我的蛐蛐刚一放进去, 歪桃儿

的“金翅”就��地叫起来, 好像要先

来个 ～。

夏日可畏
【注音】x iàrìkěwèi

【释义】夏天的太阳晒得人难受, 很可

怕。比喻人严厉可畏 , 不易亲近。

【出处】《左传·文公七年》: “赵衰, 冬

日之日也 ; 赵盾 , 夏日之日也。”

【例句】他不苟言笑, 大家觉得他有点

“～”, 所以都敬而远之。

【反义】冬日可爱

夏雨雨人
【注音】xiàyǔyùré

【释义】雨人 : 雨落到人身上 , 滋润人身

体。夏天的雨落到人身上 , 使人凉爽

舒适。比喻及时给人以教益或帮助。

【出处】汉·刘向《说苑·贵德》: “管仲

上车曰 : ‘�兹乎 , 我穷必矣。吾不能

以夏雨雨人 , 吾穷必矣。’”

【例句】老师的关爱如 ～。

【近义】春风风人

xiɑn

仙风道骨
【注音】xiān fēng dào gǔ

【释义】形容人的风度神采潇洒脱俗。

也可形容书法飘逸洒脱。

【出处】唐·李白《大鹏赋序》: “余昔于

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 , 谓余有仙风道

骨 , 可与神游八极之表。”

【例句】别看他小小年纪 , 抖腕落笔 , 写

出的条幅 , 字字 ～, 颇有古朴之风。

【近义】冰清玉洁

仙山楼阁
【注音】xiān s hān lóu ɡé

【释义】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地方。比喻

虚无缥缈的幻境。

【出处】唐·白居易《长恨歌》“忽闻海

上有仙山 , 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

珑五云起 , 其中绰约多仙子。”

【例句】世界上没有 ～。

【近义】琼楼玉宇  雕梁画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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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睹为快
【注音】x iān dǔwéi kuài

【释义】睹 : 看见。以能先看到为快事。

【出处】唐·韩愈《与少室李拾遗书》:

“朝廷之士 , 引颈东望 , 若景星凤皇之

始见也 , 争先睹之为快。”

【例句】每天早上报纸一出版, 人们都

想 ～。

【近义】近水楼台

【反义】后发制人

先发制人
【注音】x iān fāzhìrén

【释义】先下手取得主动权, 先制服对

手。

【出处】汉·班固《汉书·项籍传》: “方

今江西皆反秦 , 此亦天亡秦时也。先

发制人 , 后发制于人。”

【例句】匪徒见警察接近 , 便 ～, 开枪射

击。

【近义】先下手为强

【反义】后发制人

【辨析】“制”不可写作“治”。

先见之明
【注音】x iān jiàn zhīmínɡ

【释义】先见 : 预见。明 : 眼力。能预见

事物发展的眼力。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杨

彪传》: “愧无日�#先见之明, 犹怀老

牛舐犊之爱。”

【例句】这件事的结果, 和张老师设想

的一样 , 他真有 ～。

【近义】先知先觉

【反义】放马后炮

先来后到
【注音】xiān lái hòu dào

【释义】指按照来到的先后早晚而确定

次序 , 受到优惠。

【出处】《歧路灯》: “像和尚、道士家 , 师

兄师弟 , 只论先来后到 , 不论年纪。”

【例句】本商场的招商原则按 ～洽谈。

先礼后兵
【注音】xiān lǐhòu bīnɡ

【释义】在和别人办交涉时, 先采取有

礼貌的方式 , 如果行不通, 再采用强

硬手段。

【出处】罗贯中《三国演义》十一回 : “刘

备远来救援 , 先礼后兵, 主公当用好

言答之 , 以慢备心 , 然后进兵攻城, 城

可破也。”

【例句】我军采取 ～的策略, 向敌军展

开政策攻心。

先入为主
【注音】xiān rùwéi zhǔ

【释义】在接受了一种思想、说法或印

象以后 , 就有了成见, 不容易再实事

求是地听取后来不同的意见。

【出处】汉·班固《汉书·息夫躬传》:

“唯陛下观览古戒 , 反复参考 , 无以先

入之语为主。”

【例句】他没有听你的话, 是因为老王

已先一步说了自己的看法 , 使他有了

～的想法。

【近义】先入之见

【反义】兼听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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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声夺人
【注音】x iān shēnɡduórén

【释义】声 : 指声威。先造成声威以挫

伤对方士气。比喻做事抢先一步。

【出处】《左传·昭公二十一年》: “《军

志》有之 : ‘先人有夺人之心, 后人有

待其衰。’”

【例句】全兴队没想到对方 ～, 刚开始

就被对方打进一球。

【近义】先发制人

先天不足
【注音】x iān tiān bùzú

【释义】先天: 指在母腹中孕育时期。

生下来体质就不好。比喻事物的根

基差。

【出处】老舍《我怎么写的〈春华秋实〉

剧本》: “剧本若只出现几个店员, 总

显得有些先天不足。”

【例句】这孩子 ～, 身体还得加强锻炼。

先意承志
【注音】x iān yìchénɡzhì

【释义】意 : 意料, 事先估计。承 : 顺承。

志 : 心意。原指不等尊长说出就能揣

摩他们的心意并顺着去办。

【出处】鲁迅《海上通讯》: “我不是别

人 , 那知道别人的意思呢? 先意承志

的妙法 , 又未曾学过。”

【例句】他不过是一个 ～、善于迎合上

司的小人。

先忧后乐
【注音】x iān yōu hòu lè

【释义】事先操心焦虑, 后来会得到安

乐。忧虑在别人前头 , 享乐在别人后

头。

【出处】汉·刘向《说苑·谈丛》: “先忧

事者后乐 , 先傲事者后忧。”

【例句】他有 ～的涵养, 从不计较个人

得失。

先斩后奏
【注音】xiān zhǎn hòu zòu

【释义】奏 : 指报告。先处决罪犯 , 再报

告皇帝。比喻先采取行动 , 再报告上

级。

【出处】北齐·刘昼《刘子·贵速》: “申

屠悔不先斩而后奏 , 故发愤而致死。”

【例句】政府应该杜绝不请示而 ～的不

良现象。

【近义】先礼后兵

先知先觉
【注音】xiān zhīxiān jué

【释义】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比一般人

早的人。

【出处】宋·朱熹《朱子语类》: “先知先

觉 , 知是知此事 , 觉是觉此理。”

【例句】某些人具有 ～的功能。

【近义】先见之明

【反义】后知后觉

纤尘不染
【注音】xiān chén bùrǎn

【释义】纤 : 细小。一点儿灰尘都没有

沾染上。也比喻没有任何坏的思想。

【出处】清·洪升《长生殿·闻乐》: “清

光独把宵占 , 经万古纤尘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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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他虽生活在花花世界里, 但做

到了 ～。

【近义】一尘不染

【辨析】“纤”不可读作“qiān”。

纤毫不爽
【注音】x iān háo bùshuǎng

【释义】爽 : 差错。最细微的地方也没

有差错。形容准确无误 , 丝毫差错都

没有。

【出处】南朝( 梁) 沈约《宋书·律历志

下》: “凡此四蚀 , 皆与臣法符同 , 纤毫

不爽。”

【例句】实地测量的结果和历史记载的

数据完全吻合 , ～。

闲情逸致
【注音】x ián qínɡyìzhì

【释义】闲适的心情 , 安逸的兴致。

【出处】《镜花缘》八十四回 : “他口口声

声只是劝人做好事 , 要知世间好事甚

多 , 谁有那些闲情逸致去做。”

【例句】我的父亲有种花、养鸟的 ～。

【近义】悠闲自得

【辨析】～侧重于心情和兴致 ; “悠然自

得”侧重于外表。

闲言碎语
【注音】x ián yán suìyǔ

【释义】闲 : 与正事无关; 碎 : 指说话唠

叨。唠叨些与正事无关的话或指背

后散布的不满意、无根据的话。

【出处】明·冯惟敏《端正好·徐我亭

归田》曲 : “一个道稽迟粮饷赍飞票,

一个道紧急军情奉火牌 , 闲言碎语须

耽待。”

【例句】她一心扑在工作上, 生活很充

实 , 没时间去听那些 ～, 自然也就少

了许多烦恼。

【近义】流言蜚语

弦外之音
【注音】xián wài zhīyīn

【释义】音乐的余音。比喻言外之意。

【出处】清·袁枚《随园诗话》卷八 : “如

作近体短章 , 不是半吞半吐, 超过元

箸 , 断不能得弦外之音 , 甘余之味。”

【例句】这番话的 ～, 在场的人都听出

来了。

【近义】言外之意

咸与维新
【注音】xián yùwéi xīn

【释义】咸 : 都。与 : 参与。维: 句中语

气词。新 : 革新。原指对一切染上恶

习的人都给以弃旧图新的机会。现

指大家来参与革新。

【出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说是‘咸与维新’了, 我们是不打落

水狗的 , 听凭它们爬上来罢。”

【例句】大家团结一致 , ～, 积极地投入

到厂子的改制中来。

嫌贫爱富
【注音】xián pín ài fù

【释义】嫌 : 嫌弃。嫌弃贫穷, 喜爱富

有。指对人的好恶、取舍以贫富为标

准。

【出处】元·关汉卿《裴度还带》二折:

“有那等嫌贫爱富的儿曹辈, 将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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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傲慢、把他那富追陪, 那个肯恤孤

念寡存仁义。”

【例句】李大姐不应该 ～。

显而易见
【注音】x iǎn ér yìjiàn

【释义】很明显很容易看清楚。

【出处】宋·王安石《洪范传》: “在我

者 , 其得失微而难知, 莫若质诸天物

之显而易见 , 且可以为戒也 , 故‘次八

曰念用庶证’。”

【例句】这是 ～的 , 还用得着讨论吗?

【近义】了了可见  一目了然  有目共

睹

【反义】莫名其妙

显亲扬名
【注音】x iǎn qīn yánɡmínɡ

【释义】亲 : 双亲, 父母。使双亲显耀,

使名声传扬。

【出处】明·吸文焕《群音类选·分钗

记·分钗夜别》: “你是人间豪俊, 当

思显姓扬名 , 须听, 再休折章台杨柳,

再休觅巫山雨云 , 好潜心窗下, 勤习

圣贤文。”

【例句】我们革命的目的 , 不是为了 ～。

【近义】八面风雨

鲜为人知
【注音】x iǎn wéi rén zhī

【释义】鲜 : 少 ; 为 : 被 ; 知 : 知道。很少

有人知道。

【例句】痴傻儿 90% 左右是由于缺碘引

起的 , 这 ～。

现身说法
【注音】xiàn s hēn shuōfǎ

【释义】本佛教用语, 指佛能依附一切

有生命的东西 , 显现出种种身形来讲

解佛法。后比喻只是以亲身经历来

讲明道理 , 劝导别人。

【出处】《楞严经》卷六 : “我与彼前, 皆

现其身 , 而为说法 , 令其成就。”

【例句】他的 ～给了这个青年极大的鼓

舞。

【近义】言传身教

现世宝
【注音】xiàn s hìbǎo

【释义】现世 : 出丑 , 丢脸。宝 : 宝贝, 指

无理或荒唐的人。给人丢尽脸的家

伙。

【出处】《范进中举》: “我自倒运 , 把个

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

【例句】父亲骂他道: “～, 给我滚出

去! ”

xiɑnɡ

相安无事
【注音】xiānɡān wúshì

【释义】彼此之间和睦相处 , 平安无事。

【出处】宋·邓牧《伯牙琴·吏道》: “古

者君民间相安无事者, 固不得无吏,

而为员不多。”

【例句】他们表面上 ～, 暗中却你争我

斗。

【近义】井水不犯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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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水火不容  你死我活  势不两

立

相亲相爱
【注音】x iānɡqīn xiānɡài

【释义】互相之间十分亲爱。形容关系

密切 , 感情深厚。

【出处】明·无名氏《鸣凤记·拜谒忠

灵》: “与严家大相自幼往往来来, 嘻

嘻哈哈 , 同眠同坐 , 相亲相爱 , 就是一

个人相交 , 不敢下怀。”

【例句】虽然家境贫寒, 但他们两口子

却一直 ～。

【近义】如鱼似水

【反义】反目成仇

相濡以沫
【注音】x iānɡrúyǐmò

【释义】水干了 , 鱼互相吐沫沾湿 , 以维

护生命。濡: 沾湿 ; 沫 : 唾沫。

【出处】《庄子·大宗师》: “泉涸 , 鱼相

与处于陆 , 相�以湿 , 相濡以沫 , 不若

相忘于江湖。”

【例句】在困难的时候, 我们只有互相

帮助 , ～, 才能渡过难关。

【近义】同甘共苦

【反义】自私自利

相形失色
【注音】x iānɡxínɡshīsè

【释义】相比之下, 显得不足。形: 对

照。

【出处】秦牧《在仙人掌丛生的地方》:

“经过这样长期的自然的选择, 仙人

掌终于锻炼出现在这样一种使普通

植物为之相形失色的倔强性格和卓

越风格。”

【例句】展览馆大楼原来是在这一带最

为醒目突出的, 全城怕也数一数二。

而如今旁边造起了一座更高大雄伟

的电报通讯大楼 , 它就显得 ～了。

【近义】相形见绌

相得益彰
【注音】xiānɡdéyìzhānɡ

【释义】益 : 更加。彰 : 明显。双方密切

配合 , 互相衬托, 彼此的长处显现得

更明显。

【出处】汉·王褒《圣主得贤臣颂》: “若

尧舜禹汤文武之君 , 获稷契皋陶伊尹

吕望 , 明明在朝, 穆穆列布, 聚精会

神 , 相得益章。”

【例句】丈夫作曲 , 妻子唱歌 , ～。

【近义】相映成趣  相辅相成

【反义】相形见绌

相反相成
【注音】xiānɡfǎn xiānɡchénɡ

【释义】在某个方面相互排斥的事物在

另一方面互相促成。

【出处】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仁

之与义、敬之与和 , 相反而皆相 成

也。”

【例句】战争提倡勇敢牺牲和保护自

己 , 二者并不矛盾 , 而是 ～的。

【近义】相辅相成  相辅而行

相敬如宾
【注音】xiānɡjìnɡrúbīn

【释义】夫妻之间互相敬重, 就像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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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客一样。

【出处】《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四季

使过冀 , 见冀缺耨, 其妻秏之, 敬 , 相

待如宾。”

【例句】夫妻之间应该 ～。

【近义】举案齐眉  伉俪情深

相忍为国
【注音】x iānɡrěn wèi ɡuó

【释义】忍 : 忍让 , 忍受。为了国家的利

益而做出一定的让步。

【出处】《左传·昭公元年》: “旦及日

中 , 吾知罪矣。鲁以相忍。为国也,

忍其外 , 不忍其内 , 焉用之?”

【例句】交战双方应求同存异 , ～。

相提并论
【注音】x iānɡtíbìnɡlùn

【释义】把不同的人或事放在一起谈论

或同等对待。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魏其武安

侯列传》: “相提而论, 是自明扬主上

之过。”

【例句】每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条件不

同 , 不能 ～。

【近义】同日而语  一概而论  等量齐

观

相形见绌
【注音】x iānɡxínɡjiàn chù

【释义】相形 : 相互比较。绌 : 不足。相

比之下 , 一方显出不足。

【出处】清·李绿园《歧路灯》十四回:

“又见娄朴, 同窗共砚, 今日相形见

绌。”

【例句】与百鸟之王的兀鹰相比, 南美

的蜂鸟就显得 ～了。

【近义】相形失色  小巫见大巫 黯然

失色

【反义】平起平坐  平分秋色  相得益

彰 半斤八两

相依为命
【注音】xiānɡyīwéi mìnɡ

【释义】依 : 依靠。互相依靠, 维持活

命。形容相互离不开。

【出处】晋·李密《陈情表》: “臣无祖

母 , 无以至今日; 祖母无臣 , 无以终余

年。母孙二人 , 更相为命。”

【例句】儿子去世后 , 老两口生活艰难 ,

～。

【近义】辅车相依

【反义】无依无靠

相见恨晚
【注音】xiānɡjiàn hèn wǎn

【释义】彼此认识太迟 , 深觉遗憾。

【出处】《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天

子召见三人 , 谓曰 : ‘公等皆安在? 何

相见之晚也! ’”

【例句】他们一谈就是半天, 大有 ～的

感觉。

【近义】相知恨晚

【反义】解裳自隔

相差无几
【注音】xiānɡchàwújǐ

【释义】彼此没有多大差别。

【出处】《老子》: “唯之与阿 , 相去几何?

美之与恶 , 相去何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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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小敏生病现已痊愈, 且又胖起

来 , 与生病以前 ～。

【反义】截然不同

相持不下
【注音】x iānɡchíbùxià

【释义】指双方势均力敌 , 互相抗争 , 各

不相让 , 谁也战胜不了对方。不下:

不能解决。

【出处】《史记·淮阴侯列传》: “燕齐相

持而不下 , 则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

【例句】两队 ～, 战成了平局。

【近义】势均力敌

【反义】迎刃而解

相辅相成
【注音】x iānɡfǔx iānɡchénɡ

【释义】指两件事物互相配合, 互相辅

助 , 缺一不可。辅 : 帮助。

【出处】梁启超《初归国演说辞》: “二派

所用手段虽有不同 , 然何尝不相辅相

成。”

【例句】丰富的知识和健康的身体是事

业成功的基础 , 二者 ～, 缺一不可 , 都

要受到足够的重视。

【近义】相得益彰

相煎何急
【注音】x iānɡjiān héjí

【释义】煮得为什么那样急。比喻兄弟

间自相残害。煎 : 煮。

【出处】南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

文学》: “文帝 ( 曹丕) 尝令东阿王 ( 曹

植) 七步中作诗, 不成者行大法。应

声便为诗曰 : ‘煮豆持作羹 , 漉菽以为

汁 , 萁在釜下燃, 豆在釜中泣。本是

同根生 , 相煎何太急。’”

【例句】～, 比喻兄弟之间一方对另一

方进行迫害。

【近义】煮豆燃箕

【反义】和睦相处

相知恨晚
【注音】xiānɡzhīhèn wǎn

【释义】为见面相识太晚而遗憾。

【出处】《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两人相为引重, 其犹如父子然。相

得穔甚 , 无厌 , 恨相知晚也。”

【典故】窦婴是汉武帝祖母窦太后的侄

儿。他推崇儒术 , 主张孔孟之道。

汉武帝即位以后 , 窦婴出任丞相,

深得汉武帝的信任。但窦太后却渐

渐对他产生了不满。

原来, 窦太后崇信黄老学说 , 黄老

学说主张清净无为和无为而治。

汉初六七十年间 , 黄老学说盛行全

国。统治者鼓吹清净无为 , 对稳定政

局 , 休养生息 , 发展生产起了有益的

作用。但时间一长。这种学说也起

到了使诸侯王消极对抗中央, 不听皇

帝命令的作用, 从而激化了社会矛

盾 , 必须用新的学说取而代之了。

窦婴出任丞相后 , 积极提倡儒家学

说 , 帮助汉武帝罢黜百家 , 独尊儒术 ,

实现思想上的大体统一。

在朝廷里 , 信奉儒家学说的还有太

尉田分、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藏

等人。他们的信仰和窦太后也截然

不同 , 因而和窦太后产生了尖锐的矛

盾。汉武帝建元二年 ( 公元前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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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御史大夫赵绾提出今后不必事

事都去请示窦太后 , 皇帝已经亲政

了 , 由皇帝裁决即可。窦太后知道之

后 , 非常震怒 , 立即将赵绾王藏撤职,

并且借机免除了窦婴和田纷的职务。

窦婴被撤职后 , 无权无势, 原来跟

随他的门客绝大多数都溜走了。只

有一个叫灌夫的将军仍然跟着他 , 始

终不渝。他们两人互相尊重 , 感情很

深 , 在一起就像父子一样。他们两人

惟一感到遗憾的是彼此都有相知恨

晚之感。

【例句】与你一席谈, 真叫我产生 ～的

感觉。

【近义】相识恨晚

【反义】白头如新

相映成趣
【注音】x iānɡyìnɡchénɡqù

【释义】映 : 映衬。趣 : 意趣。相互映衬

显得更有情趣。

【出处】朱自清《子夜》: “写冯云卿等三

人作公债而失败 , 那不过点缀点缀,

取其与吴赵两巨头相映成趣 , 觉得热

闹些。

【例句】园里的假山和水池, 道旁的绿

柳和鲜花 , 各有姿态 , 又 ～。

【近义】相得益彰

香销玉殒
【注音】x iāng xiāo yùyǔn

【释义】香、玉 : 旧时文人用来指女子;

殒 : 坠落 , 比喻死亡。美女夭亡了。

【出处】蔡东藩《民国演义》七十九回:

“鸨母大疑 , 排闼( tà) 入室 , 那知已香

销玉殒 , 物在人亡。”

【例句】阮玲玉 ～的消息传出后, 许多

影迷痛哭流涕。亦作“玉殒香销”。

降龙伏虎
【注音】xiánɡlónɡfúhǔ

【释义】使龙归降, 使虎驯服。原是佛

教形容高僧法力强大。现比喻力量

强大。

【出处】南朝·梁·慧皎《高僧传》卷

十 : “能以秘咒咒下神龙。”

【例句】如今人民群众治山治水, 真有

～的本事。

【近义】降妖捉怪

响彻云霄
【注音】xiǎnɡchèyún xiāo

【释义】彻 : 穿透 , 透过 ; 云霄 : 高空。声

音响得像穿透云层, 直达高空。形容

声音�亮高昂。

【例句】教室里学生们情绪高涨, 歌声

～。

响遏行云
【注音】xiǎnɡèxínɡyún

【释义】遏 : 阻止。声音阻止住了飘动

的云团。形容歌声�亮。

【出处】《列子·汤问》: “抚节悲歌, 声

振林木 , 响遏行云。”

【近义】响彻云霄  穿云裂石  高唱入

云 声振林木

想方设计
【注音】xiǎnɡfānɡshèjì

【释义】想尽各种方法或策略。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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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方设法”。

【出处】《果树园》: “她常常 ～要躲过这

突如其来的浪潮。”

【例句】这座桥是大家 ～集资修建的。

【近义】千方百计

想入非非
【注音】x iǎnɡrùfēi fēi

【释义】非非 : 佛家用语 , 指一般认识不

能达到的玄妙境界。想进入达不到

的境界。形容胡思乱想 , 不切实际。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四十

七回 : “施大哥好才情 , 真要算得想入

非非的了! ”

【例句】他对自己的理想总是 ～。

【近义】异想天开  胡思乱想

向壁虚造
【注音】x iànɡbìxūzào

【释义】面对墙壁凭空捏造。

【出处】汉·许慎《说文解字·序》: “世

人大共非訾 , 以为好奇者也, 故诡更

正文 , 乡 ( 向) 壁虚造不可知之书, 变

乱常行 , 以耀于世。”

【例句】文学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 而

不能 ～。

【近义】无中生有

【反义】持之有故 , 言之成理

向隅而泣
【注音】x iànɡyúér qì

【释义】隅 : 墙角。泣 : 小声地哭。原指

未能参加饮酒一个人面对墙角哭泣。

后用来形容没人理睬, 孤独、绝望地

悲泣。

【出处】汉·刘向《说苑·贵德》: “今有

满堂饮酒者, 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

泣 , 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

【例句】谁脱离了群众, 谁就将成为 ～

的孤家寡人。

【辨析】“隅”不可读作“ǒu”。

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
【注音】x iànɡ zhuānɡwǔ jiàn, yìzài

pèi ɡōnɡ

【释义】项庄 : 项羽手下的武将。意 : 意

图 , 目的。沛公 : 指刘邦。项庄舞剑

的目的是要刺杀沛公。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

纪》: “樊哙曰: ‘今日之事何如?’良

曰 : ‘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 , 其意常

在沛公也。’”

【例句】他天天来送礼探望 , 其实是 ～,

别有企图。

【近义】醉翁之意不在酒  别有用心

相貌堂堂
【注音】xiàng mào táng táng

【释义】形容身材高大 , 仪表端庄。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一回:

“玄德看其人: 身长九尺, 髯长二尺;

面如重枣, 唇若涂脂; 丹凤眼, 卧蚕

眉 ; 相貌堂堂 , 威风凛凛。”

【例句】他长得 ～, 仪表不凡, 颇有风

度。

【近义】须眉男子

【反义】其貌不扬

【辨析】～和“一表人才”都形容男子相

貌端正。区别在于 : “一表人才”含有

“英俊、漂亮”的特殊含义 ; ～含有“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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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大方”的特殊含义。

相时而动
【注音】x iàng shíér dòng

【释义】观察时机 , 针对具体情况采取

行动。

【出处】《左传·隐公十一年》: “相时而

动 , 无累后人 , 可谓知礼矣。”

【例句】经验丰富的指挥者常常 ～, 使

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近义】相机行事  随机应变

像模像样
【注音】x iàng múx iàng yàng

【释义】够一定标准。也指体面好看。

【例句】喜事一定要办得 ～。

【反义】不三不四

xiɑo

逍遥法外
【注音】x iāo yáo fǎwài

【释义】逍遥: 指悠然自在的样子。指

罪犯没有受到法律制裁。

【出处】孙伏园《长安道上》: “此种案件

如经法庭之手 , 还不是与去年某案一

样含糊了事 , 任凶犯逍遥法外吗?”

【例句】法律是保护人民的, 我们绝不

能让那帮杀人抢劫犯 ～。

【反义】绳之以法  锒铛入狱  明正典

刑

逍遥自在
【注音】x iāo yáo zìzài

【释义】形容无拘无束 , 自由自在。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黄龙

新禅师法嗣》: “六十余年和光混俗,

四十二腊逍遥自在。”

【例句】退休后 , 他下棋、钓鱼、养花 , 生

活得 ～。

【近义】自由自在  悠然自得  优哉游

哉

【反义】槁木死灰

销声匿迹
【注音】xiāo s hēnɡnìjì

【释义】销 : 消失。匿 : 隐藏。形容隐藏

起来 , 不再出头露面。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二十

八回 : “他平生最是趋炎附势的 , 如何

肯销声匿迹。”

【例句】那个罪犯上个月作案后, 便 ～

了 , 再也没有露面。

【近义】匿影藏形

【反义】出头露面

小不忍则乱大谋
【注音】xiǎo bùrěn zéluàn dàmóu

【释义】忍 : 忍耐, 忍让。谋: 计划, 决

策。在小问题上不肯容忍就会扰乱

整个计划。

【出处】《三国演义》一百一十七回:

“‘小不忍则乱大谋’, 父亲若与他不

睦 , 必误国宁大事。望且容忍之。”

【例句】～, 你应该控制一下自己的脾

气。

小家碧玉
【注音】xiǎo jiābìy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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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碧玉: 女子的名字。后泛指小

户人家年轻貌美的女子。

【出处】晋·孙绰《情人碧玉歌》: “碧玉

小家女 , 不敢攀贵德。”

【例句】～并不比大家闺秀差。

【反义】大家闺秀

小巧玲珑
【注音】x iǎo qiǎo línɡlónɡ

【释义】玲珑: 精巧细致的样子。指器

物小而精巧。也形容身体小而灵巧。

【出处】宋·辛弃疾《临江仙·戏为山

园苍壁解嘲》: “莫笑吾家巷壁小, 棱

层势欲摩空。”

【例句】公园里楼台亭阁修建得 ～。

【近义】娇小玲珑

【反义】庞然大物  硕大无朋

小人得志
【注音】x iǎo rén dézhì

【释义】小人 : 指人格卑下的人。志 : 意

愿 , 欲望。卑劣小人的欲望得以实

现。指卑劣的人掌握了权势。也形

容轻狂自得 , 自以为是的样子。

【出处】南朝·宋·何承天《为谢晦檄

京邑》: “若使小人得志 , 君子道消。”

【例句】这个金小姐真是 ～, 见着老先

生也不理不睬的, 傲慢得很。

小材大用
【注音】x iǎo cái dàyònɡ

【释义】没有什么才能的人 , 却被重用。

【例句】这位新经理 ～, 他到任不久 , 公

司的生意便一落千丈。

小康之家
【注音】xiǎo kānɡzhījiā

【释义】生活安定, 但并不是特别富有

的人家。

【出处】清·李绿园《歧路灯》: “小康之

家 , 就看得赌具是解闷的要紧东西。”

【例句】这个 ～本来是充满欢乐的, 不

幸战争爆发 , 害得他们家破人亡。

【近义】丰衣足食

【反义】大户人家

小试其技
【注音】xiǎo s hìqíjì

【释义】略为表现一下本领。

【例句】修理好这台机器, 在他来说是

～!

【近义】小试牛刀

【反义】大显身手

小惩大诫
【注音】xiǎo chénɡdàjiè

【释义】按过失的轻重来处理。惩戒是

法律名词 , 意思是给一个有了过失的

人以处分。

【出处】《易·系辞下》: “小惩而大诫,

此小人之福。”

【例句】学校为整顿校风, 决定给予犯

规同学 ～。

小试锋芒
【注音】xiǎo s hìfēnɡmánɡ

【释义】略为施展一下 , 便显出大本事。

锋芒 : 刀剑的刃尖 , 比喻才干。

【例句】今天做这种手术 , 对于他来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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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是 ～罢了!

【近义】小试其技

【反义】大显身手

小本经营
【注音】x iǎo běn jīnɡyínɡ

【释义】指本钱不多的小商小贩或小手

工业经营的买卖。也指办事的规模

有限。

【出处】明·凌闬初《初刻拍案惊奇》第

十一卷 : “我们小本经营 , 如何要打短

我的?”

【例句】他没有多少本钱, 只能做 ～的

买卖。

小恩小惠
【注音】x iǎo ēn xiǎo huì

【释义】小恩情, 小实惠。比喻给人一

些微小的好处以达到收买人心的目

的。

【出处】清·岭南羽衣女士《东欧女豪

杰》三回 : “偶有一个狡猾的民贼出

来 , 略用些小恩小惠来抚弄他, 他便

欢天喜地感恩戴德。”

【例句】有些人喜欢 ～。

【近义】笼络人心

【反义】大恩大德

小鸟依人
【注音】x iǎo niǎo yīrén

【释义】指像小鸟一样亲近人。依: 依

偎。

【出处】《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褚遂

良学问稍长 , 性亦坚正, 既写忠诚 , 甚

亲附于朕, 譬如飞鸟依人 , 自加怜

爱。”

【例句】她撒起娇来 ～, 非常可爱。

小心谨慎
【注音】xiǎo xīn jǐn s hèn

【释义】说话办事细心慎重, 不敢马虎

大意。

【出处】汉·班固《汉书·霍光传》:

“( 光) 出入禁闼二十余年 , 小心谨慎 ,

未尝有过 , 甚见亲信。”

【例句】他这人做任何事都 ～, 你应该

放心。

【近义】谨小慎微

【反义】粗心大意

小题大做
【注音】xiǎo tídàzuò

【释义】把小题目写成大块文章。比喻

把小事当成大事来处理。表示不必

要 , 不值得。

【出处】《统筹方法》: “看来这是‘小题

大做’, 但在工作环节太多的时候 , 这

样做就非常必要了。”

【例句】这件事他有些 ～。

【近义】借题发挥

小巫见大巫
【注音】xiǎo wūjiàn dàwū

【释义】巫 : 旧时替人祈祷降神的人。

小巫见了大巫, 法术无可施展。比喻

相比之下 , 远远不如。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吴志·张

�2传》注引《吴书》: “后�2见陈琳作

《武库赋》、《应机赋》, 与琳书 , 深叹美

之。琳答曰 : ‘⋯⋯今景兴在此 , 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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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子布在彼 , 所谓小巫见大巫, 神气

尽矣。’”

【例句】这里的山水秀丽, 但与桂林山

水相比 , 也只是 ～了。

【近义】相形见绌  相形失色

【反义】不相上下

小心翼翼
【注音】x iǎo xīn yìyì

【释义】翼翼 : 恭敬、严谨的样子。形容

言行十分谨慎 , 不敢丝毫疏忽懈怠。

【出处】《诗经·大雅·文王》: “维此文

王 , 小心翼翼。”

【例句】母亲 ～地把药水涂抹在孩子烫

伤的皮肤上。

【近义】三思而行

【反义】胆大妄为

晓风残月
【注音】x iǎo fēng cán yuè

【释义】残月: 快要隐没的月亮。拂晓

风起 , 残月将落。形容清秋黎明时冷

落凄清的意境。

【出处】宋·柳永《雨霖铃》词 : “今宵酒

醒何处 , 杨柳岸 , 晓风残月。”

【例句】清晨从船舱出来, 只见滔滔江

水伴着 ～, 孤寂之感猛然扑上心头。

晓以大义
【注音】x iǎo yǐdàyì

【释义】大义 : 大道理; 晓 : 使人明白。

指把大道理给人讲明白。

【例句】只要我们动以真情, ～, 他一定

会醒悟。

【近义】晓以利害

【反义】蛊惑人心

孝子贤孙
【注音】xiào zǐxián s ūn

【释义】孝顺父母、祖先的儿孙。指遵

从封建礼教, 绝对服从父母祖宗的

人。也指某种传统或思想的忠实继

承者。

【出处】元·刘唐卿《降桑椹》五折 : “圣

人喜的是义夫节妇, 爱的是孝子贤

孙。”

【例句】李老膝下多是 ～, 晚年生活十

分幸福。

笑里藏刀
【注音】xiào lǐcánɡdāo

【释义】比喻表面和善 , 内心险恶。

【出处】后晋·张昭远、贾纬等《旧唐书

·李义府传》: “义府貌状温恭, 与人

语必嬉怡微笑, 而褊忌阴贼。既处权

要 , 欲人附己, 微忤意者, 辄加倾陷。

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

【例句】别看这家伙表面友善, 实际上

是 ～, 不怀好意。

【近义】绵里藏针  包藏祸心  佛口蛇

心

【反义】良药苦口

笑容可掬
【注音】xiào rónɡkějū

【释义】掬 : 两手捧起。形容满脸笑容

的样子。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九十五

回 : “果见孔明 , 坐于城楼之上, 笑容

可掬 , 焚香操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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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东汉末年, 魏、蜀、吴三分天下

后 , 诸葛亮屡次出兵北伐, 打算消灭

曹魏 , 逐步完成统一大业。

原来 , 赤壁之战后 , 刘备按照诸葛

亮的谋划 , 占领了荆州和益州, 又从

曹操手中夺取了汉中。公元 221 年,

刘备在诸葛亮等人的建议下 , 做了皇

帝 , 国号汉, 历史上也称“蜀”。诸葛

亮被任命为丞相。

刘备去世后 , 他的儿子刘禅继位。

诸葛亮被封为武飨侯 , 领益州牧。他

辅佐刘禅 , 担负起治理国家的征途。

他念念不忘刘备未完成的统一中国

的大业。

这年 , 诸葛亮又率军北伐。由于马

谡言过其实 , 刚愎自用, 街亭失守 , 丢

了战略要地 , 打乱了诸葛亮的军事部

署 , 诸葛亮只好退守西城。

魏将司马懿攻占街亭后, 又率领

十五万大军 , 杀向西城。

当时 , 诸葛亮身边已没有战将, 只

有一些文官。城中的五千兵马已有

一些被派去搬运粮草 , 只剩下二千五

百人了。听说司马懿大军就要到了,

城中的人都吓得惊慌失措, 魂不附

体。

诸葛亮不为所动, 沉着冷静地登

上城楼 , 设下了空城计。

司马懿率大军来到城下, 见诸葛

亮端坐在城楼上 , 笑容可掬地焚香扶

琴 , 两个童子在他身旁侍立, 城门大

开 , 城里城外有二十多个老百姓低头

洒扫 , 旁若无人。

司马懿看到这种情景, 怀疑城中

必有重兵埋伏 , 便急忙下令退兵了。

【例句】这位导游小姐热情礼貌 , ～, 向

我们一一介绍这些名胜古迹的来龙

去脉。

【近义】笑逐颜开  喜形于色  嬉皮笑

脸

【反义】愁眉苦脸  泪流满面  泪如泉

涌 泪如雨下

xie

邪魔歪道
【注音】xiémówài dào

【释义】佛教指妨害正道的邪说和言

行。后指妖魔鬼怪, 或不正当的门

路、事情。

【出处】《药师经·下》: “又信世间邪魔

外道、妖孽之师 , 妄说祸福。”

【例句】赚钱要靠自己的双手获得, 搞

～是不行的。

【近义】旁门左道

胁肩谄笑
【注音】xiéjiān chǎn xiào

【释义】胁肩: 耸起双肩。表示恭敬。

谄笑 : 谄媚地笑着。形容逢迎巴结人

的丑态。

【出处】《孟子·滕文公下》: “胁肩谄

笑 , 病于夏畦。”

【例句】在他身上体现专制与奴才性的

双重人格: 对上司 ～, 对下属颐指气

使。

【近义】摧眉折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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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天子令诸侯
【注音】x iétiān zǐlìnɡzhūhóu

【释义】挟 : 挟制, 强使服从。诸侯: 帝

王分封的列国统治者。挟制皇帝 , 用

名义号令诸侯。比喻借权势者的名

义对别人发号施令。

【出处】《三国演义》六十一回 : “此言岂

不羞乎? 天下岂不知你挟天子令诸

侯?”

【近义】狐假虎威

谢天谢地
【注音】x iètiān xièdì

【释义】迷信的说法, 事情办得是否顺

利都由天地神灵在起作用 , 因此在办

事顺利时 , 就要感谢天地。后来人们

在办事顺利时常用“谢天谢地”表示

满意、感激或庆辛。

【出处】明·汤显祖《还魂记·闻喜》:

“俺儿, 谢天谢地 , 老爷平安回京了。”

【例句】～, 这件事总算办成了。

卸磨杀驴
【注音】x ièmòshālǘ

【释义】把拉完磨的驴卸下来杀掉。比

喻事成之后把为自己出过力的人一

脚踢开。

【例句】大家巴心巴肝地为他解决了这

事儿 , 他却 ～, 过河拆桥。

【近义】过河拆桥   得鱼忘筌  兔死

狗烹

【反义】感恩图报  结草衔环  饮水思

源

邂逅相遇
【注音】xièhòu xiānɡyù

【释义】邂逅 : 偶然。没有相约而遇见。

【出处】《诗经·郑风·野有蔓草》: “邂

逅相遇 , 适我愿兮。”

【例句】这位老校友 , 我寻访多年 , 都没

有下落 ; 不想今日在火车上 ～, 使我

喜出望外。

【近义】不期而遇  萍水相逢

【反义】不辞而别

xin

心安理得
【注音】xīn ān lǐdé

【释义】自信事情做得合于情理, 心里

很坦然踏实。

【出处】清·岭南羽衣女士《东欧女豪

杰》三回 : “原来我们只求自己心安理

得 , 那外界的苦乐原是不足计较。”

【例句】我自食其力 , 不危害他人 , 自然

～。

【近义】问心无愧  面无惭色

【反义】局促不安  心惊肉跳

心不在焉
【注音】xīn bùzài yān

【释义】焉 : 文言虚词 , 这里。心思不在

这里。指思想不集中。

【出处】汉·戴圣《礼记·大学》: “心不

在焉 ,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 食而不知

其味。”

【例句】小玲上课时一副 ～、无精打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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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子 , 像是有什么心事。

【近义】魂不守舍 漫不经心 心神恍惚

【反义】聚精会神 全神贯注 专心致志

心潮澎湃
【注音】xīn cháo pénɡpài

【释义】澎湃: 波浪互相撞击。心情像

潮水翻腾冲撞。形容心情十分激动。

无法平静下来。

【出处】《地质之光》: “毛主席作了关于

地质和石油的一系列指示 , 李四光听

了心潮澎湃。”

【例句】爷爷每次到北京都感到 ～。

【辨析】“湃”不可读作“bài”。

心驰神往
【注音】xīn cís hén wǎnɡ

【释义】驰 : 奔驰。往 : 去。指急切、热

烈地向往。

【出处】宋·欧阳修《祭杜公文》: “系官

在朝 , 心往神驰, 送不临穴, 哭不望

帷。”

【例句】这欢愉的舞蹈 , 动人的鼓乐 , 让

大家 ～, 忘怀一切。

【近义】心向往之

【反义】犹豫不决

心慈手软
【注音】xīn cís hǒu ruǎn

【释义】形容人心地善良, 处理事情方

法温和得当。

【例句】这个人办事一向 ～, 你尽管放

心好了。

【反义】心狠手辣

心力交瘁
【注音】xīn lìjiāo cuì

【释义】精神和体力都极度劳累。交:

一齐。瘁 : 劳累。

【出处】清·淮阴百一居士《壶天录》卷

上 : “由此心力交瘁 , 患疾遂卒。”

【例句】校长为了建图书馆的事, 四处

奔走 , 已经 ～了。

【近义】身心交瘁

【反义】心宽体胖

心不由主
【注音】xīn bùyóu zhǔ

【释义】意志不能由自己控制。

【例句】他明知赌博是坏事, 但身上有

钱时又 ～地去赌了。

心灰意懒
【注音】xīn huīyìlǎn

【释义】灰心失望 , 意志消沉。

【出处】元·乔吉《玉交枝·闲适二曲》

之二 : “不是我心灰意懒 , 怎陪伴愚眉

肉眼?”

【例句】自从生意失败后 , 他便 ～, 一蹶

不振。

【近义】万念俱灰

【反义】雄心万丈

心怀鬼胎
【注音】xīn huái ɡuǐtāi

【释义】心里隐藏着不可告人的事或坏

主意。

【出处】明·凌闬初《二刻拍案惊奇》:

“谁知素梅心怀鬼胎 , 只是长吁短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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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生愁闷 , 默默归房去。”

【例句】这个人 ～, 我早就看出来了。

【近义】心中有鬼

【反义】心怀坦白

心怀叵测
【注音】xīn huái pǒcè

【释义】心里藏着难以猜度的恶意。形

容用心险恶。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三十七

回 : “曹操心怀叵测, 叔父主, 恐遭其

害。”

【例句】近来有几个 ～的人想拉拢某报

记者。

【近义】笑里藏刀

【反义】胸怀坦荡

心慌意乱
【注音】xīn huānɡyìluàn

【释义】心里慌乱 , 没有主意。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 “孩儿自从接了电报之后, 心

慌意乱。”

【例句】当他得知儿子出了车祸时 , ～,

坐立不安。

【近义】心烦意乱

【反义】心旷神怡

【辨析】～和“心慌意乱”都有“心绪杂

乱”的意思。但 ～侧重在烦躁、苦闷、

焦虑上 ; “心慌意乱”侧重在慌乱、没

有主意上。

心胆俱裂
【注音】xīn dǎn jùliè

【释义】俱 : 全都。形容极其悲愤或恐

惧。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三十七

回 : “窃念备汉朝苗裔, 滥叨名爵, 伏

睹朝廷陵替 , 纲纪崩摧 , 群雄乱国, 恶

党欺君 , 备心胆俱裂。”

【例句】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 吓

得敌人 ～。

心烦意乱
【注音】xīn fán yìluàn

【释义】心情烦躁 , 思绪纷乱。

【出处】《三国演义》三十一回 : “袁绍回

冀州 , 心烦意乱 , 不理政事。”

【例句】听说父亲进了医院 , 我 ～, 想马

上去看他。

【近义】心慌意乱

【反义】心旷神怡

心急火燎
【注音】xīn jíhuǒliáo

【释义】心里很急 , 像火在烧。

【出处】清·吴璿《飞龙全传》: “那管院

的太监 , 心燎意急 , 一筹莫展。”

【例句】这个厂的效益上不去 , 厂长 ～,

头发都白了许多。

【近义】心急如焚

【反义】不慌不忙

心惊肉跳
【注音】xīn jīnɡròu tiào

【释义】担心灾祸临头, 恐慌不安。形

容心神不安 , 极其恐惧。

【出处】元·无名氏《争报恩》: “不知怎

么 , 这一会儿心惊肉跳, 这一双好小

脚儿 , 再走也走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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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他早先做了坏事, 现在风声紧

了 , 自然每天 ～, 睡不好觉。

【近义】心胆俱裂

【反义】神色不惊

心惊胆战
【注音】xīn jīnɡdǎn zhàn

【释义】形容内心极度惊惧恐慌。战:

发抖。

【出处】元·无名氏《萨真人夜断碧桃

花》: “一个个气昂昂性儿不善, 他每

都叫吼吼�-袖揎拳, 走的我腿又酸又

软 , 不由我不心惊胆战。”

【例句】这地方太险峻了, 叫人一看就

～。

【近义】提心吊胆

【反义】坦然自若

心旌摇摇
【注音】xīn jīnɡyáo yáo

【释义】心神不定 , 情思起伏 , 就像旌旗

随风飘摇一样。

【出处】《战国策·楚策一》: “寡人自

料 , 从楚当秦, 未见胜也; 内与群臣

谋 , 不足恃也 , 寡人卧不安席 , 食不甘

味 , 心摇摇如悬旌 , 而无所终薄。”

【例句】看见大叠大叠的钞票, 他不禁

～。

【近义】心潮起伏

【反义】不动声色

心领神会
【注音】xīn lǐnɡshén huì

【释义】指对方没有明说, 心里已经领

会。领 : 领会。会 : 理解。

【出处】唐·田颖《游雁荡山记》: “将

午 , 始到古寺 , 老僧清高延坐禅房, 与

之辩论心性切实之学, 彼已心领神

会。”

【例句】这道题老师才一指点 , 他就 ～。

【近义】心照不宣

【反义】一无所知

心乱如麻
【注音】xīn luàn rúmá

【释义】心里乱得像一团乱麻。形容心

里十分烦乱。

【出处】宋·王思明《山居二首 ( 其

二) 》: “随缘随分是生涯 , 莫使身心乱

似麻。”

【例句】儿子的翻脸 , 女儿的出走 , 弄得

他 ～。

【近义】心烦意乱

【反义】心旷神怡

心如刀割
【注音】xīn rúdāo ɡē

【释义】内心痛苦得像刀割一样。

【出处】元·秦简夫《赵礼让肥》: “眼睁

睁俺子母各天涯, 想起来我心如刀

割 , 提起来我泪似悬麻。”

【例句】看见儿子受了伤 , 母亲感到 ～。

【近义】痛不欲生

【反义】欢天喜地

心如刀绞
【注音】xīn rúdāo jiǎo

【释义】心里就像刀绞一样, 形容内心

痛苦到极点。

【出处】端木蕻良《曹雪芹》二十一 :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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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见娘 , 娘这般苦 , 心如刀绞。”

【例句】他 ～般地痛苦, 嗓子已经哭哑

了 , 泣不成声, 嘴里说些谁也听不清

的话。

【近义】心如刀割

【反义】心满意足

心如铁石
【注音】xīn rútiěshí

【释义】形容不易动感情或冷漠无情。

【出处】三国·魏·曹操《敕王必领长

史令》: “忠能勤事 , 心如铁石, 国之良

吏也。”

【例句】他并非 ～, 但在当时的条件下,

以他的个性 , 只好那样办。

【近义】冷若冰霜

【反义】喜形于色

心如火焚
【注音】xīn rúhuǒfén

【释义】心中好像火烧一样。形容焦急

万分。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 “我托他打听几时有船, 他查

了一查 , 说道 : ‘要等三四天呢。’我越

发觉得心急如焚, 然而也是没法的

事 , 成日里犹如坐在针毡上一般。”

【例句】女儿病了 , 家里又无钱 , 母亲急

得 ～。

【近义】心急如焚

【反义】不慌不忙

心无旁骛
【注音】xīn wúpánɡwù

【释义】心思没有另外的追求。形容心

思集中 , 专心致志。旁: 另外的。骛 :

追求。

【出处】冰心《变信纸信封》: “有不少人

像我一样 , 在写信的时候, 喜欢在一

张白纸 , 或是只带着道道的纸上, 不

受拘束地 , 心无旁骛地抒写下去的。”

【例句】照这样说来他应当是潜心戏

内 , ～的 , 但有两次他忍耐不住了。

【近义】心无二用

【反义】三心二意

心向往之
【注音】xīn xiànɡwǎnɡzhī

【释义】对某个人或事物心里很向往。

向往 : 盼望。之 : 古汉语代词。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

家》: “《诗》有之 : ‘高山仰止, 景行行

止。’虽不能至 , 然心乡往之。”

【例句】北京是祖国的首都 , 我早就 ～。

【近义】心驰神往

【反义】心如死灰

心余力绌
【注音】xīn yúlìchù

【释义】心里很想干, 但力量够不上。

【出处】宋·朱熹《金紫光禄大夫黄公

墓志铭》: “邻家有李永者 , 尚气节 , 雅

敬慕公 , 察公养亲之意有余而力不

足 , 请助公以经纪 , 公亦信之不疑, 竭

赀付之一不问。”

【例句】这项新工作 , 我很想做好 , 但能

力有限 , 水平不高, 因此, 常有 ～之

感。

【近义】力不从心

【反义】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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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无数
【注音】xīn zhōnɡwúshù

【释义】指心里没有底。数: 数目。指

掌握的实际情况。

【出处】蒋和森《风萧萧·冲天记一》:

“他虽然素称‘博学’, 熟读经史 , 可是

对此却心中无数。”

【例句】这事我 ～, 不能马上回答你。

【近义】一无所知

【反义】心中有数

心中有数
【注音】xīn zhōnɡyǒu shù

【释义】比喻了解实际情况 , 心里有底。

【出处】冯德英《迎春花》第八章 : “春玲

要同儒春谈一次 , 摸摸他的底, 心中

有数 , 为她去和老东山交锋做准备。”

【例句】这事我 ～, 你别着急。

【近义】知己知彼

【反义】心中无数

心服口服
【注音】xīn fúkǒu fú

【释义】服 : 服气。从内心到口头上都

服气。形容对某人或某事心悦诚服。

【例句】他讲得十分有道理 , 使我 ～。

心腹之患
【注音】xīn fùzhīhuàn

【释义】患 : 祸害。比喻隐藏在内部或

要害之处的严重祸患。

【出处】《三国演义》一百一十五回 : “姜

维屡犯中原 , 不能剿除, 是吾心腹之

患也。”

【例句】他发誓一定铲除 ～。

【反义】癣疥之疾

心甘情愿
【注音】xīn ɡān qínɡyuàn

【释义】甘 : 自愿, 乐意。完全自愿而乐

意。

【出处】宋·王明清《摭青杂说·项四

郎》: “女曰 : ‘此事儿甘心情愿也。’”

【例句】我将钱捐出来支持公益事业,

绝对是 ～。

【近义】自觉自愿

【反义】迫不得已

心高气傲
【注音】xīn ɡāo qìào

【释义】指自视高人一等而傲气溢于言

表。

【出处】元·无名氏《冻苏秦》一折 : “我

可也心高气傲惹人憎。”

【例句】人不应该 ～。

【近义】心比天高  目空一切  旁若无

人

心广体胖
【注音】xīn ɡuǎnɡtǐpán

【释义】广 : 开阔, 坦然。胖 : 舒坦。本

指心胸开阔 , 身体自然舒泰安适。后

指心情安闲 , 无牵无挂而身体发胖。

【出处】老舍《赵子曰》: “莫大年是 ～,

心里有什么 , 嘴里就说什么。”

【例句】老人家 ～, 无忧无虑。

【近义】心宽体胖

【反义】心力交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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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狠手辣
【注音】xīn hěn s hǒu là

【释义】心肠凶狠 , 手段毒辣。

【出处】清·藤谷古香《轰天雷》第十一

回 : “唐敬宗之于刘克明 , 未尝欲诛之

也 , 而克明卒弑之于饮酒烛灭时矣。

刑余之人 , 心狠手辣 , 自古然也。”

【例句】蒋介石 ～, 大肆屠杀共产党人

和革命群众。

【近义】穷凶恶极

【反义】心慈面软

【辨析】～和“穷凶极恶”都形容人极端

凶恶。 ～还强调手段毒辣 ; “穷凶极

恶”多做状语 , 一般不单独谓语 , ～不

限。

心花怒放
【注音】xīn huānùfànɡ

【释义】怒放: 有力地张开。心里高兴

得像花儿盛开一样。形容极为喜悦

兴奋。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 “只他这一番言语举动, 便把

个舅爷骗得心花怒放。”

【例句】大娘听说女儿的名字上了光荣

榜 , 直乐得 ～。

【近义】兴高采烈

【反义】黯然神伤

心灰意冷
【注音】xīn huīyìlénɡ

【释义】灰 : 消沉, 失望。灰心丧气, 意

志消沉。

【出处】《短论两篇·失败是个未知

数》: “一条是心灰意冷、一蹶不振的

路 , 这路通向彻底的失败。”

【例句】生活的折磨, 使他常常感到 ～。

心急如焚
【注音】xīn jírúfén

【释义】焚 : 烧。心里急得像火烧一样。

形容十分焦急。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八十八回 : “我越发觉得心急如

焚 , 然而也是没法的事, 成日里犹如

坐在针毡上一般。”

【例句】眼看天黑了 , 车子还没修好 , 驾

驶员 ～。

【近义】迫不及待

【反义】不慌不忙

心口如一
【注音】xīn kǒu rúyī

【释义】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一样。形

容诚实、直爽。

【出处】宋·汪应辰《文定集·十一题

续池阳集》: “由是观世之议论, 谬于

是非邪正之实者, 未必心以为是, 使

士大夫心口如一, 岂复有纷纷之患

哉?”

【例句】他这个决定你应该相信, 因为

他向来就 ～。

【近义】表里如一

【反义】心口不一

心旷神怡
【注音】xīn kuànɡshén yí

【释义】旷 : 开阔, 开朗。怡: 和悦, 愉

快。心胸开阔 , 精神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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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宋·范仲淹《岳阳楼记》: “登斯

楼也 , 则有心旷神怡 , 宠辱皆忘 , 把酒

临风 , 其喜洋洋者矣。”

【例句】登上青城山 , 真叫人 ～。

【近义】赏心悦目

【反义】心烦意乱

心劳日拙
【注音】xīn láo rìzhuō

【释义】日 : 一天天。拙 : 笨拙, 引申指

困窘。耍尽心眼, 处境却越来越糟

糕。

【出处】《尚书·周官》: “作德, 心逸日

休 ; 作伪 , 凡劳日拙。”

【例句】反动派妄图扑灭革命火种, 但

～, 无济于事。

心灵手巧
【注音】xīn línɡshǒu qiǎo

【释义】心思灵敏 , 手艺精巧。

【出处】清·孔尚任《桃花扇》栖真 : “香

姐心灵手巧, 一捻针线 , 就是不同

的。”

【例句】那群姑娘里 , 就数她 ～, 绣出来

的虫鱼花鸟无不栩栩如生, 活灵活

现。

心满意足
【注音】xīn mǎn yìzú

【释义】心里感到非常满足

【出处】《警察赞美诗》: “这顿牙祭又能

让他去冬宫的旅途上无牵无挂 , 心满

意足。”

【例句】读文章还要从用词、句式、修辞

等方面去体会语言, 才能 ～, 尝到读

书之乐。

【近义】称心如意  志得意满  尽如人

意 如愿以偿

【反义】大失所望

心明眼亮
【注音】xīn mínɡyǎn liànɡ

【释义】心里明白, 眼睛雪亮。形容看

问题敏锐 , 能明辨是非。

【出处】华而实《汉衣冠》五: “凛然表

白 , 我们当兵的要心明眼亮。”

【例句】听了他的情况分析 , 使我们 ～,

处理工作顺利多了。

【近义】明察秋毫

【反义】目迷五色

心平气和
【注音】xīn pínɡqìhé

【释义】心情、态度都十分平和。

【出处】宋·苏轼《菜羹赋》: 先生心平

而气和 , 故虽老而体胖。”

【例句】老古说话一向都是 ～的。

【近义】平心静气

【反义】大发雷霆

心神不定
【注音】xīn s hén bùdìnɡ

【释义】心绪不安定。

【出处】明·罗贯中《平妖传》二回 : “心

神不定 , 谓之狐疑。”

【例句】田梅惦记着那件难办的事, 显

得 ～, 坐立不安。

【近义】心神恍惚  魂不守舍

【反义】平心静气  局促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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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无二用
【注音】xīn wúèr yònɡ

【释义】心思不能同时用在两件事上。

指做事必须专心致志 , 注意力不能分

散。

【出处】北齐·刘昼《刘子·专学》: “使

左手画方 , 右手画圆 , 令一时俱成 , 虽

执规矩之心 , 回�1劂之手, 而不能成

者 , 由心不两用 , 则手不并运也。”

【例句】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精力集

中 , 俗话说 , ～, 其事可成 , 心猿意马,

事必难成。

【近义】专心致志

【反义】魂不守舍

心心相印
【注音】xīn xīn xiānɡyìn

【释义】印 : 印证, 契合。本指佛教用

语 , 指传授佛法不借助于文字, 而以

心互相印证。后用以指彼此心意相

通 , 思想感情完全投合。

【出处】《黄蘖传心法要》: “自如来付法

迦叶以来 , 以心印心 , 心心不异。”

【例句】这对恋人 ～, 不会因离别多时

而淡漠。

【近义】情投意合

【反义】貌合神离

心血来潮
【注音】xīn xuèlái cháo

【释义】来潮: 潮水上涨。心中的血像

潮水似的突然上涨。指心中对某人

或某事突然发生感应而有所知晓。

也指一时冲动 , 突然产生某种念头。

【出处】明·许仲琳《封神演义》: “乾元

山金光洞有太乙真人闲坐碧游床, 正

运元神 , 忽心血来潮。⋯⋯心血来潮

者 , 心中忽动耳。”

【例句】做工作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

行 , 不能一时 ～,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近义】灵机一动

【反义】深思熟虑

心有灵犀一点通
【注音】xīn yǒu línɡxīyīdiǎn tōnɡ

【释义】灵犀 : 旧说犀牛是灵兽 , 它的角

中有白纹如线 , 贯通两端, 感应灵异。

指双方心意相通 , 对于彼此的意蕴都

心领神会。

【出处】唐·李商隐《无题》: “身无彩凤

双飞翼 , 心有灵犀一点通。”

【例句】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

～, 彼此都能领会对方的心意。

【近义】心心相印

【反义】格格不入

心有余而力不足
【注音】xīn yǒu yúér lìbùzú

【释义】心里想干但力量不够。

【例句】我真想把学习搞上去。但偏偏

有病住院 , ～啊!

心有余悸
【注音】xīn yǒu yújì

【释义】悸 : 因害怕而心跳。事情虽已

过去 , 但心里仍然感到恐惧。

【出处】孙犁《奋勇地前进、战斗》: “如

果他第一次在路上遇到的只是井绳 ,

他就不会心有余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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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那场火灾已过去一年了, 可想

起来仍使人 ～。

【近义】惊弓之鸟

【反义】泰然自若

心猿意马
【注音】xīn yuán yìmǎ

【释义】猿 : 猴。心意像猿猴在跳跃 , 像

众马在奔腾。形容心思、欲念流荡散

乱 , 控制不住。

【出处】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维摩

诘经菩萨品变文》: “卓定深沉莫测

量 , 心猿意马罢颠狂。”

【例句】我们做一件事, 应当专心地去

干 , 不要 ～。

【近义】心不在焉

【反义】专心致志

心悦诚服
【注音】xīn yuèchénɡfú

【释义】悦 : 高兴。服 : 信服, 佩服。心

里高兴 , 真诚佩服。指诚心诚意地佩

服。

【出处】《孟子·公孙丑上》: “以力服人

者 , 非心服也, 为不赡也; 以德服人

者 , 中心悦而诚服也。”

【例句】这个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使双方都 ～。

【近义】五体投地

【反义】面从腹诽

心照不宣
【注音】xīn zhào bùxuān

【释义】照 : 明白。宣: 宣扬, 公开说明。

彼此心里明白 , 不公开说出来。

【出处】清·曾朴《孽海花》三十一回:

“张夫人吩咐尽管照旧开船, 大家也

都心照不宣了。”

【例句】张伟使了个眼色, 张明就跟上

来了 , 看来他俩是 ～啊。

【近义】心领神会

【反义】一窍不通

心直口快
【注音】xīn zhíkǒu kuài

【释义】性情直爽 , 有话就说。

【出处】元·张国宝《罗李郎》四折 : “哥

哥是心直口快射粮军 , 哥哥是好人。”

【例句】他是个 ～的人 , 与他很好相处。

【近义】快人快语

【反义】拐弯抹角

欣喜若狂
【注音】xīn xǐruòkuánɡ

【释义】形容高兴到了极点。

【出处】唐·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

北》: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

欲狂。”

【例句】经过几百次的失败, 试验终于

成功了 , 大家 ～, 奔走相告。

【近义】心花怒放  欢天喜地

【反义】回肠九转  声泪俱下  怒发冲

冠

欣欣向荣
【注音】xīn xīn xiànɡrónɡ

【释义】欣欣 : 生气勃勃的样子。荣 : 草

木茂盛。向荣 : 越来越繁盛。比喻草

木长得茂盛。也比喻事业蓬勃发展。

【出处】晋·陶潜《归去来辞》: “木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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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向荣 , 泉涓涓而始流。”

【例句】社会主义事业 ～, 蒸蒸日上。

【近义】蒸蒸日上  朝气蓬勃

【反义】死气沉沉  每况愈下  江河日

下

新陈代谢
【注音】xīn chén dài xiè

【释义】陈 : 旧。代 : 代替 , 更换。谢 : 衰

亡。新生的事物替代衰亡的旧事物。

指生物体不断用新物质代替旧物质

的过程。也泛指一切事物经过内部

的新旧斗争 , 导致新事物取代旧事物

的发展过程。

【出处】汉·刘安《淮南子·兵略训》:

“若春秋有代谢 , 若日月有昼夜 , 终而

复始 , 明而复晦。”

【例句】～是普遍存在的自然规律。

【近义】除旧布新  推陈出新  不破不

立

新婚燕尔
【注音】xīn hūn yàn ěr

【释义】燕尔: 快乐的样子。形容男女

刚刚结婚 , 十分快乐。亦作“新婚宴

尔”。

【出处】《诗经·邶风·谷风》: “宴尔新

昏( 婚) , 如兄如弟。”

【例句】他俩刚度过几天 ～的生活, 妻

子就送丈夫上前线了。

新来乍到
【注音】xīn lái zhàdào

【释义】乍 : 初 , 刚。初来 , 刚到。指到

一个地方不久。含有“人地生疏”的

意思。

【出处】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四十

回 : “我们新来乍道, 就恁少条失教

的 , 大刺刺对着主子坐着。”

【例句】这个新同学 ～, 许多情况不熟

悉 , 大家争着告诉他。

【近义】人生地疏

信口雌黄
【注音】xìn kǒu cíhuánɡ

【释义】信口 : 随口。雌黄 : 一种可用来

制作颜料或褪色剂的矿物 , 古时用来

涂改错字。比喻不顾事实, 乱发议

论。

【出处】鲁迅《致李秉中》: “涉及时事 ,

而信口雌黄 , 颇招悔尤。”

【典故】雌黄是一种矿物, 色黄赤。古

人用黄纸写字, 写错了, 就用雌黄来

擦抹。信口雌黄是由口中雌黄引申

来的。它的故事是 :

王衍, 晋朝晋阳人 , 他曾在武帝做

过元城令 , 也做过太子舍人和尚书郎

等。

他从小喜欢研究老子、庄子学说 ,

喜欢清淡 , 喜欢和人家讲无为而治的

道理。因为他饱学善论所以很有名

气。

他最喜欢对人讲老子、庄子的玄

理 , 讲的时候手里总要拿玉柄尾。言

语恬淡 , 态度从容宁静。

“这老子的逍遥游⋯⋯”王衍说

着 , 自己觉得不对 , 停下来, 想想又

说 : “不! 不! 逍游是庄子的学说。”

就这样 , 王衍说话 , 有时说错了 , 他会

马上纠正 , 随口改来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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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他 ～, 完全是一派胡言。

【近义】信口开河  胡说八道  胡言乱

语

【反义】信而有证  金口玉言  君子一

言

信口开河
【注音】xìn kǒu kāi hé

【释义】信 : 任凭 , 听任。随口乱说。

【出处】元·关汉卿《鲁斋郎》第四折:

“你休只管信口开合 , 絮絮聒聒。”

【例句】看得出来, 她们的回答绝不是

～, 而是经过一番认真思考的。

【反义】守口如瓶

信马由缰
【注音】xìn mǎyóu jiāng

【释义】信 : 任随; 由 : 放任。骑在马上,

随意而行。比喻漫无目的地随意蹓

跶 , 也比喻生活放荡不羁。

【例句】我刚考完试, 浑身轻松 , 就骑着

车 ～地闲逛。

【近义】放荡不羁

【反义】循规蹈矩

信誓旦旦
【注音】xìn shìdàn dàn

【释义】信誓: 真诚的誓言; 旦旦: 诚恳

的样子。形容誓言诚恳可信。

【出处】《诗经·卫风·氓》: “信誓旦

旦 , 不思其反。”

【例句】她刚 ～地说不再上网了, 可趁

父母不注意 , 她又溜去网吧了。

【近义】山盟海誓

【反义】背信弃义

信手拈来
【注音】xìn s hǒu niān lái

【释义】信手 : 随手。拈 : 用手指取。随

手拈取过来。多形容写作诗文时运

用材料、驾驭语言随意自如。

【出处】宋·陆游《遣兴》: “床头亦有闲

书卷 , 信手拈来倦即休。”

【例句】他的根底深厚 , ～, 都成妙笔。

【近义】易如反掌

【辨析】“拈”不可读作“zhān”。

xinɡ

兴风作浪
【注音】xīnɡfēnɡzuòlànɡ

【释义】兴、作 : 掀起。掀起风浪。形容

挑起事端 , 无事生非。

【出处】南朝·宋·谢灵运《山居赋》:

“及风行涛作 , 水势浪奔壮。”

【例句】有的人想浑水摸鱼 , 所以 ～, 破

坏安定团结。

【近义】呼风唤雨  兴妖作怪  寻事生

非

【反义】息事宁人  招风揽火

兴利除弊
【注音】xīnɡlìchúbì

【释义】兴 : 兴办。除 : 消除。兴办有利

的事业 , 革除有害的弊病。

【出处】宋·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举先王之政, 以兴利除弊, 不为生

事。”

【例句】通过改革开放 , ～, 把我们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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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建设迅速地搞上去。

【近义】革故鼎新

兴师动众
【注音】xīnɡshīdònɡzhònɡ

【释义】兴 : 起 , 发动。师 : 军队。发动

众多军队。指出动大队人马。也形

容动用大量人力。

【出处】《吴子·励士》: “夫发号布令,

而人乐闻 ; 兴师动众 , 而人乐战 ; 交兵

接刃 , 而人乐死。”

【典故】吴起是战国时期有名的军事

家。关于如何用兵打仗 , 他有很多独

到的见解。

一天 , 魏武侯向他请教说 :

“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做到战无不

胜呢?”

吴起不假思索地答道:

“国君发号施令, 国人乐于服从,

国家兴师动众 , 百姓乐于参战, 一旦

两军交锋 , 士兵乐于牺牲。能够做到

这三点 , 便可以战无不胜了。

魏武侯进一步请教道:

“寡人如何才能做到这三点呢?”

吴起说 :

“只要奖赏有功劳的人, 激励无功

劳的人 , 人们就会争着去立功了。”

于是 , 魏武侯按着吴起的意见, 在

朝廷上摆了三排宴席。有大功的士

大夫和将领坐在前排 , 吃的是上等好

菜和牛羊肉 , 用的是贵重酒具; 有中

等功劳的士大夫和将领坐在第二排,

吃的菜肴和用的酒具比第一排略差

一些 ; 没有功劳的士大夫和将领坐在

第三排 , 吃的酒菜最差, 用的是一般

的酒具。

散席后 , 魏武侯又把立功者的父母

和妻子请到太庙前 , 一一给予奖赏。

这样一来 , 人们都以立功为劳, 以

无功为耻, 人人争着寻找立功的机

会。每有战事 , 百姓都跃踊参加。

【例句】国与国之间的边界纠纷, 完全

可以通过双方谈判解决, 何必 ～, 劳

民伤财!

【近义】劳师动众  调兵遣将  大动干

戈

【反义】按兵不动

兴师问罪
【注音】xīng s hīwèn zuì

【释义】兴师: 举兵; 问罪: 声讨。起兵

讨伐有罪之人。后泛指集合一大群

人进行责问、声讨。

【出处】唐·樊绰《蛮书·名类》: “阿姹

又诉于归义 , 兴师问罪。”

【例句】冷静点 , 为这点小事就 ～, 闹得

鸡犬不宁的 , 值得吗?

【近义】兴师动众

兴妖作怪
【注音】xīnɡyāo zuòɡuài

【释义】兴 : 兴起, 发动。指呼唤妖魔鬼

怪作乱。比喻坏人暗中破坏捣乱。

【出处】元·无名氏《碧桃花》三折 : “你

却这等兴妖作怪。”

【例句】只要我们永远和人民站在一

起 , 就不怕任何人 ～。

【近义】招风揽火  呼风唤雨  兴风作

浪

·718·xīnɡ兴



X 

星罗棋布
【注音】xīnɡluóqíbù

【释义】罗 : 罗列。布 : 分布。像星星罗

列天空 , 像棋子布满棋盘。形容数量

多 , 分布广。

【出处】北魏·阙名《中岳嵩阳寺碑》:

“塔殿宫堂, 星罗棋布 , 五法三性,

⋯⋯各有攸处 , 曾未暇也。”

【例句】海面上到处是渔船, 入夜, 渔火

点点 , ～。

【近义】鳞次栉比

【反义】寥若晨星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注音】xīnɡ xīnɡ zhīhuǒ, ké yǐliǎo

yuán

【释义】星星 : 细小的点儿。燎原 : 大火

延原野。一点很小的火星可以引起

大火 , 烧遍原野。比喻小乱子而以酿

成大祸害。现多比喻有生命力的弱

小或新生事物迅速发展壮大。

【出处】《尚书·盘庚上》“若火之燎于

原 , 不可向迩( 向迩: 靠近) 。”

【例句】这种革命形势 , 就是 ～的形势。

腥风血雨
【注音】xīng fēng xuèyǔ

【释义】充满腥味的风 , 混合鲜血的雨。

形容残酷的战乱和屠杀或极其险恶

的局势。

【出处】清·陈天华《警世钟》: “腥风血

雨难为我 , 好个江山忍送人。”

【例句】在那 ～的年代, 中国大地到处

都笼罩着一层恐怖的阴影。

【近义】凄风苦雨

惺惺惜惺惺
【注音】xīnɡxīnɡxīxīnɡxīnɡ

【释义】惺惺: 指聪明的人。性格或才

能相同的人互相爱惜。

【出处】《红楼梦》八十七回: “宝姐姐不

寄与别人 , 单寄与我 , 也是‘惺惺惜惺

惺’的意思。”

【例句】古人有言 , ～, 好汉惜好汉。

【近义】同病相怜

行将就木
【注音】xínɡjiānɡjiùmù

【释义】行将: 即将, 快要。就木 : 进棺

材。比喻寿命已不长 , 快要死了。

【出处】《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我二

十五年矣 , 又如是而嫁 , 则就木焉。”

【例句】我已 ～, 别无他求 , 只希望你们

年轻一代能生活、工作得好些。

【近义】命在旦夕

行若无事
【注音】xínɡruòwúshì

【释义】行 : 行动, 举止。若 : 像。遇事

态度镇静 , 举止毫不慌乱。

【出处】《孟子·离娄下》: “禹之行水

也 , 行其所无事也。”

【例句】敌人已包围上来, 他却镇定如

常 , ～, 从而稳定了军心。

【近义】不动声色  泰然自若  从容不

迫 若无其事

【反义】惊惶失措  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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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成于思
【注音】xínɡchénɡyúsī

【释义】行 : 实践 , 办事。做事能够成功

在于认真思考。

【出处】唐·韩愈《进学解》: “业精于

勤 , 荒于嬉 ; 行成于思 , 毁于随。”

【例句】～, 这是做事业欲成功的人的

根本。

行尸走肉
【注音】xínɡshīzǒu ròu

【释义】比喻徒具形骸、庸碌无能、无所

作为的人。

【出处】晋·王嘉《拾遗记·东汉》: “夫

人好学 , 虽死若存; 不学者, 虽存, 谓

之行尸走肉耳。”

【例句】那些貌似强大的侵略者, 只不

过是一群徒有其表的 ～而已。

行云流水
【注音】xínɡyún liús huǐ

【释义】比喻飘洒自然 , 毫无拘束之态。

多指诗文字画。

【出处】宋·苏轼《答谢民师书》: “所示

书教及诗赋杂文 , 观之熟矣; 大略如

行云流水 , 初无定质, 但常行于所当

行 , 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例句】这篇小说的结构如 ～, 层次分

明 , 前后呼应。

【近义】琅琅上口  挥洒自如

【辨析】～和“风行水上”相比 : “风行水

上”强调不矫揉造作; 而 ～强调的是

流畅。

行之有效
【注音】xínɡzhīyǒu xiào

【释义】实行起来有成效。多指方法或

措施被实践证明有效。

【出处】晋·张华《博物志·方士》: “皇

甫隆遇青牛道士, 姓封名君达, 其论

养性法则可施用 , 大略云⋯⋯武帝行

之有效。”

【例句】实践证明 , 这是一种 ～的方法。

【近义】卓有成效  明效大验

【反义】无济于事

形单影只
【注音】xínɡdān yǐnɡzhī

【释义】形 : 身形。影 : 人影。单、只: 单

独 , 孤独。形容孤独无伴。

【出处】唐·韩愈《祭十二郎文》: “两世

一身 , 形单影只。”

【例句】小林刚来这里, 人地生疏, ～,

大家应当主动关心他。

【近义】孑然一身  孤苦伶仃

【反义】比肩继踵  川流不息

【辨析】～和“孑然一身”都表示孤独一

个人。区别在于: ～偏重于“孤单”;

“孑然一身”偏重于“一个人”。 ～比

“孑然一身”形象。

形形色色
【注音】xínɡxínɡsès è

【释义】原来指生出这种形体, 生出这

种颜色。形容种类等十分繁多。

【出处】《列子·天瑞》: “有形者, 有形

形者 ; 有声者, 有声声者; 有色者, 有

色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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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老田走南闯北几十年, 与 ～的

人都打过交道。

【近义】五花八门  森罗万象

形影不离
【注音】xínɡyǐnɡbùlí

【释义】就像形体和影子那样永不分

离。形容关系密切。

【出处】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 “夫

妇甚相得 , 形影不离。”

【例句】他俩是 ～的好朋友。

【近义】如影随形  寸步不离

形影相吊
【注音】xínɡyǐnɡxiānɡdiào

【释义】相 : 互相; 吊 : 慰问 , 怜悯。只有

自己的身体和影子互相慰问。形容

无依无靠 , 非常孤单。

【出处】《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

传》: “窃感《相鼠》之篇, 无礼遄死之

义 , 形影相吊 , 五情愧赧。”

【例句】母亲去世后 , 父亲 ～, 我们应当

多加关怀。

【反义】形影不离

形影相依
【注音】xíng yǐng xiāng yī

【释义】依 : 依恋。形体和影子互相依

恋。形容关系亲密 , 相依相伴。

【出处】明·王玉峰《焚香记·离间》:

“我与你偶尔夫妻, 相逢萍水 , 异乡骨

肉 , 形影相依。”

【例句】想着与儿子 ～的生活, 他流下

了辛酸的泪水。

【近义】形影不离

兴高采烈
【注音】xìnɡɡāo cǎi liè

【释义】采 : 神采 , 情绪。兴致很高, 情

绪热烈。原指文章志趣高尚, 文采浓

烈。现在多形容人的兴致和情绪极

好。

【出处】南朝·刘勰《文心雕龙·体

性》: “若夫八体屡迁 , 功以学成 , 才力

居中 , 肇自血气; 气以实志, 志以定

言 , 吐纳英华, 莫非情性⋯⋯叔夜俊

侠 , 故兴高而采烈。”

【例句】听说明天要到香山去, 大家都

～地欢呼起来。

兴致勃勃
【注音】xìnɡzhìbóbó

【释义】勃勃: 旺盛的样子。形容兴趣

浓厚的样子。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五十六

回 : “谁知他还是兴致勃勃道: ‘以天

朝之大 , 岂无看文巨眼? 此番再去,

安知不遇知音?’又进去考了一场。”

【例句】这天中午他 ～地来到劳务市

场 , 想找一个第二职业。

兴味索然
【注音】xìnɡwèi suǒrán

【释义】兴味: 兴趣, 趣味 ; 索然 : 一点兴

致也没有的样子。形容一点兴趣也

没有。

【例句】这部小说鸿篇大论的对话太

多 , 情节又不生动 , 实在令人 ～。

【反义】兴致勃勃

·028· xínɡ- xìnɡ 形兴



 X

幸灾乐祸
【注音】xìnɡzāi lèhuò

【释义】幸 : 庆幸 , 高兴。对别人遭受灾

祸感到高兴。

【出处】《警世通言》卷十五 : “幸灾乐祸

千人有 , 替人分忧半个无。”

【例句】对于同学的错误和缺点, 我们

不应采取 ～的态度。

【反义】同病相怜  物伤其类

性命攸关
【注音】xìnɡmìnɡyōu ɡuān

【释义】攸关 : 所关 , 相关联。关系到生

死存亡。形容关系极为重大。

【出处】《母亲架的桥》: “由此取得我们

一家的口粮 , 可以说, 这是性命攸关

的一座桥。”

【例句】这件事 ～, 大家一定要提供线

索。

【近义】人命关天  非同小可  刻不容

缓 迫在眉睫

xionɡ

凶多吉少
【注音】x iōnɡduōjíshǎo

【释义】凶 : 凶恶, 祸害。指凶恶、祸害

的征兆多 , 吉利的征兆少。指前途险

恶 , 倒霉的可能性极大。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五:

“安南离此有万里之遥, 音信尚且难

通 , 况他已是官身 , 此去刀剑无情 , 凶

多吉少。”

【例句】他执意要去, 此行一定 ～。

凶神恶煞
【注音】xiōnɡshén ès hà

【释义】恶煞: 凶神。迷信传说指形象

凶恶、能给人降临灾祸的鬼神。常用

以形容非常凶恶的人。其像凶神恶

煞。

【出处】元·无名氏《桃花女》三折 : “遭

这般凶神恶煞 , 必然扳僵身死了也。”

【例句】那人拿着棍子 ～地追赶着一个

小孩。

【近义】青面獠牙  如狼似虎  牛鬼蛇

神

凶相毕露
【注音】xiōnɡxiànɡbìlù

【释义】毕 : 完全, 尽。凶恶的面貌完全

显露出来。指原来伪装和善, 在关键

时刻就露出了本相。

【例句】被抓住的小偷先是满脸堆笑,

接着 ～, 妄图顽抗 , 最终无计可施, 被

带上警车。

【反义】笑容可掬

汹涌澎湃
【注音】xiōnɡyǒnɡpénɡpài

【释义】汹涌: 波涛翻腾上涌的样子。

澎湃 : 大浪互相撞击的声响。形容声

势浩大。

【出处】汉·司马相如《上林赋》: “沸乎

暴怒 , 汹涌澎湃 , 声若雷霆。”

【例句】革命洪流 ～, 势不可挡。

【近义】波澜壮阔  风起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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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无城府
【注音】x iōng wúchéng fǔ

【释义】城府: 城市、宫府 , 比喻令人难

以揣到测的深远用心。形容待人处

事坦率真诚 , 不用心机。

【出处】元·脱脱等《宋史·傅尧俞

传》: “尧俞厚重寡言 , 遇人不设城府,

人自不忍其欺。”

【例句】～的人才容易与人共事。

【近义】胸无宿物

【反义】心怀叵测

胸无大志
【注音】x iōng wúdàzhì

【释义】大志: 远大的志向。指没有远

大的理想和抱负。

【例句】目前有一些青年人, ～, 只追求

金钱和享乐 , 这是不对的。

【反义】胸怀大志  宏图大志

胸无点墨
【注音】x iōnɡwǔdiǎn mò

【释义】墨 : 比喻学问或读书识字的能

力。形容毫无学问 , 文化水平低。

【出处】《六十年的变迁》九章 : “马子青

⋯⋯金丝眼镜 , 西装黄皮鞋, 然而胸

无点墨 , 谁瞧得他起。”

【例句】这个人 ～, 所以被人不耻。

【近义】空腹便便  目不识丁  不学无

术

【反义】满腹经纶  学贯中西  学贯天

人 博学多才  博大精深

胸有成竹
【注音】xiōnɡyǒu chénɡzhú

【释义】画竹子前胸中已经有竹子的完

整形象。比喻处理事情前早有了一

定的主见和计划。

【出处】宋·晃补之《鸡肋集·卷八·

赠文潜甥杨克一学文与可画竹求

诗》: “与可画竹时 , 胸中有成竹。”

【例句】对于这次考试 , 他早就 ～了。

【近义】十拿九稳  心中有数

【反义】计无所出  心中无数

雄才大略
【注音】xiónɡcái dàlüè

【释义】非常出众的才能和谋略。

【出处】唐·王勃《三国论》: “其雄才大

略 , 经纬远图 , 求之数君, 并无取焉。”

【例句】至于那些市井小商人, 虽在金

钱上富有 , 但他们鼠目寸光 , 绝无 ～。

【近义】才识过人

【反义】才疏学浅

雄赳赳, 气昂昂
【注音】xiónɡjiūjiū, qìánɡánɡ

【释义】赳赳 : 健壮威武的样子。昂昂 :

精神振奋的样子。形容威武雄健, 意

气高昂。

【出处】麻扶摇《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雄赳赳 , 气昂昂 , 跨过鸭绿江。”

【例句】看他那 ～的样子, 一定又要大

干一场了。

【近义】雄姿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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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心勃勃
【注音】x ióng xīn bóbó

【释义】勃勃: 旺盛的样子。形容理想

和抱负非常远大。

【例句】他仗着才能和年轻, ～地投身

于商界。

【近义】野心勃勃

【反义】万念俱灰

雄心壮志
【注音】x iónɡxīn zhuànɡzhì

【释义】指伟大的理想和宏伟的抱负。

【出处】晋·陆机《吊魏武帝文》: “雄心

摧于弱情 , 壮图终于哀志。”

【例句】如果没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

～, 就不可能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的

行列。

【近义】鸿鹄之志  抱负不凡

【反义】胸无大志

雄姿英发
【注音】x ióng zīyīng fā

【释义】形容人仪容俊伟 , 精神饱满 , 神

采焕发。

【出处】宋·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词 : “遥想公瑾当年, 小乔初嫁了, 雄

姿英发。羽扇纶巾 , 谈笑间, 樯橹灰

飞烟灭。”

【例句】我知道眼前这个 ～的人是位将

军。

【近义】英姿勃发  英姿飒爽

xiu

休戚与共
【注音】xiūqīyǔɡònɡ

【释义】休戚: 喜乐和忧虑。彼此的苦

乐、祸福都共同承担。指同甘共苦。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费祎》: “且

王与君侯 , 譬犹一体, 同休等戚 , 祸福

共之 , 愚为君侯 , 不宜计官号之高下 ,

爵禄之多少为意也。”

【例句】我们应该紧密团结 , ～, 生死相

依。

【近义】休戚相亲  同甘共苦

【反义】明争暗斗

休养生息
【注音】xiūyǎnɡshēnɡxī

【释义】休养 : 休息调养。生息 : 繁殖人

口。指社会大动乱之后 , 减轻人民负

提、稳定秩序、发展生产、增殖人口等

措施。

【出处】《李自成》一卷三十二章 : “谇各

不成 , 满洲决不会叫你休养生息。”

【例句】勤劳善良的成都人世代在这里

～。

【近义】养精蓄锐

朽木粪墙
【注音】xiǔmùfèn qiánɡ

【释义】腐烂的木头, 污秽的土墙。比

喻不堪造就的人或不可收拾的事。

【出处】《论语·公冶长》朽木不可雕

也 , 粪土之墙不可圬( wū, 粉刷) 也。”

【例句】对于犯了错误的人, 不能把他

们统统看作 ～而不给以教育和帮助。

【近义】朽木不雕  不郎不秀  不堪造

·328·xióng- xiǔ雄休朽



X 

就

【反义】不可限量  栋梁之材  百炼成

钢

秀色可餐
【注音】x iùsèkěcān

【释义】秀色: 指容颜美。餐: 当餐, 吃。

容颜光鲜得可以当餐。原指女子姿

色娟秀可爱。后也用以形容山川景

色明丽新鲜。

【出处】晋·陆机《日出东南隅行》: “鲜

肤一何润 , 秀色若可餐。”

【例句】阳朔山柔水媚 , ～, 真是独得造

化神灵的偏爱了。

秀外慧中
【注音】x iùwài huìzhōnɡ

【释义】秀 : 秀美。慧 : 聪明。中 : 指内

心。外表秀美 , 内心聪慧。形容才貌

俱佳。

【出处】清·蒲松龄《聊斋志异·香

玉》: “卿秀外惠中, 令人爱而忘死。

顾一日之去 , 如千里之别。”

【例句】这姑娘 ～, 在班上又是品学兼

优的学生 , 将来一定前程远大。

【近义】才貌双全

臭味相投
【注音】x iùwèi x iānɡtóu

【释义】臭味: 气味。相投 : 互相投合。

本指相互之间气味合得来。形容彼

此情趣相合。

【出处】《醒世恒言》卷二十六 : “这二位

官人, 为官也都清正, 因此臭味相

投。”

【例句】这两人虽然认识不久 , 但 ～, 很

快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近义】一个鼻孔出气

袖手旁观
【注音】xiùs hǒu pánɡɡuān

【释义】把手缩在袖子里 , 在一旁观看。

比喻置身事外, 不予过问或不予协

助。

【出处】唐·韩愈《祭柳子厚文》: “巧匠

旁观 , 缩手袖间。”

【例句】这是大家的事 , 谁也不能 ～。

【近义】冷眼旁观  坐观虎斗

【反义】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挺身而

出

绣花枕头
【注音】xiùhuāzhěn tóu

【释义】枕头外而绣着花里面却装着稻

草壳。比喻外表好看 , 内在并没有什

么真才实学的人。

【出处】清·彭养鸥《黑籍冤魂》六回:

“谁敢说他是个绣花枕头, 外面绣得

五色灿烂 , 里面却包着一包稻草。”

【例句】他虽有大学文凭 , 却是一只 ～,

干不来一点实事。

【近义】秀而不实

【反义】秀外慧中

xu

虚怀若谷
【注音】xūhuái ruòɡǔ

【释义】虚怀 : 虚心。谷 : 山谷。胸怀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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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那样深而宽广。形容十分谦虚。

【出处】《清史稿·柴潮生传》: “此诚我

皇上虚怀若谷 , 从谏弗詉之盛心也。”

【例句】他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

又 ～, 博采众议, 因此很受士兵们拥

戴。

【近义】平易近人  不骄不躁

【反义】目空一切  自以为是

虚情假意
【注音】xūqínɡjiǎyì

【释义】虚假的情意。形容待人毫无诚

意 , 只是表面上敷衍。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三十四

回 : “那妖精巧语花言 , 虚情假意的答

道⋯⋯”

【例句】她待人 ～, 因而没有一个真正

的朋友。

【近义】假人假意

【反义】真心实意  真情实意

【辨析】～和“装腔作势”都含贬义, 有

“虚伪做作”的意思。但 ～偏重指情

义上的虚伪 ; “装腔作势”偏重指腔调

和姿势上的矫揉造作。

虚位以待
【注音】xūwèi yǐdài

【释义】虚 : 空着; 指空着尊位等待贤

人。

【出处】宋·欧阳修《乞定两制员数札

子》: “苟无其人 , 尚可虚位以待。”

【例句】你什么时候正式上任? 我们这

里可是 ～哦。

【近义】求贤若渴

【反义】妒贤嫉能

虚无缥缈
【注音】xūwúpiāo miǎo

【释义】缥缈 : 时隐时现、若有若无的样

子。形容虚幻渺茫、不可捉摸或不可

靠的事物。

【出处】唐·白居易《长恨歌》: “忽闻海

上有仙山 , 山在虚无缥缈间。”

【例句】他不努力学习, 整天陷在 ～的

幻想中 , 不能脱身 , 真令人惋惜。

【近义】扑朔迷离  海市蜃楼

【辨析】“缥”不可写作“漂”。

虚张声势
【注音】xūzhānɡshēnɡshì

【释义】张 : 张扬。假装出强大的气势

以吓唬或迷惑对方。

【出处】唐·韩愈《论淮西事宜状》: “然

皆暗弱 , 自保无暇 , 虚张声势, 则必有

之。”

【例句】他这不是 ～, 而是真的做最后

一搏 , 要取得好名次。

【近义】盘马弯弓

【反义】不动声色

【辨析】～和“虚声恫吓”表示故意张扬

声势 , 吓唬对方, 都含贬义。但 ～还

表示运用军事策略迷惑对方, 则不含

贬义 ; “虚声恫吓”无此意。

虚有其表
【注音】xūyǒu qíbiǎo

【释义】表 : 外表, 外貌。表面上看来很

好 , 实际不行。形容有名无实。

【出处】唐·郑处诲《明皇杂录》: “嵩既

退 , 上掷其草于地曰: ‘虚有其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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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失笑。”

【例句】表面上看去他倒是挺精明的,

可实际上却 ～, 什么事也办不好。

【反义】名副其实

嘘寒问暖
【注音】xūhán wèn nuǎn

【释义】嘘寒: 用呵出的热气使寒冷的

人感到温暖 ; 问暖: 问冷问热。形容

对人热情 , 体贴关心。

【例句】姨妈一家人对婆婆 ～, 照顾得

很周到, 因此她丝毫没有孤寂的感

觉。

【近义】关怀备至

【反义】漠不关心

徐娘半老
【注音】xúniáng bàn lǎo

【释义】指风韵犹存的中年妇女。亦作

“半老徐娘。

【出处】唐·李延寿《南史·梁元帝徐

妃传》: “徐娘虽老 , 犹尚多情。”

【例句】二嫂新近开了小食店, ～的她

也吸引了不少打工仔。

【反义】豆蔻年华

栩栩如生
【注音】xǔxǔrúshēnɡ

【释义】栩栩: 生动活泼的样子。形容

形象逼真 , 跟活的一样。

【出处】《庄子·齐物论》: “昔者庄周梦

为蝴蝶 , 栩栩然蝴蝶也。”

【例句】画中的人物、鸟兽 ～。

【近义】惟妙惟肖  活灵活现

【辨析】～和“惟妙惟肖”都含有“很逼

真”的意思。区别在于 : ～着重于“像

活的一样”; “惟妙惟肖”着重于“非常

精妙”。

xuɑn

轩然大波
【注音】xuān rán dàbō

【释义】轩然: 高高涌起的样子。高高

涌起的大波涛。常用以比喻大的纠

纷或风潮。

【出处】唐·韩愈《岳阳楼别窦司直》:

“轩然大波起 , 宇宙隘而妨。”

【例句】那篇文章刚一发表, 就在当地

引起了 ～。

喧宾夺主
【注音】xuān bīn duózhǔ

【释义】喧 : 喧闹。宾: 客人。夺: 这里

指压倒 , 超过。客人的喧闹声比主人

的声音还大。比喻客人占据了主人

的地位。也指外来的、次要的事物侵

占了原有的、主要事物的地位。

【出处】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

十 : “不论酒而论香 , 是为喧宾夺主。”

【例句】 �读后感”的“感”是主体, 引述

不能过多 , 如果变成原作的复述, 那

就 ～了。

【近义】轻重倒置  本末倒置  反客为

主

玄之又玄
【注音】xuán zhīyòu xuán

【释义】玄 : 深奥。道家形容“道”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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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深奥。后形容非常玄妙, 难以理

解。

【出处】南朝·陈·沈炯《林屋馆记》:

“夫玄之又玄, 处众妙之极; 可手不

可 , 成道行之致。”

【例句】有些人把气功吹得 ～, 故意给

它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近义】不可思议

【反义】不言而喻

悬梁刺股
【注音】xuán liánɡcìɡǔ

【释义】梁 : 屋梁。股 : 大腿。把头发系

住挂在屋梁, 用锥子刺大腿。形容发

奋苦读。

【出处】《汉书》: “孙敬读书欲睡, ⋯⋯

及至眠睡疲寝, 以绳系头, 悬屋梁。”

《战国策·秦策一》“( 苏秦) 读书欲

睡 , 引锥自刺其股。”

【典故】“悬梁”说的是孙敬的故事。

孙敬是汉朝人。他经常关着房门 ,

日夜读书。时间长了, 人们给他一个

绰号———“闭户先生。”“闭户”译成现

在汉语就是“关门”的意思。

对于读书到了十分疲倦的时候,

仍然不肯休息。有时他实在太累了,

不由得一边读书 , 一边打起瞌睡来。

这时 , 他就用绳子一头系在梁上, 一

头系在头发上 , 将头吊住, 然后继续

读书。这样 , 如果再打瞌睡, 头一低

就会扯痛头皮 , 立即惊醒 , 这就是“悬

梁”的由来。意思是将头吊在房梁

下。

“刺股”说的是苏秦的故事。

苏秦是战国时人。为了游说诸侯 ,

做一番事业 , 苏秦拼命地读书, 经常

彻夜不眠。但晚上读书读到深夜时 ,

往往打起瞌睡来。为了驱走睡意, 继

续读书 , 苏秦想出一个办法: 每当打

瞌睡时 , 立即用锥子向自己的大腿刺

去。大腿一痛 , 就精神十足了。这就

是“刺股”的由来。“刺股”是“刺大

腿”的意思。

由于孙敬和苏秦两人勤学苦读 , 后

来都成了学识渊博的政治家。两人

的故事合起来 , 就是“悬梁刺股”。

【例句】我们要发扬古人 ～的精神, 努

力学习。

【近义】冬寒抱冰, 夏热握火  圆木警

枕 穿壁引火  牛角挂书

悬崖绝壁
【注音】xuán yájuébì

【释义】悬崖 : 既高又陡的山崖。绝壁 :

极陡而无路可上的山崖。形容山势

十分险峻。

【出处】《黄山记》: “处处是悬崖绝壁,

无可托足。”

【例句】华山 ～, 非常陡峭。

【近义】悬崖峭壁

悬崖勒马
【注音】xuán yálèmǎ

【释义】在陡峭的山崖边勒住马。比喻

面临危险能够及时醒悟回头。

【出处】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 “此

书生悬崖勒马 , 可谓大智慧矣。”

【典故】从前 , 有户非常有钱的人家 , 只

有一个独生子, 叫王钦。父母对他非

常娇惯 , 长大了 , 竟养成了游手好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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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吃懒做的坏习惯。而且, 他经常和

一些坏朋友赌博。

这使他的父母非常生气、着急。于

是 , 他父母非常伤心 , 只好另想办法。

有一天 , 他父亲给他准备了一匹

马 , 让他去山顶 , 告诉他说: “那是很

刺激的运动”。王钦不假思索地骑

上 , 奔驰而去。快到山顶, 他父母站

在一块大石头上喊他 : “前面没路了,

快停下。”王钦听到声音, 马上勒住

马 , 但马却把他带到一块悬崖上。他

往下一看 , 不禁非常害怕, 原来下面

是万丈深渊。他母亲对他说: “现在

你该悬崖勒马了吧! 你沉溺于赌博,

就像你站在悬崖上 , 如果不知道勒住

自己 , 再掉下去, 必然身败名裂。”王

钦感到了父母的苦心, 终于醒悟了。

从此 , 他立定志向 , 痛改前非 , 重新做

人。

【例句】你再不 ～, 那就后悔无及了。

【近义】迷途知返  改邪归正

【反义】执迷不悟

火亘赫一时
【注音】xuán hèyīshí

【释义】火亘赫: 名声或气势很盛。在一

时期内名声或气势很盛。

【出处】《警察和赞美诗》: “休要做个火亘
赫一时的人。”

【例句】洛阳是中国 ～的古都。

【近义】名噪一时

【反义】名垂青史

绚丽多彩
【注音】xuàn lìduōcǎi

【释义】绚 : 色彩艳丽。绚烂艳丽 , 丰富

多彩。

【例句】节日的广场被无数盆鲜花装饰

得 ～。

【近义】丰富多彩

【反义】暗淡无光

xue

削足适履
【注音】xuēzúshìlǚ

【释义】履 : 鞋子。把脚削小 , 以便穿上

比脚小的鞋。比喻不合情理, 或不顾

实际情况 , 生搬硬套。

【出处】汉·刘安《淮南子·说林训》:

“夫所以养而害所养, 譬犹削足而适

履 , 杀头而便冠。”

【例句】为了迎合一些读者的口味而去

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 , 这种 ～的做法

是不可取的。

【反义】量体裁衣

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
【注音】xuéér bùyàn, huìrén bùjuàn

【释义】厌 : 满足。诲 : 教导。专心学习

而不自满 , 教诲别人而不疲倦。

【出处】《论语·述而》: “子曰: ‘默而

识之 , 学习不厌, 诲人不倦 , 何有于我

哉! ’”

【例句】这位老师师德高尚 , ～, 虚怀若

谷。

【近义】敏而好学  好学不倦  皓首穷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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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优则仕
【注音】xuéér yōu zéshì

【释义】优 : 有余力。仕 : 做官。原指学

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后指学习

成绩优秀的就去做官。

【出处】《论语·子张》: “子夏曰: ‘仕

而优则学 , 学而优则仕。’”

【例句】 �～”, 在科举时代 , 是指知识分

子在科考中成绩卓异 , 才能求得一宫

半职。

【近义】学优而仕

学而知之
【注音】xuéér zhīzhī

【释义】通过学习才懂得道理, 具有知

识。

【出处】《论各尽所能》: “才能固然有天

赋的成分 , 更多的则是学而知之的。”

【例句】任何人都是 ～, 不是生而知之。

【反义】生而知之

学富五车
【注音】xuéfùwǔchē

【释义】指学识有五车书那样丰富。形

容读书多 , 学识渊博。

【出处】《庄子·天下》: “惠施多方, 其

书五车。”

【例句】他自幼年起, 便刻苦攻读 , 到了

青年时 , 便已是 ～了。

【近义】满腹经纶  博学多才

【反义】不学无术  目不识丁

学生腔
【注音】xuéshēnɡqiānɡ

【释义】腔 : 腔调。指说话、写作咬文嚼

字、半文不白, 文绉绉、不通俗的格

调。

【出处】《怎样丢掉学生腔》: “秀才口中

爱转文 , 这恐怕就是古代的学生腔

吧。”

【例句】 �看看你的文章吧 , ～十足! ”李

教授对着他的一学生说。

学海无涯
【注音】xuéhǎi wúyá

【释义】学海 : 学问汇集的地方 , 常比喻

学术领域; 涯 : 边际。喻指学业没有

止境。

【例句】～, 只有勤奋的人才能到达彼

岸。

【近义】学无止境

学无所遗
【注音】xuéwǔsuǒyí

【释义】遗 : 遗漏。学问广博 , 没有遗漏

的。形容学识渊博 , 无所不知。

【例句】学海无边, 哪个人又能说他 ～

呢?

【近义】学富五车

【反义】胸无点墨

学无止境
【注音】xuéwúzhǐjìng

【释义】止境: 尽头。指在学习知识上

是没有尽头的。用以激励人奋进不

息。

【例句】～, 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

【近义】学海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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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致用
【注音】xuéyǐzhìyònɡ

【释义】致 : 使达到。学习之后要能应

用于实际。

【出处】李新《为有源头活水来》: “要结

合实际工作和革命斗争需要来学习,

学以致用 , 并且勤学苦学。”

【例句】要做到 ～, 使学有专长的人充

分发挥他们的长处。

【反义】用非所学  学非所用

雪泥鸿爪
【注音】xuěníhónɡzhǎo

【释义】融化着雪水的泥土上留下鸿雁

的印迹 , 比喻往事留下的痕迹。

【出处】清·袁枚《小仓山房尺牍》一百

七十首 : “故留别别某某, 皆有诗四

首 , 雪泥鸿爪 , 小纪因缘。”

【例句】为了追怀往事, 我回到久别的

母校 , 寻访依稀可辨的 ～。

【近义】蛛丝马迹

雪上加霜
【注音】xuěshànɡjiāshuānɡ

【释义】比喻苦上加苦, 或灾难又加上

灾难。

【出处】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

八·大阳和尚》: “师云: ‘汝只解瞻

前 , 不解顾后。’伊云 : ‘雪上加霜。’”

【例句】别说了。两个老人已经很痛苦

了 , 何必再 ～呢?

【近义】浑水摸鱼  火上浇油

【反义】雪中送炭  救困扶贫

雪中送炭
【注音】xuězhōnɡsònɡtàn

【释义】大雪天送去烤火用的木炭。比

喻非常及时的帮助。

【出处】宋·范成大《大雪送炭与芥

隐》: “不是雪中须送炭, 聊装风景要

诗来。”

【典故】宋太祖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从

小就很聪明。父亲赵弘殷是员武将 ,

每攻下一座县城, 总是为他搜求古

书 , 供他阅读。久而久之, 赵光义成

了文武全才 , 深受父母的宠爱。

后周显德七年 ( 公元 960 年) , 赵

匡胤做了皇帝, 建立了宋朝。次年六

月 , 母亲杜太后病危, 临终前对赵匡

胤说 :

“当初 , 周世宗传位给幼子, 弄得

主少国疑, 因此皇位才落到你的手

里。你应该记取这个教训! 你和光

义都是我生的 , 将来你应该传位给弟

弟。”

赵匡胤跪拜在地 , 唯唯受命。

后来, 赵光义接着哥哥做了皇帝 ,

史称宋太宗。

宋太宗即位后 , 勤于政务, 鸡鸣即

起 , 临朝听政 , 凡是军国大事都要亲

自过问。

他生活检仆 , 衣服洗旧了仍然穿。

官中的奇巧之器全部捣毁 , 以免玩物

丧志。后宫的管事员和粗使不过 300

人 , 他仍然嫌多。他曾告诫儿子说 :

“每着一衣 , 则悯蚕妇 ; 每餐一食 ,

则念耕夫。”

一年冬天 , 汴京一带降了大雪,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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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非常寒冷。

宋太宗在宫中听说后, 立即派官

员带着粮食和木炭 , 送给那些缺钱少

食的穷人和孤苦伶仃的老人 , 使他们

有米有饭 , 有木炭生火取暖, 得以度

过寒冬。

【例句】他的为人是喜欢 ～, 而不愿锦

上添花。

【近义】救困扶贫  急人之难

【反义】雪上加霜  乘人之危

血海深仇
【注音】xuěhǎi s hēn chóu

【释义】血海: 由杀人造成流血很多。

形容仇恨极深。

【出处】清·陈天华《狮子吼》楔子 : “放

他血海冤仇三百载 , 鬼混了汉家疆宇

十余传。”

【例句】反动派杀害了他的爹娘, 这 ～

一定要报。

【近义】深仇大恨  九世之仇

血口喷人
【注音】xuèkǒu pēn rén

【释义】比喻用恶毒的言语诬陷他人。

【出处】清·李绿园《歧路灯》六十四

回 : “只要你的良心, 休血口喷人。”

【例句】你这样 ～, 他冤死了要你偿命。

【近义】恶语中伤  赤口白舌

【反义】歌功颂德

血流成河
【注音】xuèliúchénɡhé

【释义】形容死伤的人非常多。

【出处】五代·后晋·刘�等《旧唐书

·李密传》: “尸骸蔽野, 血流成河。”

【例句】这场战斗 , 只杀得侵略者尸横

遍野 , ～。

血气方刚
【注音】xuèqìfānɡɡānɡ

【释义】血气 : 精力。方: 正。刚: 强盛。

形容年轻人精力正强盛。

【出处】《论语·季氏》: “及其壮也, 血

气方刚 , 戒之在斗。”

【例句】他们都是 ～的年轻人, 干起活

来一个赛一个。

【近义】生气勃勃

【反义】暮气沉沉

【辨析】～和它的近义词条都表示人精

力旺盛 , 情绪饱满。“生气勃勃”、“朝

气蓬勃”还可用于事业、生产等抽象

事物 ; ～和“风华正茂”只用于人, 而

且 ～只用于青年男子。

血肉相连
【注音】xuèròu xiānɡlián

【释义】像血和肉一样互相连在一起。

比喻关系密切 , 不能分离。

【出处】宋·洪迈《夷坚丁志·雷击王

四》: “趋视之, 二百钱乃在其胁下皮

肉 , 与血肉相连。”

【例句】他们的工作与朝鲜人民的革命

建设事业有着 ～的关系。

【近义】息息相关  休戚相关

血雨腥风
【注音】xuèyǔxīnɡfēnɡ

【释义】混着鲜血的雨 , 带着腥味的风。

指残酷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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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井岗翠竹》: “血雨腥风里 , 毛

竹青了又黄 , 黄子又青, 不向残暴低

头 , 不向敌人弯腰。”

【例句】在那 ～的年代, 村里大部分的

青年都在反侵略的斗争中献出了自

己宝贵的生命。

【近义】腥风血雨

血债累累
【注音】xuèzhài lěi lěi

【释义】累累 : 很多。残害人命极多 , 罪

行极大。

【例句】～的凶手是没有资格乞求人民

的宽恕的。

【近义】罪恶滔天  罪大恶极  恶贯满

盈

谑笑科诨
【注音】xuèxiào kēhùn

【释义】指情节滑稽引人发笑的闹剧动

作。

【例句】母亲喜欢热闹 , 更喜欢 ～, 便也

加到了我们的游戏中。

【近义】插科打诨

【反义】一本正经  不苟言笑

xun

寻根究底
【注音】xún ɡēn jiūdǐ

【释义】究 : 追究。寻求根由, 追究底

细。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一百二十

回 : “似你这样寻根究底 , 便是刻舟求

剑、胶柱鼓瑟了。”

【例句】小李在学习上很有一股钻劲,

不管遇到什么疑难都要 ～, 弄个明

白。

【近义】先河后海  拔树寻根

【反义】浅尝辄止

寻花问柳
【注音】xún huāwèn liǔ

【释义】指欣赏春天的景色。指逛妓

院 , 狎妓。

【出处】元·谷子敬《城南柳》楔子 : “只

等的红雨散 , 绿云收, 我那其间寻花

问柳 , 重到岳阳楼。”

【例句】李阿姨不准她丈夫 ～。

【近义】拈花惹草  戏蝶游蜂

寻欢作乐
【注音】xún huān zuòlè

【释义】追寻低级趣味 , 贪求腐化享乐。

【出处】《散文两篇·福楼拜家的星期

天》: “他一来就⋯⋯讲述着这个贪图

享受、寻欢作乐并十分活跃和愉快的

巴黎。”

【例句】他们在夜总会 ～。

寻死觅活
【注音】xún sǐmìhuó

【释义】觅 : 寻求。闹着要自杀。形容

极其悲痛绝望, 打算自尽。也形容以

寻死来要挟、吓唬人。

【出处】元·关汉卿《金钱池》二折 : “时

常与这虔婆斗气, 寻死觅活, 无非是

为俺家的缘故。”

【例句】张芳本来不同意这门亲事,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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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父母 ～地逼着, 她只好答应了。

寻章摘句
【注音】xún zhān zhāi jù

【释义】章 : 诗文的段落。指读书时只

搜寻、摘取一些片断或词句而无创造

性。

【出处】培根《谈读书》: “读书时可存心

诘难作者 , 不尽书信上所言, 亦不可

只为寻章摘句 , 而应推敲细思。”

【例句】写诗作文 , 要有真情实感 , 只是

～是没有用的。

【近义】寻行数墨

寻踪觅迹
【注音】xún zōng mìjì

【释义】踪、迹 : 行踪所留下的痕迹 ; 觅:

寻找。寻找访求人或物的踪迹、下

落。

【出处】元·李好古《张生煮海》二折:

“恰才遇那女子 , 人物非凡 ; 我寻踪觅

迹前来 , 不知何处去了。”

【例句】为了侦破这件凶杀案, 侦察员

们 ～, 终于发现了重大线索。

【近义】寻根究底

循规蹈矩
【注音】xún ɡuīdǎo jǔ

【释义】循 : 遵循。蹈 : 履行。规、矩 : 圆

规、解尺 , 是用来定方圆的工具 , 引申

为准则。遵守规矩。形容据守成规,

从不轻举妄动。

【出处】宋·朱熹《答方宾王书》: “循涂

守辙 , 犹言循规蹈矩云尔。”

【例句】在那比较保守的时代, 即使是

青年 , 也多是 ～的。

【近义】安分守己  一仍旧贯

【反义】胡作非为  无法无天

循名责实
【注音】xún mínɡzéshì

【释义】循 : 依照。责 : 求。依照名称或

名义考察实际内容。

【出处】《韩非子·定法》: “术者 , 因任

而授官 , 循名而责实。”

【例句】调查研究 , 要先有个名目 , 然后

～。

【近义】循名考实  循名校实

循序渐进
【注音】xún xùjiàn jìn

【释义】依照一定程序或步骤逐步推

进。

【出处】《从三到万》: “我国古代的读书

人 , 很早就懂得循序渐进的学习方

法。”

【例句】学习一定要 ～。

【近义】按部就班

【反义】一步登天  急功近利  急于事

功

循循善诱
【注音】xún xún s hàn yòu

【释义】循循: 有步骤、有次序的样子。

诱 : 引导。指善于有步骤地引导教

诲。

【出处】《论语·子罕》: “颜渊�然叹

曰 : ‘仰之弥高 , 钻之弥坚 , 瞻之在前 ,

忽焉在后 , 夫子循循然 , 善诱人。’”

【例句】高老师 ～地启发教育我们。

·338·xún- xún寻循



X 

【近义】诲人不倦

【反义】揠苗助长

迅雷不及掩耳
【注音】xùn léi bùjíyán ěr

【释义】迅 : 急速。突然响起的雷声使

人来不及掩住耳朵。比喻来势迅猛,

使人来不及防备。

【出处】《封神演义》九十三回 : “出其不

意 , 彼前后受敌 , 一战乃成擒耳 , 正所

谓‘迅雷不及掩耳’。”

【例句】我军以 ～, 攻占了敌人的阵地。

【近义】猝不及防  兵贵神速

徇情枉法
【注音】xùn qínɡwǎnɡfǎ

【释义】徇 : 曲从。枉: 歪曲。照顾私

情 , 歪曲法纪。

【出处】《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雨村便

徇情枉法 , 胡乱判断了此案。”

【例句】公检法机关的工作人员绝不能

～, 包庇坏人。

【近义】贪赃枉法

【反义】秉笔直书  铁面无私

徇私舞弊
【注音】xùn sīwǔbì

【释义】徇 : 曲从; 舞: 舞弄, 玩花招 ; 弊 :

违法乱纪的事; 徇私: 为了私情而做

不合法的事 ; 舞弊: 用欺骗的方式做

违法乱纪的事情。指因照顾私人关

系而弄虚作假 , 违法乱纪。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第八十三

回 : “谁想这伙官员, 贪滥无厌, 徇私

作弊 , 克减酒肉。”

【例句】这两个学生在考场上竟敢 ～,

抄对答案 , 必须给予纪律处分。

【反义】奉公守法  大公无私

训练有素
【注音】xùn liàn yǒu sù

【释义】有素: 指惯常坚持。指平时一

直坚持严格训练 , 有很深的工夫。

【出处】元·姚燧《奉训大夫知龙阳州

孝子梁公神道碣》: “汝曹自计甲兵坚

利 , 储馈有继, 训练有素, 征发日多,

孰与官军?”

【例句】这是一支 ～的军队。

【反义】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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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雀无声
【注音】yāquèwúshēnɡ

【释义】乌鸦、麻雀都没有发出声音。

比喻十分安静。

【出处】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

四·益州保唐寺无住禅师》: “于时庭

树鸦鸣 , 公问师 : ‘闻否?’曰: ‘闻。’鸦

已去 , 又问师: ‘闻否?’曰 : ‘闻。’公

曰 : ‘鸦去无声 , 云何言闻?’”

【例句】整个礼堂 ～, 大家聚精会神地

听报告。

【辨析】～和“万籁俱寂”都形容非常

静。区别在于 : ～表示“人声消失或

群众聚集的场所很安静”, 还表示“人

们缄口不言, 默不作声”; “万籁俱寂”

都不能表示。

睚眦必报
【注音】yázìbìbào

【释义】睚眦: 怒目而视, 指很小的怨

恨。报 : 报复。别人对自己瞪瞪眼

睛 , 也一定要报复。形容气量狭小。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范雎蔡泽

列传》: “一饭之德必偿, 睚眦之怨必

报。”

【例句】对于坏人坏事, 他一贯采取 ～

的原则。

【近义】鼠肚鸡肠  斤斤计较

【反义】宽宏大量  不念旧恶  宰相肚

里好撑船

【辨析】“眦”不可读作“zī”。

牙牙学语
【注音】yáyáxuéyǔ

【释义】牙牙 : 象声词 , 模拟婴儿学说话

的声音。形容婴儿学说话。

【例句】～的小孩特别逗人喜爱。

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注音】yǎbāchīhuáng lián, yǒu kǔ

s huōbùchū

【释义】黄连 : 多年生草本植物 , 根茎味

苦 , 可入药。哑巴吃了黄连, 嘴里苦

极了 , 却无法说出来。比喻有苦难

言。

【例句】为了传宗接代, 他妻子一连生

了五个女孩 , 以致家境贫寒, 生计维

艰 , 真是 ～。

【近义】吃哑巴亏

哑口无言
【注音】yǎkǒu wúyán

【释义】像哑巴一样说不出话来。形容

理屈词穷 , 无话可说。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陆五

汉硬留合色鞋》: “寿儿看了, 哑口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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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例句】在铁的事实面前 , 他 ～, 只得低

头认罪。

【近义】张口结舌  理屈词穷

【反义】振振有词  口口声声

哑然失笑
【注音】yǎrán shīx iào

【释义】哑然 : 形容笑声。失笑 : 不由自

主地笑了起来。指情不自禁地笑出

声来。

【出处】汉·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

余外传》: “禹济江南省水理, 黄龙负

舟 , 舟中人怖骇 , 禹乃哑然而笑。”

【例句】看到他一本正经的样子, 大家

不禁 ～。

【近义】忍俊不禁

【反义】肃然起敬

雅量高致
【注音】yǎliànɡɡāo zhì

【释义】雅 : 雅正, 不俗。致 : 情趣。气

度宽宏 , 情趣高尚。

【出处】《群英会蒋干中计》: “周瑜雅量

高致 , 非言词所能动也。”

【例句】～的余老师同时受到全院小孩

的爱戴。

雅俗共赏
【注音】yǎs úɡònɡs hǎnɡ

【释义】雅俗 : 文雅和粗俗 , 这里指文化

高的人和文化低的人。文化高的、文

化低的人都能欣赏。

【出处】明·孙人孺《东郭记·绵驹》:

“今者来到这高唐地面, 闻得有绵驹

善歌 , 雅俗共赏。”

【例句】这影片 ～, 上座率当然高了。

【反义】曲高和寡

【辨析】～偏重在“共赏”, 含有被欣赏

赞美的意思 , 无论文化水平高低的人

都能欣赏; “有口皆碑”偏重于“皆

碑”, 含有被接受称赞的意思 , “有口”

指的是所有能讲话的人。

揠苗助长
【注音】yàmiáo zhùzhǎng

【释义】揠 : 拔。把禾苗拔起一点 , 来帮

助它生长。比喻不顾事物的客观发

展规律 , 强求速成反而坏事。

【出处】《孟子·公孙丑上》: “宋人有闵

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 芒芒然归, 谓

其人曰 : ‘今日病矣 , 予助苗长矣! ’其

子趋而往视之, 苗则槁矣。”亦作“拔

苗助长”。

【例句】孩子才 4 岁 , 你就要她学这、学

那 , 这无疑是 ～, 不利于她的健康成

长。

【近义】欲速不达

【反义】循序渐进

yɑn

烟波浩渺
【注音】yān bōhào miǎo

【释义】烟波: 雾霭苍茫的水面; 浩渺:

水面辽阔。形容烟雾笼罩苍茫而辽

阔的水面。

【例句】洞庭湖水 ～, 景色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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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消云散
【注音】yān xiāo yún s àn

【释义】散 : 消失 , 消散。像烟雾浮云很

快消散。比喻事物消失得干干净净。

【出处】元·张养浩《天净沙》: “烟消云

散 , 一杯谁共歌欢。”

【例句】古代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 早

已 ～。

【近义】涣然冰释  一扫而空

烟熏火燎
【注音】yān xūn huǒliǎo

【释义】燎 : 挨近了火而烧焦。比喻极

为干渴。

【出处】《一个苹果》: “整整七天 , 没有

喝过一口水。我的喉咙早就干得烟

熏火燎似的。”

【例句】他太渴 , 感到喉咙有些 ～。

延年益寿
【注音】yán nián yìshòu

【释义】延 : 延长。年: 岁数。益 : 增加。

延长寿命 , 增加岁数。

【出处】战国·楚·宋玉《高唐赋》: “九

窍通郁, 精神察滞 , 延年益寿千万

岁。”

【例句】妈妈对奶奶说, 这种药吃了可

以 ～。

【近义】祛病延年

严惩不贷
【注音】yán chénɡbùdài

【释义】贷 : 宽容, 饶恕。严厉惩办, 绝

不宽恕。

【出处】毛泽东《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

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 “一经讯实,

一律严惩不贷。”

【例句】对于那些怙恶不悛、作恶多端

的罪犯 , 一定要 ～, 决不姑息。

【近义】明正典刑

【反义】姑息养奸  从轻发落

【辨析】“惩”不可读作“chěnɡ”。

严阵以待
【注音】yán zhèn yǐdài

【释义】严阵: 严正整齐的阵势。用严

正整齐的阵势等待敌人。形容已做

好充分的战斗准备。

【出处】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周

书·世宗纪》: “有贼中来者 , 云 : 刘崇

自将骑三万 , 并契丹万余骑, 严阵以

待官军。”

【例句】志愿军战士在高地上 ～, 准备

击退敌人的进攻。

【近义】磨砺以须

【反义】赤膊上阵

言必信, 行必果
【注音】yán bìxìn, xínɡbìɡuǒ

【释义】信 : 信实。果 : 坚决。说话一定

守信用 , 行动一定坚决。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游侠列

传》: “今游侠 , 其行虽不轨于正义 , 然

其言必信 , 其行必果, 已诺必诚 , 不爱

其躯 , 赴士之厄困。”

【例句】一个人要 ～。

【近义】言而有信

【反义】言而无信  背信弃义  食言而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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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不尽意
【注音】yán bùjìn yì

【释义】指说的话不能表达全部的意

思。

【出处】《周易·系辞上》: “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

【例句】由于时间所限, 他虽讲了好半

天 , 还觉得 ～, 很想继续讲下去。

言不由衷
【注音】yán bùyóu zhōnɡ

【释义】衷 : 内心。言语不是从内心发

出来的。指心口不一。

【出处】清·龚自珍《对策》: “进身之

始 , 言不由衷。”

【典故】周平王是东周第一代国王, 幽

王被杀后 , 镐京残破, 国力衰竭。周

平王更是个软弱无能之辈 , 他只能在

几个诸侯国的辅助下勉强支持残局。

郑国是个新兴的诸侯国, 国君郑

庄公是周朝的卿士, 掌握朝中大权。

周平王忽然想让虢公忌父代替郑庄

公管理朝政。郑庄公听说后生气 , 来

找周平王 , 周平王怕郑庄公利用手中

大权起兵反叛 , 不得不讨好地说 : “我

根本不信任虢公忌父 , 从来没有想让

他取代你的意思。”为了让郑庄公相

信 , 他还派太子孤到闻国作人质。

周平王死后, 他的孙子周桓王继

承君位。也想让虢公忌父代替郑庄

公做卿士。可还没等更换, 郑庄公就

听说了 , 于是他派出大批兵马, 把周

朝的温邑和成周的麦子、谷子全部抢

割送到郑国。从此周朝和郑国结下

了仇恨。

当时, 很多人说起这件事的时候 ,

都说 : “他们相互不能谅解 , 言语不是

发自衷心 , 即使交换人质也是没有用

的。如果互相之间能够以礼相待, 虽

然没有人质 , 谁也不能离间他们。”

【辨析】～和“口是心非”都形容心口不

一。区别在于 : ～多形容一时的敷

衍、不坦率; “口是心非”多形容虚伪、

欺骗。

【例句】他假惺惺地去表示祝贺, 一副

～的样子。

【近义】心口不一  口是心非

【反义】心口如一  倾心吐胆

言传身教
【注音】yán chuán shēn jiào

【释义】既用言语教育、开导 , 又在行动

上做出榜样。

【出处】《庄子·天道》: “语之所贵者意

也 , 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 不可以

言传也。”

【例句】王教练对队员们 ～, 使球队水

平提高很快。

【近义】以身作则  现身说法

【反义】言而不信  言行不一

言而无信
【注音】yán ér wúxìn

【释义】说话不算数, 没有信用。原作

“言而不信”。

【出处】《覧梁传·僖公二十二年》: “言

之所以为言者, 信也。言而不信, 何

以为言?”

【例句】我们应该说到做到, 不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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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反义】一言为定  一诺千金

言归于好
【注音】yán ɡuīyúhǎo

【释义】言 : 句首助词。指双方重新和

好。

【出处】《左传·僖公九年》: “凡我同盟

之人 , 既盟之后 , 言归于好。”

【例句】经过一番解释 , 两人又 ～。

【近义】破镜重圆  重修盟好

言归正传
【注音】yán ɡuīzhènɡzhuàn

【释义】归 : 回到。正传: 正题 , 主题。

把说的话重新拉回到主题上来。在

评书、旧小说中常用作套语。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十

五回 : “庄大爷方才言归正传 , 问两个

秀才道 : ‘你二位身入黉门 , 是懂得皇

上家法度的。今番来到这里一定拿

到了真凶实犯, 非但替你们乡邻伸

冤 , 还可替本县出出这口气。’”

【例句】他先说了一大堆客气话之后,

才 ～, 说起正题来。

【近义】闲话休说  闲话少说

【反义】离题万里  言不及义

【辨析】“传”不可读作“chuán”。

言之成理
【注音】yán zhīchénɡlǐ

【释义】说起来头头是道 , 能自圆其说。

【出处】《荀子·非十二子》: “然而其持

之有故, 其言之成理 , 足以欺惑愚

众。”

【例句】他的讲话条理清晰 , 论证有力 ,

确实 ～, 颇令听众信服。

【近义】言之有理

【反义】强词夺理

【辨析】“理”不可写作“礼”。

言多必失
【注音】yán duōbìshī

【释义】说话多 , 就一定有说错的地方。

【出处】明·朱柏庐《朱柏庐治家格

言》: “处世戒多言 , 言多必失。”

【例句】父亲常常告诫我们 ～, 今天看

见小李招来了麻烦 , 才知老人家的话

是很有道理的。

【近义】祸从口出

【反义】沉默是金

言必有据
【注音】yán bìyǒu jù

【释义】言 : 说话, 说的话 ; 据 : 依据, 根

据。说话必定有依据。

【出处】鲁迅《故事新编·序言》: “对于

历史小说 , 则以为博考文献, 言必有

据者 , 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 其

实是很难组织之作。”

【例句】我们说话必须 ～, 千万别道听

途说。

【近义】有凭有据

【反义】捕风捉影

言必有中
【注音】yán bìyǒu zhònɡ

【释义】中 : 关键的地方。不说则已 , 一

说就说到点子上。

【出处】《论语·先进》: “子曰: ‘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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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 , 言必有中。’”

【例句】她这个人虽不能言善辩 , 但 ～。

【近义】击中要害

【反义】漫无边际

【辨析】“中”不可读作“zhōnɡ”。

言不及义
【注音】yán bùjíyì

【释义】及 : 涉及 ; 义: 正经的道理 , 这里

指正经的事情。说话不涉及正题与

中心。

【出处】《论语·卫灵公》: “群居终日,

言不及义 , 好行小慧 , 难矣哉! ”

【例句】此人说话常常 ～, 你别听他的。

【近义】胡言乱语

【反义】一语道破

言出法随
【注音】yán chūfǎsuí

【释义】言 : 话 , 这里指法令或命令 ; 法:

法律 ; 随 : 跟随。话一说出口 , 法律就

跟在后面。指法令一经公布就严格

执行 , 如有违犯就依法处理。

【出处】姚雪垠《李自成》: “有敢违犯

的 , 不论何人, 一律治罪, 轻则吊打,

重则砍头 , 我是言出法随, 你们是要

好生传谕将士 , 不要以身试法。”

【例句】有谁胆敢阴谋捣乱, 破坏社会

治安 , 一律治罪 , ～, 绝不徇私。

【近义】秉公执法

【反义】徇私舞弊

言而有信
【注音】yán ér yǒu xìn

【释义】说出话来算数 , 有信用。

【出处】《论语·学而》: “与朋友交, 言

而有信。”

【例句】我爷爷最喜欢 ～的人。

【近义】言出必行

【反义】言而无信

言简意少
【注音】yán jiǎn yìshǎo

【释义】简 : 简练 , 简洁。语言简洁, 内

容贫乏。

【例句】同学们要搞清楚, 作文中的详

略得当 , 并不是 ～。

【近义】简明扼要

【反义】洋洋万言

言谈举止
【注音】yán tán jǔzhǐ

【释义】人的言语、举动、行为。

【出处】明·黄宗羲《陈母沈孺人墓志

铭》: “其言谈举止, 不问可知胡先生

弟子也。”

【例句】从他的 ～中可以看出他文化水

平不高。

【近义】音容笑貌

言过其实
【注音】yán ɡuòqíshí

【释义】言辞虚浮夸大, 超过了实际情

况。

【出处】《管子 ·心术》: “言不得过

实。”

【例句】你不要相信他 ～的许诺。

【近义】夸大其词

【反义】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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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简意赅
【注音】yán jiǎn yìɡāi

【释义】赅 : 完备。言辞简练, 意思完

备。形容简明扼要。

【例句】这篇文章字数不多 , 却 ～, 把应

该表达的内容都表达出来了。

【近义】要言不烦  简明扼要

【反义】不知所云

言近旨远
【注音】yán jìn zhǐyuǎn

【释义】旨 : 含意。也作“指”。言语浅

近 , 含意深远。

【出处】《孟子·尽心下》“言近而指远

者 , 善言也。”

【例句】杂文的言语有的隐晦曲折 , ～;

有的明白晓畅 , 酣畅淋漓。

【近义】深入浅出

言外之意
【注音】yán wài zhīyì

【释义】言 : 语 言 ; 之 : 助词 , 相当 于

“的”。言语之外的意思。指没有在

话里或文章里明说出来的意思。

【出处】宋·叶梦得《石林诗话》下卷:

“七言难于气象雄浑, 句中有力而行

余( 曲折) , 不失言外之意。”

【例句】他的话你没听懂, ～是叫你别

干那件事。

【近义】弦外之音

【反义】直截了当

言行一致
【注音】yán xínɡyīzhì

【释义】说的和做的一样。形容人表里

如一。

【出处】宋·赵善�%《自警篇·诚实》:

“自此言行一致, 表里相应, 遇事坦

然 , 常有余裕。”

【例句】张校长向来 ～, 我们应该相信。

【近义】心口如一

【反义】表里不一

言之无物
【注音】yán zhīwúwù

【释义】言 : 言语 , 言辞 ; 物 : 指内容。指

写文章或讲话空洞 , 没有具体充实的

内容。

【出处】梁启超《书籍跋》: “言之无物 ,

务尖险 , 晚唐之极敝也。”

【例句】整个演讲内容让人觉得十分枯

燥 , 且 ～, 台下的人大多不感兴趣。

【近义】不着边际

【反义】言之有物

言之有物
【注音】yán zhīyǒu wù

【释义】物 : 指内容。说话或写文章内

容具体。

【出处】《周易·家人》: “君子以言有

物 , 而行有恒。”

【例句】这篇作文写得好, ～, 真诚感

人。

【近义】持之有故

【反义】言之无物

言之有序
【注音】yán zhīyǒu xù

【释义】说话和写文章很有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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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周易·艮》: “言有序 , 悔亡。”

【例句】这篇论文论证充分 , ～。

【近义】条分缕析

【反义】颠三倒四

言之凿凿
【注音】yán zhīzuòzuò

【释义】凿凿 : 确实。话说得非常确实。

【出处】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 “宋

儒据理谈天 , 自谓穷造化阴阳之本,

于日月五星 , 言之凿凿 , 如指诸掌。”

【例句】许多事情今天看来确实显得离

奇 , 但他们 ～, 不由人不相信。

【近义】千真万确

【反义】空中楼阁

【辨析】“凿”不可读作“zuó”。

言听计从
【注音】yán tīnɡjìcónɡ

【释义】对于所讲的话 , 所出的主意 , 都

表示听从。指非常信任 , 或关系亲

密。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

传》: “汉王授我上将军印, 予我数万

众 , 解衣衣我, 推食食我, 言听计用,

故吾得以至于此也。”

【例句】小王对小李出的主意从来都是

～。

【近义】百依百顺  深信不疑

【反义】一意孤行  疑团满腹

言为心声
【注音】yán wéi xīn shēnɡ

【释义】语言是表达内心活动的声音。

指语言是人们思想感情的反映。

【出处】汉·扬雄《法言·问神》: “言,

心声也 ; 书, 心画也。”

【例句】～, 文如其人 , 语言是思想的直

接反映 , 又是心灵的一面镜子。

【近义】肺腑之言  由衷之言

【反义】言不由衷  口是心非

言行不一
【注音】yán xínɡbùyī

【释义】说的和做的不一致。

【出处】《逸周书·官人》: “言行不类相

似 , 终始相悖。”

【例句】老师经常教育我们, 为人处事

要言行一致 , 不可 ～。

【反义】言行一致

言无二价
【注音】yán wúèr jià

【释义】价 : 价格。价钱说一不二。

【出处】《后汉书·韩康传》: “口不二

价。”

【例句】商人应该做到 ～。

言犹在耳
【注音】yán yóu zài ěr

【释义】犹 : 还。说的话还在耳边。指

话刚说过不久或虽久但还记得很清

楚。

【出处】《左传·文公七年》: “言君虽

终 , 言犹在耳。”

【例句】老师的话 ～。

【近义】记忆犹新  墨迹未干

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
【注音】yán zhěwúzuì, wén zhězújiè

·248· yán 言



 Y

【释义】足 : 值得; 戒 : 警戒。提出批评

的人即使提得不正确也没有罪过 ; 被

批评的人即使没有所批评的错误也

应引以为戒。

【出处】《诗经·大序》“言之者无罪 , 闻

之者足以戒。”

【例句】造成 ～的社会风气和环境, 有

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建设。

【近义】广开言路

【辨析】“戒”不可写作“戎”。

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
【注音】yán zhīwúwén, xínɡér bù

yuán

【释义】文 : 文采。行 : 流行, 流传。说

话没有文采 , 就流传不远。

【出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仲尼

曰 : ‘志有之 , 言之无文 , 行而不远。’”

【例句】有些小说 , 思想性还是不错的,

但是艺术性太差, 真可谓 ～, 它的社

会效益就大大地削弱了。

奄奄一息
【注音】yǎn yǎn yīxī

【释义】奄奄: 呼吸微弱的样子。只剩

微弱的一口气。形容垂死的样子。

也比喻事物到临危之状。

【出处】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十

五 : “此时孩童奄奄一息, 爬之不动

了。”

【例句】等儿子从百里之外赶到时, 父

亲已经 ～了。

【反义】生气勃勃

掩鼻而过
【注音】yǎn bíér guò

【释义】掩 : 捂。捂着鼻子走过去。形

容对丑恶的事物十分厌恶。

【出外】《孟子·离娄下》: “西子蒙不

洁 , 则人皆掩鼻而过之。”

【例句】垃圾堆发出了腐臭的气味, 走

到这里 , 人人都 ～。

【近义】令人作呕

掩耳盗铃
【注音】yǎn ěr dào línɡ

【释义】掩 : 捂。捂住自己的耳朵去偷

盗铃铛。比喻自欺欺人。

【出处】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隋

纪》: “李渊曰: ‘此所谓掩耳盗铃, 然

逼于时事 , 不得不尔。’”

【典故】战国时 , 有个人看见别人家门

口放着个大铜铃铛, 很值钱, 就想偷

走。可是铜铃太大太重 , 恐怕一下子

背不动 , 这人想啊想, 想出个主意: 我

拿锤子把铜铃砸碎, 也能卖好多钱

哪! 不过他又想到 , 锤子砸到铜铃,

声音会很响 , 人家可就发现了。他又

想了个办法 : 先把自己的耳朵塞住,

再去砸铜铃 , 不就听不见声音了吗?

他觉得自己挺聪明 , 就这么去砸铜铃

了。

当然, 人们听到响声 , 当场就把他

捉住了 , 他还以为别人也像他一样听

不见哩!

后来, 人们就用“掩耳盗铃”来形

容那些妄想欺骗别人实际自己早就

露了马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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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你以为拿本书来挡着, 老师就

看不到你在抄同学的作业吗? 你这

是十足的 ～。

【近义】自欺欺人  弄巧成拙

【反义】开诚布公

掩人耳目
【注音】yǎn rén ěr mù

【释义】遮住别人的耳朵和眼睛。比喻

用假象掩盖事实, 蒙蔽、欺骗别人。

【出处】清·黄小配《廿载繁华梦》第三

十六回 : “随改换装束 , 好掩人耳目。”

【例句】犯罪分子制造各种假象 ～, 妄

图使侦破人员陷入歧途。

【近义】迷人眼目

【反义】原形毕露  真心实意

眼高手低
【注音】yǎn ɡāo shǒu dī

【释义】眼光高 , 能力低。

【出处】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这叫做

眼高手低 , 志大才疏 , 没有结果的。”

【例句】小明一向 ～, 所以一事无成。

【近义】志大才疏  不自量力

【反义】实事求是  量力而行

眼明手快
【注音】yǎn mínɡs hǒu kuài

【释义】眼睛敏锐、动作敏捷迅速。

【出处】元·无名氏《盆儿鬼》第三折:

“想起俺少时节, 眼明手捷, 体快身

轻。”

【例句】幸亏那个公安人员 ～, 一把将

流氓手中的凶器夺下 , 否则后果不堪

设想。

眼花缭乱
【注音】yǎn huāliáo luàn

【释义】缭乱: 纷乱。形容事物复杂纷

繁 , 使人眼睛昏花迷乱。

【出处】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

一折 : “颠不刺的见了万千 , 似这般可

喜娘的庞儿罕曾见 , 则着人眼花缭乱

口难言 , 魂灵儿飞在半天。”

【例句】在科技新产品展示会上, 展品

众多 , 使他看得 ～。

【近义】目迷五色

【反义】一目了然

【辨析】～和“扑朔迷离”都有不容易看

清的意思。但 ～偏重指主观感受十

分复杂 , 一时分辨不清; “扑朔迷离”

偏重于客观事物错综复杂。

偃旗息鼓
【注音】yǎn qíxīɡǔ

【释义】偃 : 放倒。放倒军旗, 停止击

鼓。指军队隐蔽行踪或停止作战。

指收敛声势。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蜀书·赵

云传》裴松之注引《赵云别传》: “而云

入营 , 更大开门, 偃旗息鼓 , 公军疑云

有伏兵 , 引去。”

【例句】立交桥建成后, 往日的拥挤不

存在了 , 红绿灯也 ～了。

【近义】鸣金收兵  休兵罢战

【反义】金鼓齐鸣  大张旗鼓

偃武修文
【注音】yǎn wǔxiūwén

【释义】偃 : 停止。修: 致力, 提倡。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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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战备 , 提倡文教。

【出处】《尚书·武成》: “王来自商, 至

于丰 , 乃偃武修文 , 归马于华山之阳,

放牛于桃林之野, 示天下服。”

【例句】新中国成立初期 , 人们 ～, 经济

也在一天一天地恢复。

【反义】穷兵黩武

yɑnɡ

泱泱大国
【注音】yāng yāng dàguó

【释义】泱泱 : 宏大的样子。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形容气势宏伟的大国。

【出处】《左传·襄公十九年》: “吴公子

( 札) 请风观于周乐 , 使工⋯⋯为之歌

《齐》, 曰 : ‘美哉! 泱泱乎 , 大风也哉!

表东海者 , 其大( 太) 公乎! 国未可量

也。’”

【例句】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 ～

的心脏。

【反义】弹丸之国

羊肠小道
【注音】yánɡchánɡxiǎo dào

【释义】形容曲折狭隘的小路。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四十九

回 : “前面弯弯曲曲, 尽是羊肠小道,

岔口甚多 , 甚难分辨。”

【例句】他走惯了平坦大路, 这一段 ～,

直走得他昏头晕脑。

【反义】阳关大道  康庄大道

羊毛出在羊身上
【注音】yánɡmáo chūzài yánɡshēn

s hànɡ

【释义】比喻谁得到的利益实质上就来

自谁。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五十

九回 : “有一句俗语, 叫做‘羊毛出在

羊身上’, 无非还是拿着老爷的钱贴

补舅老爷罢了。”

【例句】衣服的价格加五成打八折卖给

顾客 , 这实际上是 ～。

扬长而去
【注音】yánɡchánɡér qù

【释义】扬长: 大模大样的样子。丢下

别人 , 大模大样地离去。

【出处】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

第二十三回 : “来兴儿道: ‘你烧不烧

随你 , 交与你 , 我有勾当去。’说着, 扬

长出去了。”

【例句】在批评会上, 他不但不接受批

评 , 反而一赌气 ～。

扬眉吐气
【注音】yánɡméi tǔqì

【释义】扬起眉头, 吐出郁结的胸中闷

气。形容解脱压抑之后舒展、得意的

神态。

【出处】唐·李白《与韩荆州书》: “今天

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 人物之权

衡 , 一经品题, 便作佳士。而君侯何

惜阶前盈尺之地, 不使白扬眉吐气、

激昂青云耶?”

【例句】半个多世纪以来, 奥运会上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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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着“W”的中国人终于可以 ～了。

【近义】气吐扬眉

扬长避短
【注音】yánɡchánɡbìduǎn

【释义】扬 : 发扬; 避 : 避开。发扬长处,

避开短处。

【例句】我们对待一切工作, 都要从实

际出发 , ～, 讲求实效。

扬汤止沸
【注音】yánɡtānɡzhǐfèi

【释义】汤 : 开水。反复从锅中舀起开

水又倒回去, 试图制止水的沸腾。比

喻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彻底 , 不能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

【出处】汉·班固《汉书·枚乘传》: “欲

汤之�"( 寒冷) , 一人炊之 , 百人扬之,

无益也。”

【例句】你这样做是 ～, 事情会越办越

糟的。

【近义】救火扬汤

【反义】釜底抽薪

阳春白雪
【注音】yánɡchūn bái xuě

【释义】 �阳春》、《白雪》是战国时楚国

的高深歌曲。后泛指高深的文学艺

术。

【出处】战国·楚·宋玉《对楚王问》:

“客有歌于郢中者, 其始曰《下里》、

《巴人》, 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

为《阳春》、《白雪》, 国中属而和者不

过数十人。”

【例句】妈妈昨天告诉了我“～”这个成

语的出处。

【近义】白雪阳春

【反义】下里巴人

阳奉阴违
【注音】yánɡfènɡyīn wéi

【释义】阳 : 表面上。奉 : 遵从。阴: 暗

地里。表面上遵从 , 暗地里违背。

【出处】明·范景文《革大户行召募

疏》: “如有日与胥徒比而阳奉阴违,

名去实存者 , 断以白简随其后。”

【例句】你这个 ～的小人, 我以后再也

不会和你打交道了。

【反义】表里如一

阳关大道
【注音】yánɡɡuān dàdào

【释义】阳关 : 古代关名 , 在今甘肃省敦

煌县西南。经过阳关通向西域的大

道。后泛指交通大道。

【出处】唐·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

“绝域阳关道 , 胡沙与塞尘。”

【例句】亿万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

～。

【近义】康庄大道

【反义】羊肠小道

洋洋大观
【注音】yánɡyánɡdàɡuān

【释义】洋洋: 众多、丰盛的样子。大

观 : 丰富多彩的景象。形容事物种

类、数量多得十分可观。

【出处】朱自清《经典常谈·诗经第

四》: “到了《诗经》时代 , 有了琴瑟钟

鼓 , 已是洋洋大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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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这次博览会上展出的工艺品真

是 ～。

洋洋洒洒
【注音】yánɡyánɡsǎsǎ

【释义】洋洋: 盛大、众多的样子。洒

洒 : 连绵不断的样子。形容讲话、写

文章篇幅长 , 语句流畅。

【出处】《韩非子·难言》: “所以难言

者 , 言顺此滑泽 , 洋洋洒洒然。”

【例句】他在“定情之夕”还 ～写了篇海

誓山盟的大文。

【近义】长篇大论

【反义】味同嚼蜡  简明扼要

洋洋自得
【注音】yánɡyánɡzìdé

【释义】洋洋: 得意的样子。本作“扬

扬”。形容十分得意。

【出处】《史记·管晏列传》“意气扬扬,

甚自得也”。

【例句】同事们都知道老赵这个脾气,

就是只要一谈起他过去的那段历史,

谈起和那位名人的几次交往 , 他便颇

有些 ～, 一时半刻收不住话头。

【近义】洋洋得意

仰人鼻息
【注音】yǎnɡrén bíxī

【释义】仰 : 指依赖。鼻息 : 呼吸。比喻

依赖别人生存 , 看别人的脸色行事。

【例句】李老师 ～, 活得没有尊严。

【近义】俯仰由人

【反义】自力更生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注音】yǎng bīng qiān rì, yòng bīng yī

s hí

【释义】养兵: 供养和训练军队; 千日:

指长期 ; 一时 : 一定的时候 , 这里指急

需的时候。长期供养和训练军队, 是

为了急需的时候使用。也比喻平时

积蓄力量 , 关键时候发挥出来。

【出处】唐·李延寿《南史·陈暄传》:

“兵可千日而不用, 不可一日而不

备。”

【例句】俗话说 , “～”。我们平时要加

强自身的修养 , 努力学习, 打好基础 ,

随时准备为国家效力。亦作“养军千

日 , 用在一时”。

养儿防老
【注音】yǎng ěr fáng lǎo

【释义】养育儿子以防老年无依靠。亦

泛指养育子女以防老年无依靠。

【出处】《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包龙

图断曹国舅公案传》: “养儿防老从来

有 , 积谷防饥自古闻。”

【例句】当今社会的养老制度正冲击着

～的旧传统观念。

养虎遗患
【注音】yǎnɡhǔyíhuàn

【释义】养着老虎, 留下祸患。比喻庇

护和宽容坏人 , 由此种下祸根。

【出处】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楚

兵罢食尽 , 此天亡楚之时也, 不如因

其饥而遂取之, 今释弗击, 此所谓养

虎自遗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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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秦朝灭亡以后, 汉王刘邦和楚

王项羽争夺天下 , 打了几年仗也未分

胜负。

后来 , 楚王失利 , 兵士减员很多 , 军

粮又供应不上 , 就同意了汉王刘邦的

建议 , 两家订了条约。以鸿沟为界,

西边归汉 , 东边归楚 , 宣告停战了。

项羽放回了刘邦的父母妻子, 领

兵东归。

汉王刘邦正要履行条约, 领兵士

西归 , 他的谋士张良和陈平拜见刘

邦 , 劝他说 :

“我们已经占据了大半个天下 , 而

且诸侯都归附了我们。现在楚军兵

弱粮尽 , 这时正是老天要他们灭亡的

时候。我们应该乘此时机去消灭他

们。如果现在不去追击他们 , 那可就

是养虎遗患了呀! ”

汉王刘邦听了张良、陈平的劝说,

低头不语。他沉思半晌 , 反复权衡利

弊 , 最后决定派兵去攻打项羽。

刘邦又重新部署各方面的力量,

封给韩信和彭越一大块地盘 , 让他俩

各自为虞 , 合力攻击楚军。结果, 刘

邦获得大胜 , 把项羽围困在垓下, 消

灭了楚军 , 建立了汉朝。

【例句】清查反革命分子的工作必须搞

得彻底 , 决不能 ～。

【近义】后患无穷

【反义】斩草除根

养精蓄锐
【注音】yǎnɡjīnɡxùruì

【释义】保养精神 , 积蓄力量。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三十

四回 : “荀彧曰 : “大军方北征而回 , 未

可复动。且待半年 , 养精蓄锐, 刘表、

孙权可一鼓而下也。”

【例句】我们这半年来 ～, 就是要等比

赛时 , 大胜对方。

【近义】养锐蓄成  休养生息

【反义】劳民伤财

养尊处优
【注音】yǎnɡzūn chǔyōu

【释义】处于尊贵的地位, 过着优越的

生活。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第五十四

回 : “父亲孤身在外, 无人侍奉, 甥女

却在家中养尊处优, 一经想起, 更是

坐立不宁。”

【例句】他从小 ～, 不知道劳动人民的

生活是多么艰难。

【近义】娇生惯养

【反义】含辛茹苦

养痈遗患
【注音】yǎnɡyōnɡyíhuàn

【释义】痈 : 毒疮。患 : 祸害。生了毒疮

不去医治 , 给自己酿成祸害。比喻对

坏人、坏事姑息宽容 , 结果自己遭殃。

【出处】《后汉书·冯衍传》李贤注引冯

衍《与妇弟任武达书》: “至于垂白家

贫身贱之日 , 养痈长疽 , 自生祸殃。”

【例句】我们对待缺点错误的态度, 应

是作坚决的斗争 , 决不能 ～。

【反义】除恶务尽

怏怏不乐
【注音】yàng yàng bùl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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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怏怏: 不满意的神情。形容因

失望不满而心情不愉快。

【出处】宋·司马光《应诏论体要》: “其

当职之人 , 已怏怏不悦, 不肯同心以

助其谋 , 协力以成其事。”

【例句】大家劝他不要为一点小事就整

天 ～, 他总是不听劝说。亦作“怏怏

不悦”。

【近义】闷闷不乐

【反义】欢天喜地

yɑo

妖魔鬼怪
【注音】yāo móɡuǐɡuài

【释义】迷信指害人的妖怪和魔鬼。比

喻各种各样的坏人或邪恶势力。

【出处】清·刘鹗《老残游记》十一回:

“然则这北拳南革都是阿修罗部下的

妖魔鬼怪了?”

【例句】不管对什么 ～, 决不能心慈手

软 , 务必铲除干净。

【近义】牛鬼蛇神  魑魅魍魉

妖言惑众
【注音】yāo yán huòzhònɡ

【释义】妖言 : 怪诞不经的邪说。惑 : 蛊

惑 , 迷乱。用荒诞的邪说迷惑群众。

【出处】汉·班固《汉书·眭弘传》: “妄

设妖言惑众 , 大逆不道。”

【例句】社会上有些人搞封建迷信 , ～,

大家要提高警惕。

【近义】蛊惑人心  造谣惑众

【反义】发榜安民

腰缠万贯
【注音】yāo chán wàn ɡuàn

【释义】贯 : 旧制钱用绳穿 , 每一千个叫

一贯。形容极其富有 , 或随身携带很

多钱财。

【出处】《三家巷》38: “大官僚还是日进

千金 , ～, 花天酒地。”

【例句】这个 ～的农民企业家慷慨解

囊 , 一次就为家乡的教育事业捐资 30

万元。

【近义】富可敌国

【反义】身无分文  不名一钱  身无长

物

摇唇鼓舌
【注音】yáo chún ɡǔshé

【释义】指凭着能说会道的本领搞挑

拨、煽动 , 或进行游说、说教。

【出处】《庄子·盗跖》: “不耕而食, 不

织而衣 , 摇唇鼓舌 , 擅生是非。”

【例句】他到处 ～, 说得人家晕头转向 ,

以骗取信任。

【近义】鼓唇摇舌

摇旗呐喊
【注音】yáo qínàhǎn

【释义】古时作战 , 摇着旗子呐喊助威。

比喻给人助长声势。

【出处】元·乔孟符《两世姻缘》第三

折 : “你这般摇旗呐喊 , 簸土扬沙。”

【例句】在与甲队比赛时, 许多同学为

我们 ～, 鼓舞了我们的士气。

【近义】先声夺人  助长声势

【反义】鸦雀无声  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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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呐”不可写作“纳”或“讷”。

摇身一变
【注音】yáo shēn yībiàn

【释义】将身一摇, 就变了个样子。原

指神话中的神鬼摇一摇身 , 就变化成

别的形体。今多形容人的态度、身份

一下子来了个大的改变。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回:

“悟空捻着诀 , 念动咒语, 摇身一变,

就变做一棵松树。”

【例句】上月我们还见老谭做经纪人,

怎么 ～就成为董事长了呢?

【近义】说变就变  变化无常

【反义】一成不变

摇头摆尾
【注音】yáo tóu bǎi wěi

【释义】摇动着脑袋, 摆动着尾巴。形

容悠然自得的样子。摇晃着脑袋 , 摆

动着身体。形容轻狂得意的样子。

【出处】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 “无

安辞临济去 , 济曰 : ‘门下有个赤梢鲤

鱼 , 摇头摇尾向南方去。’”

【例句】他哼着流行歌曲, ～地朝我们

走来。

【近义】摇头晃脑  自鸣得意

【反义】兴致索然

摇头晃脑
【注音】yáo tóu huànɡnǎo

【释义】脑袋摇来晃去。多形容讲话或

读书吟诵时自得的样子 , 有时也形容

轻狂之态。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四

回 : “当下二人商定, 便站直起身来,

摇头晃脑地走了。”

【例句】他坐在那里 ～, 得意的谈着自

己的文章。

【近义】摇头摆尾  得意忘形

【反义】一本正经  正襟危坐

摇尾乞怜
【注音】yáo wěi qǐlián

【释义】乞 : 乞求。怜: 爱。狗摇着尾

巴 , 以讨主人的欢喜。比喻卑躬屈膝

地谄媚讨好。

【出处】唐·韩愈《应科目时与人书》:

“若俯首帖耳 , 摇尾而乞怜者 , 非我之

志也。”

【例句】他像奴才似的 ～去讨好老板。

摇摇欲坠
【注音】yáo yáo yùzhuì

【释义】坠 : 掉下。摇摇晃晃 , 就要落下

来。比喻地位或基础极不稳固 , 马上

就要垮台的样子。

【出处】巴金《海行杂记·繁星》: “船在

动 , 星也在动 , 它们是这样低, 真是摇

摇欲坠呢! ”

【例句】训练场上 , 他在钢丝绳上 ～, 真

让人为他捏一把汗。

【近义】累卵之危  风雨飘摇

【反义】稳如泰山  岿然不动

遥相呼应
【注音】yáo xiāng hūyìng

【释义】遥 : 远远地 ; 应 : 照应。远远地

互相照应 , 配合。

【出处】赵尔巽等《清史稿·许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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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奉其伪号, 遥相应和, 声势颇

张。”

【例句】侵略者在外面攻, 内奸在里面

鼓噪 , ～。

遥遥领先
【注音】yáo yáo lǐng xiān

【释义】遥遥: 形容距离远; 领先: 超过

同类型的人或事物 , 位于最前面。远

远地超过同类 , 处于最前的位置。形

容成绩、比赛等远远领先别人。

【例句】在登山竞赛中 , 我一直 ～。

【反义】瞠乎其后

遥遥无期
【注音】yáo yáo wúqī

【释义】遥遥 : 久远。形容时间长久 , 没

有期限。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二十七回: “只剩得千把两银

子 , 而放缺又遥遥无期。”

【例句】懒惰的人总是把下决心的时间

推向 ～的将来。

【反义】指日可待

遥遥相望
【注音】yáo yáo xiāng wàng

【释义】遥遥: 远远地; 望 : 眺望。远远

地互相眺望。

【例句】船已经驶出去很远了, 我站在

码头上与小弟 ～, 泪水仍止不住地往

下流。

【近义】遥遥相对

杳如黄鹤
【注音】yǎo rúhuánɡhè

【释义】杳 : 无影无声。像黄鹤飞去 , 不

见踪影或毫无音讯。

【出处】唐代崔颢《黄鹤楼》诗“黄鹤一

去不复返 , 白云千载空悠悠。”

【例句】他这一去 , 竟 ～, 再也不知道他

的音讯。

【近义】泥牛入海  石沉大海  杳无音

信

咬文嚼字
【注音】yǎo wén jiáo zì

【释义】形容过分斟酌字句, 死抠字眼

儿。

【出处】元·无名氏《杀狗劝夫》四折:

“哎! 使不得你咬文嚼字。”

【例句】他讲话总是 ～的, 让人听着别

扭。

【近义】之乎者也

【反义】走马观花  文不加点

咬牙切齿
【注音】yǎo yáqièchǐ

【释义】咬紧牙齿。形容痛恨到极点。

【出处】清·褚人获《隋唐演义》五十四

回 : “秦王听了咬牙切齿 , 如飞奏知唐

帝。”

【例句】他作恶多端 , 人们一提起他 , 就

恨得 ～。

【近义】恨之入骨

【反义】笑容可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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窈窕淑女
【注音】yǎo tiǎo s hūnǚ

【释义】窈窕: 形容女子美好的姿态;

淑 : 品德美好。指美好善良而文雅的

女子。

【出处】《诗经·周南·关雎 ( jiú) 》:

“窈窕淑女 , 君子好逑( qiú) 。”

【例句】小娟品学兼优 , 为人温文尔雅,

正是一位你心目中理想的 ～呢。

【近义】闭月羞花

【反义】面目可憎

【辨析】“窈窕”不可读作“yáo tiáo”。

药到病除
【注音】yào dào bìng chú

【释义】除 : 清除, 排除。药一服下, 疾

病就消除。形容用药效果非常好或

医术高明。

【例句】你这病找他治 , 保证 ～。

【近义】立竿见影  妙手回春

【反义】庸医杀人

要言不烦
【注音】yào yán bùfán

【释义】要 : 切要。烦 : 烦琐。说话行文

简明扼要 , 不烦琐。

【出处】《谈朱自清的散文》: “一步一步

说下来顺理成章, 要言不烦。”

【例句】那本书 ～, 令人百读不厌。

【近义】言简意赅

【反义】漫无边际

耀武扬威
【注音】yào wǔyánɡwēi

【释义】炫耀武力 , 显示威风。

【出处】元·无名氏《谢金吾》: “他也曾

斩将搴旗 , 耀武扬威。”

【例句】敌人骑着高头大马 ～。

【近义】飞扬跋扈

【辨析】～和“张牙舞爪”都有“威胁、炫

耀”的意思。但 ～偏重在以武力吓人

振摄 ; “张牙舞爪”偏重在以凶相吓

人。

ye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注音】yěhuǒshāo bùjìn, chūn fēnɡ

chuīyòu shēnɡ

【释义】荒山野地的大火燃烧也不能使

它灭绝 , 春风一来它又蓬勃滋生。形

容野草生命力的顽强。比喻有生命

力的新生事物, 任何力量也无法扼

杀。

【出处】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 ,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

尽 , 春风吹又生。”

【例句】我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革

命精神是摧不垮的 , ～。

业精于勤
【注音】yèjīnɡyúqínɡ

【释义】业 : 学业。学业精深来自勤奋。

【出处】李欣《老生常谈·业精于勤》:

“古话说得好 , ‘业精于勤’⋯⋯一个

‘勤’字, 道破了多少精通业务技术的

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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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我们学校的老师个个 ～。

叶公好龙
【注音】yèɡōnɡhào lónɡ

【释义】叶 : 旧读 shè。好 : 爱好。汉代

刘向《新序·杂事》里说 , 叶公子很喜

爱龙 , 家里到处都画着龙。天上的龙

知道了 , 就来到他家, 把龙头伸进窗

口往里看 , 龙尾拖在堂屋上。叶公见

了吓得失魂落魄 , 面无人色。后来就

用这个故事比喻表面上爱好某种事

物 , 但并非真正爱好它, 甚至于还畏

惧它。

【出处】梁启超《敬告国人之误解宪政

者》: “叶公好龙 , 好其是而非者。”

【例句】小李是个 ～似的人物, 他自称

是个摄影家 , 但他从来不敢参加摄影

比赛!

【近义】口是心非  表里不一

【反义】名副其实  名实相符

【辨析】“叶”旧读“shè”( 社) 。

叶落归根
【注音】yèluòɡuīɡēn

【释义】树叶飘落, 掉在树根。旧时比

喻事物总有一定的归宿。现比喻不

忘本源。

【出处】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第五

卷 : “叶落归根 , 来时无口。”

【例句】他老了, 更想念祖国, 希望 ～,

回国安度晚年。

叶落知秋
【注音】yèluòzhīqiū

【释义】看到一片叶子落了, 便知道秋

天到了。比喻从某种微小的变化而

预感到事物的发展 , 或从个别现象推

知全体、全局。

【出处】宋·唐庚《文录》: “唐人有诗

云 : ‘山僧不解数甲子 , 一叶落知天下

秋。’”

【例句】你只了解了一部分情况, 就借

口 ～, 推测其他 , 我认为是不妥的。

夜长梦多
【注音】yèchánɡmènɡduō

【释义】比喻时间拖长了, 事情就可能

发生不利的变化。

【出处】清·吕留良《家书》: “荐举事近

复纷纭 , 夜长梦多 , 恐将来有意外, 奈

何! ”

【例句】这件事已经决定了, 赶快抓紧

时间办 , 免得 ～。

【近义】朝令夕改  朝秦暮楚

【反义】一成不变  雷打不动

夜郎自大
【注音】yèlánɡzìdà

【释义】夜郎 : 我国汉代西南部的一个

小国 , 在今贵州一带。比喻无知而又

妄自尊大。

【出处】《史记·西南夷列传》: “滇王与

汉使言曰: ‘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

变亦然。以道不通故 , 各自以为一州

王 , 不知汉广大。”

【例句】你只是在校内比赛获得第一就

自以为天下无敌 , 这未免有点 ～。

【近义】目中无人

【反义】自惭形秽  虚怀若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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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以继日
【注音】yèyǐjìrì

【释义】夜晚接着白天。形容日夜不

停。

【出处】《孟子·离娄下》: “其有不合

者 , 仰而思之 , 夜以继日。”

【例句】为了在年底完成这批产品, 工

人们 ～, 加班加点地拼命干。

【近义】通宵达旦  废寝忘食

【反义】游手好闲

yi

一败涂地
【注音】yībài túdì

【释义】失败得肝脑涂地。形容失败得

十分惨重。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

记》: “刘季曰 : ‘天下方扰 , 诸侯并起,

今置将不善 , 一败涂地。”

【典故】刘邦任秦朝沛县水亭亭长时,

奉县令的命令 , 押了一批百姓到骊山

去做苦工 , 边走边有人逃亡了。刘邦

想 : “这样下去可不行! 不用到骊山,

我看人早就逃走了。那时, 被治罪的

还是自己。于是 , 他就对剩下的人

说 : “想走就走吧, 希望你们回去, 日

子过得舒服。”要走的都走了 , 他就和

没走的到山里去躲起来。

陈胜 , 在秦二世继位时 , 起兵抗秦 ,

自命为楚王。沛县县令想投降陈胜。

部属萧何和曹参建议县令说: “你是

秦朝的县令 , 如果你背叛了秦, 恐怕

会有人不服 , 不如把刘邦找回来, 以

制服那些人。”县令就命樊哙去找刘

邦。

可等刘邦要回城时, 县令变卦了 ,

不让他进城。刘邦就用箭射信给城

里百姓 , 号召他们起来造反。沛县父

老 , 听从了刘邦的见议 , 杀死了县令。

于是 , 打开城门, 迎接刘邦 , 并请他当

县令。刘邦非常谦虚地说: “现在天

下局势紧张 , 县令人选一定要慎重,

否则会一败涂地。请你们选比较有

才能的人吧! ”最后 , 沛县百姓, 还是

一致推选刘邦做了县令。

【例句】对方在我队球员勇猛的攻击

下 , 丧失了防守能力 , 终于 ～。

【近义】一败如水  落花流水

【反义】大获全胜

一板三眼
【注音】yībǎn sān yán

【释义】板、眼 : 戏曲音乐的节拍。比喻

规范严谨。

【出处】清·吴趼人《糊涂世界》六回:

“如今的时势 , 就是孔圣人活过来 , 一

板三眼的去做 , 也不过是个书呆子罢

了。”

【例句】他做起事来总是 ～的, 从不马

虎。

【近义】有板有眼  四平八稳

一本万利
【注音】yīběn wàn lì

【释义】本钱小 , 利润大。

【出处】曹禺《北京人》1 幕 : “说要办实

业。想开一个一本万利的肥皂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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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我看应该集中力量抓好眼下的

工作 , 而不要老去做 ～的美梦。

一本正经
【注音】yīběn zhènɡjīnɡ

【释义】原指一本正规的经书, 后形容

态度端重严肃。常带讽刺意味。

【出处】鲁迅《书信集·致萧军、萧红》:

“我的经验 , 是人来要我帮忙的 , 他用

‘互助论’, 一到不用 , 或要攻击我了,

就用‘进化论的生存竞争说’; 前后一

对照 , 真令人要笑起来, 但他却一本

正经 , 说得一点也不自愧。”

【例句】看着他在联欢会上 ～的样子,

我们忍不住笑了起来。

【近义】正颜厉色  不苟言笑

【反义】嬉皮笑脸

一笔勾销
【注音】yībǐɡōu xiāo

【释义】用笔全部勾掉。形容全部除

去。

【出处】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

参政范文正公》: “公取班簿, 视不才

监司 , 每见一人姓名 , 一笔勾销 , 责打

之说 , 我亦不忍 , 快请出房便了。”

【例句】只要你把东西还给我, 我们之

间的恩恩怨怨便 ～了。

【近义】一笔勾断

一笔抹杀
【注音】yībǐmǒshā

【释义】抹杀 : 抹掉 , 消除。一笔全部抹

掉。比喻轻率地将成绩全部否定。

【出处】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嘉

靖大狱张本》: “是时席元山虽狠愎,

亦未敢遽执其事 , 尚请覆核。而世宗

独断 , 直谓议礼新贵所昭雪, 即跖跻

亦必曾史。遂将前后詑书, 一笔抹

杀。”

【例句】他对我们厂是有贡献的, 我们

不能因为他出了一点差错便将他的

成绩也 ～了。

一碧万顷
【注音】yībìwàn qǐnɡ

【释义】碧 : 青绿色。顷: 一百亩为一

顷。形容水面或天空一片碧绿 , 广阔

无际。

【出处】《岳阳楼记》: “至若春和景明 ,

波澜不惊 , 上下天光 , 一碧万顷。”

【例句】那 ～的大草原 , 实在是太美了。

一臂之力
【注音】yībìzhīlì

【释义】一只臂膀的力量, 指其中部分

力量或不太大的力量。常表示顺势

帮忙。

【出处】《三国演义》四十四回 : “望孔明

助一臂之力 , 同破曹贼。”

【例句】你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我可以

助你 ～。

一波三折
【注音】yībōsān zhé

【释义】波 : 书法中的捺。折 : 笔锋转换

方向。本指写字笔画曲折多姿。后

形容文章结构曲折 , 或事情在进行中

阻碍曲折很多。

【出处】晋·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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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每作一波 , 常三过折笔。”

【例句】想不到这次试验竟 ～, 很不顺

利。

【近义】迂回曲折  坎坷不平

【反义】平铺直叙  一帆风顺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注音】yībōwèi pínɡ, yībōyòu qǐ

【释义】一阵波浪还未平息, 另一阵波

浪又涌起。比喻旧的问题还没有解

决 , 新的问题又发生了。

【出处】唐·刘禹锡《浪淘沙》: “流水淘

沙不暂停 , 前波未灭后波生。”

【例句】张厂长一听机修车间又出了事

故 , 心想 , 这可真是 ～。

【近义】此起彼伏

一步登天
【注音】yībùdēnɡtiān

【释义】登 : 上。一步登上青天。一下

子达到极高的境界或程度。也比喻

突然得志 , 爬上高位。

【例句】他从偏远的山区来到省城读大

学 , 真好像 ～, 他对一切事都心满意

足。

【反义】寸步难行  一落千丈

一不做, 二不休
【注音】yībùzuò, ér bùxiū

【释义】休 : 停止, 罢休。要么不做, 要

么就干到底。

【出处】《醒世恒言》卷二十九: “一不

做 , 二不休, 若不斩草除根, 恐有后

患。”

【例句】我看, 干脆 ～, 要累就再累点,

咱们到山顶上去看看。

一倡百和
【注音】yīchànɡbǎi hè

【释义】倡 : 提倡, 倡导。和 : 附和。一

人倡导 , 很多人附和。

【出处】《官场现形记》四十七回 : “于是

一倡百和 , 大家都是这个说法。”

【例句】他的这一建议 ～, 很快便得到

了大家的赞许。

【近义】一呼百应

一唱一和
【注音】yíchànɡyīhè

【释义】和 : 应和, 附和。跟着别人唱。

比喻双方互相配合 , 彼此呼应。

【出处】宋·陈窻《颍川语小》下卷 : “句

法有正有奇 , 有呼有应。呼应者一唱

一和。”

【例句】他们俩经常 ～, 给领导出难题 ,

让群众看笑话。

一尘不染
【注音】yīchén bùrǎn

【释义】尘 : 佛教把色、声、香、味、触、法

称为“六尘”。本指修道者身心纯洁 ,

不为六尘所污染。后比喻品德高尚

或物品非常洁净。

【出处】明·冯梦龙《喻世明言》卷二十

九 : “他从小出家, 真个是五戒具足,

一尘不染 , 在皋亭山显孝寺住持。”

【例句】他打量着这 ～的家具, 满意地

笑了。

【近义】一干二净  纤尘不染

【反义】如蚁附腹  东食西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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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不变
【注音】yīchénɡbùbiàn

【释义】一经形成 , 永不改变。

【出处】汉 · 戴圣 《礼 记 · 王制》:

“⋯⋯。一成而不可变, 故君子尽心

焉。”

【例句】天下没有 ～的东西, 随着时间

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 或多或少, 总

是会有变化的。

【近义】刻舟求剑

【反义】不拘一格  千变万化

一筹莫展
【注音】yīchóu mòzhǎn

【释义】筹 : 计策, 办法。展 : 施展。一

个办法也拿不出来。

【出处】明·唐顺之《与陈苏山职方》:

“盖部中只见其报功而不知其为衰庸

碠懦、一筹莫展之人也。”

【例句】平时学习不认真 , 马马虎虎 , 不

求甚解 , 到用时就会感到知识贫乏,

～。

【近义】束手无策  手足无措

【反义】情急智生  急中生智

一触即发
【注音】yīchùjífā

【释义】本指箭在弦上, 一经触动就会

发出。后比喻局势紧张 , 稍有触及就

会爆发。

【出处】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

之大势》三 : “积数千年民族之精髓,

递相遗传 , 递相扩充, 其机固有磅礴

郁积 , 一触即发之势。”

【例句】双方都在加紧备战, 内战有 ～

之势。

【近义】剑拔弩张  箭在弦上

一触即溃
【注音】yīchùjíkuì

【释义】触 : 碰。刚一接触就溃败。形

容很容易被打垮。

【出处】毛泽东《学习和时局》: “胡宗南

派到河南的几个师 , 也是一触即溃。”

【例句】我军势如破竹 , 锐不可当 , 敌人

派来的几个师也是 ～。

【近义】不堪一击

【反义】坚如磐石

一蹴而就
【注音】yīcùér jiù

【释义】蹴 : 踏 , 踩。就 : 成功。一迈步

就取得成功。形容办事非常容易。

【出处】宋·苏洵《上田枢密书》卷十

四 : “天下之学者 , 孰不欲一蹴而造圣

人之域。”

【例句】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

革 , 它不可能 ～。

【近义】一箭上垛

【反义】欲速则不达 来之不易

一刀两断
【注音】yīdāo liǎnɡduàn

【释义】一刀斩成两段。比喻彻底断绝

关系。

【出处】宋·朱熹《朱子全书·论语·

宪问》: “观此可见克己者是从根源上

一刀两断 , 便斩绝了 , 更不复萌。”

【例句】薛小力自从和那伙不三不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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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 ～后 , 学习成绩有了明显的提

高。

【反义】藕断丝连  拖泥带水

一反常态
【注音】yīfǎn chánɡtài

【释义】一下子和平常的态度完全不同

了。形容态度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

化。

【例句】他平时总是有说有笑, 今天却

～, 默不作声。

【反义】一如既往

一帆风顺
【注音】yīfān fēnɡshùn

【释义】航行顺风, 前进顺利。比喻工

作顺利 , 没有挫折。也用作祝人旅途

平安的话。

【出处】清·李渔《怜香伴·僦居》: “栉

霜沐露多劳顿 , 喜借得一帆风顺。”

【例句】改革开放不可能是 ～的, 对可

能遇到的困难和挫折 , 我们应有足够

的思想准备。

【近义】无往不利  风平浪静

【反义】逆水行舟  迂回曲折

【辨析】～和“无往不利”都含有“非常

顺利”的意思。区别在于: ①着点不

同。 ～是就人或事物前进、发展的过

程说的 , 表示过程中毫无挫折 ; “无往

不利”是就人或事物在前进中所处的

环境说的 , 表示处处顺利。②当表示

仕途顺利、官运亨通过 , 一般用 ～; 不

用“无往不利”。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注音】yīfūdānɡɡuānɡ, wàn fūmò

kāi

【释义】夫 : 成年男子。一人把住关 , 一

万人也攻不开。形容地势险要 , 易守

难攻。

【出处】汉·刘安《淮南子·兵略训》

“一人守隘 , 而千人弗敢过也。”

【例句】居庸关地势十分险要, 是个 ～

的地方 , 因此历代军事家都很重视

它。

【近义】龙盘虎踞

一得之见
【注音】yīdézhījiàn

【释义】一得: 一点心得, 一点可取之

处 ; 见 : 见解。一点点肤浅的见解。

【出处】《史记·淮阴侯列传》: “广武君

曰 : ‘臣闻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 愚者

千虑 , 必有一得。’”

【例句】这是我对本文的 ～, 很不全面 ,

也不一定完全正确 , 只供参考。

一概而论
【注音】yīɡài ér lùn

【释义】概 : 旧时称量粮食时刮平斗斛

的工具。一概 : 一个标准。不加区别

地用一个标准来看待。

【出处】《楚辞·九章·怀沙》: “同糅玉

石兮 , 一概而相量。”

【例句】具体问题应作具体分析, 不可

～。

【近义】混为一谈  等量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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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干二净
【注音】yīɡān èr jìnɡ

【释义】干干净净 , 没有一点剩余。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四十四

回 : “此山大虫 , 亏得骆小姐杀的一干

二净 , 我们才能在此安业。”

【例句】他几句话就把责任推得 ～。

【近义】荡然无存  一尘不染

一鼓作气
【注音】yīɡǔzuòqì

【释义】作气: 鼓起勇气。本指擂响第

一道鼓时 , 士兵们就士气高涨。后指

趁情绪高昂之时把事情办好。

【出处】《左传·庄公十年》: “夫战, 勇

气也。一鼓作气 , 再而衰, 三而竭。”

【例句】大家 ～, 很快就把剩余的工作

全部做完了。

【近义】一气呵成  趁热打铁

一呼百应
【注音】yīhūbǎi yìnɡ

【释义】呼 : 召唤。应 : 响应。一人发出

号召 , 众人纷纷响应。

【出处】明·天然痴叟《石点头·侯官

县烈女歼仇》: “因是扑爪牙四布, 一

呼百应 , 远近闻名 , 人人畏惧 , 是一个

公行大盗 , 通天神棍。”

【例句】秦始皇死后, 陈胜、吴广揭竿而

起 , 天下 ～。

【近义】一呼百诺

一挥而就
【注音】yīhuīér jiù

【释义】就 : 完成。笔一挥便完成了。

形容文思敏捷或笔法娴熟。

【出处】宋·孙觌《鸿庆居士文集·翰

林莫公内外制序》卷三十 : “一夕召公

独草六制 , 宰相吴敏欲因是以危公,

公解衣据案 , 一挥而就。”

【例句】他沉思片刻 , ～, 一只栩栩如生

的虾便跃然纸上。

【近义】手不停挥

一技之长
【注音】yījìzhīchánɡ

【释义】技 : 技能。长: 专长, 特长。某

方面的特长。

【出处】清·郑燮《郑板桥集·家书·

淮安舟中寄舍弟墨》: “愚兄平生漫骂

无礼 , 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长, 一行一

言之美 , 未尝不啧啧称道。”

【例句】他感到 , 只有在这里才能充分

发挥自己的 ～。

【反义】一无所长  一无所能

一家之言
【注音】yījiāzhīyán

【释义】自成体系的学术论著。也指某

个学派或个人的见解。

【出处】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亦

欲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

家之言。”

【例句】认为《红楼梦》一百二十回都是

曹雪芹所著 , 这种看法只是 ～。

一见如故
【注音】yījiàn rúɡù

【释义】故 : 老朋友。初次见面就像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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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一样。

【出处】宋·张洎《贾氏潭录》: “李邺侯

为相日 , 吴人顾况西游长安, 邺侯一

见如故。”

【例句】一个是台湾的作家, 一个是香

港的运动员 , 两个 ～, 成了好朋友。

【近义】相见恨晚

【辨析】～和“一见钟情”都形容两人初

次见面情感上就互相融合。但 ～泛

指一般友谊之间的情投意合; “一见

钟情”专指男女之间的感情融洽相

通。二者无内在联系。

一见钟情
【注音】yījiàn zhōnɡqínɡ

【释义】钟 : 集中。钟情 : 感情专注。初

次见面就产生了爱情。

【出处】清·古昊墨浪子《西湖佳话·

西泠韵迹》: “乃蒙郎君一见钟情, 故

贱妾有感于心。”

【例句】他俩 ～, 很快便双双坠入爱河。

【近义】一见倾心

一箭双雕
【注音】yījiàn shuānɡdiāo

【释义】雕 : 一种凶猛的大鸟。一箭同

时射中两只大雕。本指射技精湛。

后比喻一举两得。

【出处】唐·李延寿《北史·长孙晟

传》: “尝有二雕飞而争肉, 因以箭两

只与晟 , 请射取之。晟驰往, 遇雕相

攫 , 遂一发双贯焉。”

【典故】长孙晟是南北朝周时人。

他很聪敏 , 又有军事学识和本领,

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大将 , 尤其是骑马

射箭的本领 , 更是高人一等。

当时, 北方的突厥非常怕他 , 因为

他的力气特大, 射箭时, 弓弦一定拉

得很响亮 ; 作战时, 他的马总比别人

的跑得快 , 所以有霹雳弓、闪电马的

美称。

突厥王请求北周把公主嫁给他。

周宣帝答应了 , 把千金公主嫁给突厥

王报图河汗 , 并且派长孙晟当护卫。

到了突厥 , 突厥王非常尊重他, 而

且很喜欢和他一块出去打猎。

有一次 , 长孙晟和突厥王一块出去

打猎的时候 , 正好有两只大雕鸟在空

中争夺一块肉 , 长孙晟把两只雕一箭

都射下来 , 令突厥人大吃一惊, 更加

佩服。

【例句】他考虑了半天, 终于想出了个

～的好主意。

【近义】一举两得

【反义】赔了夫人又折兵

一蹶不振
【注音】yījuébùzhèn

【释义】蹶 : 跌倒, 引申指挫折、失败。

振 : 振作。跌一跤就爬不起来。比喻

一遭受挫折便不能再振作起来。

【出处】汉·刘向《说苑·谈丛》: “一噎

之故 , 绝谷不食; 一蹶之故, 却足不

行。”

【例句】高考失利 , 小王便 ～, 至今也没

有恢复过来。

【近义】一败涂地

【反义】百折不挠  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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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举成功
【注音】yījǔchénɡɡōnɡ

【释义】举 : 行为 , 动作。一下子就获得

成功。

【例句】做事如能 ～更好, 但好多事都

需要经过脚踏实地的长期努力才能

成功。

【反义】一败涂地

一举成名
【注音】yījǔchénɡmínɡ

【释义】举 : 举动 , 行动。旧指读书人因

科举及第而闻名天下。后形容一下

子出了名。

【出处】唐·韩愈《唐故国子司业窦公

墓志铭》: “公一举成名而东 , 遇其党,

必曰 : ‘非我之才。’”

【例句】经过多年的努力, 这项实验终

于成功了 , 这使他 ～。

【辨析】～和“一鸣惊人”都含“一下子

出了名”的意思。但 ～表示“出了名

声”, 其目的仅仅是为“做某件事”;

“一鸣惊人”表示“做出惊人之举”, 其

途径不限于某件事, 也可以指说话

等。

一举两得
【注音】yījǔliǎnɡdé

【释义】举 : 往上托 , 举动 ; 得 : 得到。比

喻做一件事, 同时得到两方面的好

处。

【出处】《东观汉记·耿�2传》: “吾得临

淄 , 即西安孤 , 必覆亡矣 , 所谓一举而

两得者也。”

【例句】他建议在荒山坡上种植果树,

这样既能增加收入, 又能美化环境,

可以 ～。

【反义】顾此失彼  事倍功半

【辨析】～和“两全其美”都有事情的两

方面都有好结果之意。区别在于:

“两全其美”指做事顾全两方面 , 使之

都有好的结果 ; 而 ～指做一件事而收

到两件事的效果。

一举一动
【注音】yījǔyīdònɡ

【释义】指每一个举动。

【出处】明·凌闬初《二刻拍案惊奇》第

三十七卷 : “吾与你身虽隔远 , 你一举

一动吾必晓得。”

【例句】做外事工作的同志的 ～都关系

着祖国的声誉和利益。

一刻千金
【注音】yīkèqiān jīn

【释义】一刻光阴值千金。比喻时间宝

贵。

【出处】宋·苏轼《春夜》诗: “春宵一刻

值千金 , 花有清香月有阴。”

【例句】我们一定要珍惜这 ～的宝贵时

光 , 努力学习 , 以优异的成绩报效祖

国。

【近义】一寸光阴一寸金

一孔之见
【注音】yīkǒnɡzhījiàn

【释义】孔 : 小洞。从一个小洞里看到

的。比喻狭窄片面的见解。

【出处】老舍《四世同堂》九十六 : “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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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事务的知识很欠缺 , 然而又自有

他的一孔之见。”

【例句】他对改革开放本来就缺乏认

识 , 还抱着自己的 ～说东道西。

【近义】一得之见  一隅之见

【反义】远见卓识

一来二去
【注音】yīlái èr qù

【释义】指在某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逐

步积累。

【出处】《养花》: “一来二去, 我摸着一

些门道 : 有的喜阴, 就别放在太阳地

里 ; 有的喜干 , 就别多浇水。”

【例句】他俩本来就是同学, 毕业后又

分到一个单位 , ～, 也就有了感情。

一览无余
【注音】yīlǎn wúyú

【释义】览 : 看。全部都看得清清楚楚。

【出处】清·李绿园《歧路灯》九十二

回 : “这十行俱下的眼睛 , 看那一览无

余的诗文。”

【例句】站在山顶 , 远山近景 ～。

【近义】一目了然

【反义】目不暇接

一劳永逸
【注音】yīláo yǒnɡyì

【释义】逸 : 安乐 , 安闲。现在辛苦一次

就可以得到永久的安逸。

【出处】汉·班固《封燕然山铭》: “兹可

谓一劳而久逸 , 暂费而永宁也。”

【例句】考上大学并不是 ～的事, 如果

不继续刻苦学习 , 仍然不能成为有真

才实学的人。

【近义】一劳久逸

一了百了
【注音】yīliǎo bǎi liǎo

【释义】主要问题一解决, 其他问题也

跟着迎刃而解。

【出处】明·王守仁《传习录》卷下 : “良

知无前后 , 只知得现在的几, 便是一

了百了。”

【例句】与其窝在心里生闷气, 不如大

家当面把问题讲清楚 , 来个 ～的解决

办法。

一鳞半爪
【注音】yīlín bàn zhǎo

【释义】鳞 : 鱼类及爬行动物等身上的

鳞片。原指传说中的龙在云中只偶

然露出身体的一部分。比喻事物的

零星片断。

【出处】鲁迅《致增田涉》: “这次所记述

的 , 只是一鳞半爪。”

【例句】原始祖先的口头创作, 今天我

们只能从后人的记载中窥见得 ～。

【近义】东鳞西爪  挂一漏万

【反义】面面俱到

一路货色
【注音】yīlùhuòsè

【释义】一路: 同一类; 货色: 货物。比

喻同一类货。

【例句】这部小说宣传迷信, 和巫婆们

说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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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平安
【注音】yīlùpínɡān

【释义】一路: 在整个行程中。一路上

平平安安。

【例句】我已经到了北京 , ～, 请不要惦

念。

一路顺风
【注音】yīlùshùn fēnɡ

【释义】本指航行一路顺利, 引申旅行

顺当或办事顺利。常作送别时的祝

颂语。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十九

回 : “忽然一路顺风里 , 说道想要告休

归里。”

【例句】火车就要开动了, 王刚再一次

握住我的手说: “祝你 ～, 两年后再

见。”

【近义】一路平安

一落千丈
【注音】yīluòqiān zhànɡ

【释义】本指琴声突然由高降到低。后

指境况、地位、声誉等急剧下降。

【出处】唐·韩愈《昌黎集·听颖师弹

琴》卷五 : “跻攀分寸不可上, 失势一

落千丈强。”

【例句】他父亲去世后 , 家庭境况便 ～。

【近义】一泻千里

【反义】步步登高  白日长天

一马当先
【注音】yīmǎdānɡxiān

【释义】策马冲在最前面。形容奋勇争

先。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七十一

回 : “黄忠一马当先 , 驰下山来。”

【例句】王连长 ～, 率领战士们向敌人

的阵地冲了上去。

【近义】身先士卒

【反义】临阵脱逃

一马平川
【注音】yīmǎpínɡchuān

【释义】平川: 地势平坦的地方。指能

纵马疾驰的平地。

【例句】他带领部队突围, 可在这 ～的

地方 , 几次冲锋都被敌人的重火力压

了回来。

一脉相承
【注音】yīmài xiānɡchénɡ

【释义】指一个血统或派系世代相续流

传。

【出处】宋·钱时《两汉笔记》卷十一:

“是故言必称尧舜, 而非尧舜之道则

不敢陈于王前 , 一脉相承, 如薪传火 ,

无他道也。”

【例句】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与《诗

经》的现实主义传统是 ～的。

【近义】绳其祖武

【反义】错综复杂

一脉相通
【注音】yīmài xiānɡtōnɡ

【释义】一脉: 一个血脉系统。指出自

同一血脉、系统或派别。

【例句】李白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性

格 , 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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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

一毛不拔
【注音】yīmáo bùbá

【释义】一根毫毛也不肯拔掉。形容极

端吝啬自私。

【出处】唐·虞世南《北堂书钞》三十三

引《燕丹子》: “荆曰 : ‘有鄙志, 尝谓心

向意等 , 没身不顾 ; 情有乖异 , 一毛不

拔。’”

【例句】这个守财奴 , 平日里 ～, 今天要

让他好好出点钱, 那可是一件难事。

【近义】爱财如命  一钱如命

【反义】千金一掷  挥金如土

一面之词
【注音】yīmiàn zhīcí

【释义】面 : 方面。争执双方中单方面

的话。

【出处】《喻世明言》卷十: “前任知县,

听信一面之词 , 将小人问成死罪。”

【例句】工作组下去调查情况, 不能只

听 ～。

一面之交
【注音】yīmiàn zhījiāo

【释义】交 : 交情。只见过一面的交情。

指不深的交情。

【出处】晋·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李善

注引《本论》: “徒以一面之交 , 定詒否

之决。”

【例句】虽然他与我仅 ～, 但那天的谈

话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近义】泛泛之交  萍水相逢

【反义】患难之交  生死之交

【辨析】～、“泛泛之交”和“点头之交”

都表示不很了解 , 关系不很深。但 ～

更强调见面次数少 ; 而“泛泛之交”、

“点头之交”则是突出相互了解得不

深 , 关系不密切。

一鸣惊人
【注音】yīmínɡjīnɡrén

【释义】一声鸣叫使人震惊。比喻平常

默默无闻的人突然取得优异的成绩

而引起人们的惊异。

【出处】《韩非子·喻老》: “虽无飞, 飞

必冲天 ; 虽无鸣 , 鸣必惊人。”

【例句】我国体育代表团第一次参加奥

运会 , 便 ～, 夺得了 15 枚金牌。

【近义】一飞冲天  一举成名

【反义】老生常谈

一模一样
【注音】yīmúyīyànɡ

【释义】一个模样。指完全相同。

【出处】明·凌闬初《初刻拍案惊奇》卷

二 : “话说人生只有面貌最是不同。

盖因各父母所生, 千支万派, 那能够

一模一样的?”

【例句】站在我面前的小强 , 高大英俊 ,

和我想像中的 ～。

【近义】一般无二  如出一辙

【反义】截然不同  三六九等

一目了然
【注音】yīmùliǎo rán

【释义】目 : 看。了然 : 明白。一眼就看

得清清楚楚。

【出处】明·张岱《皇华考序》: “可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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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索籍 , 山溪道路 , 一日了然。”

【例句】内行的人 ～, 这个厂的问题 , 就

出在管理不严上。

【近义】一览无余  了了可见

【反义】目不暇接  深不可测

【辨析】“了”不可读作“lē”。

一目十行
【注音】yīmùshíhánɡ

【释义】一眼同时看十行文字。形容阅

读速度很快。

【出处】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二十

四 : “那三官双名景隆, 字顺卿, 年方

一十七岁。生得眉目清新 , 丰姿俊

雅 , 读书一目十行 , 举笔即便成文。”

【典故】南北朝时, 南朝梁国的简文帝

萧纲 , 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三个儿子。

萧纲小时候十分聪颖, 刚刚六岁

就会写文章了。大家听说后都感到

惊奇 , 不肯相信。

一天 , 梁武帝把萧纲叫到跟前, 给

他出一个题目 , 说 :

“你就坐在我面前写, 我亲眼看

着 , 就知道你到底会不会写文章了! ”

梁武帝吩咐左右取来笔纸, 萧纲

提笔挥写 , 一会儿工夫便写完了。梁

武帝看后, 情不自禁地称赞说: “好

啊 , 语言流畅 , 辞采甚美 , 我这个儿子

快赶上七岁成诗的曹植啦⋯⋯”萧纲

长大以后 , 非常喜欢读书, 而且看得

极快 , 一目十行, 别人对他的看书速

度简直不敢相信。萧纲对各种各样

的书籍都喜欢看 , 诸子百家学说, 他

无所不晓 , 尤其喜欢诗辞歌赋, 拿起

笔来就能写上一篇。他办事也很干

练 , 十几岁就能处理政务了。

二十九岁时 , 萧纲被立为太子。立

为太子后 , 萧纲与文人徐离、庚肩吾

等结交 , 以轻靡绮艳的文辞描写糜烂

的宫廷生活 , 时称“宫体诗”, 曾风靡

一时。

【例句】他看书很快, ～。

【近义】十行俱下

【辨析】～和“走马观花”相比, ～偏重

于“十行”, 即速度快 ; 而“走马观花”

没有速度快的含义。

一年半载
【注音】yīnián bàn zǎi

【释义】载 : 年。一年或半年。泛指一

段时间。

【出处】宋·李虻等《太平广记》卷二百

零二引《玉堂闲话》: “或一年半载 , 与

妻子略相面焉。”

【例句】张明在外打工 , ～难回家一趟 ,

他妻子独自负担着全部家务。

【反义】长年累月  千秋万岁  经年累

月 久而久之

一年之季在于春
【注音】yīnián zhījìzài yúchūn

【释义】计 : 计划, 打算。一年的打算关

键在春天。指全年要做的事应在春

天提早安排 , 或年初就应抓紧工作为

全年打下基础。

【出处】《春》: “‘一年之季在于春’, 刚

起头儿 , 有的工夫 , 有的是希望。”

【例句】～, 春耕搞好了 , 全年的收成也

就有了保障。

【近义】一日之计在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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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之差
【注音】yīniàn zhīchā

【释义】念 : 念头 , 想法。一个想法上的

差错。

【出处】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三十

五 : “这般会合, 那些个男欢女爱, 是

偶然一念之差。”

【例句】作为领导干部, 工作一定要慎

之又慎。往往 ～, 就会给人民的事业

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辨析】“差”不可读作“chà”。

一诺千金
【注音】yīnuòqiān jīn

【释义】诺 : 承诺的话。一句承诺的话

价值千金。形容说话很讲信用。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季布栾布

列传》: “得黄金百, 不如得季布一

诺。”

【例句】你既然答应了 , 就该守信用 , 君

子 ～。

【近义】言而有信  一言既出, 驷马难

追

【反义】言而无信  自食其言

一拍即合
【注音】yīpāi jíhé

【释义】一打拍子就合于乐曲的节奏。

形容很快取得一致。

【出处】清·李绿园《歧路灯》十八回:

“古人云 : ‘君子之交 , 定而后求 ; 小人

之交 , 一拍即合。’”

【例句】一个想推销产品, 一个急需要

这种材料 , 两家 ～, 马上签订了合同。

【辨析】“即”不可写作“既”。

一盘散沙
【注音】yīpán sǎn shā

【释义】比喻不团结或没有组织起来的

人或团体。

【出处】清·陈天华《狮子吼》八回 : “各

国的会党 , 莫不有个机关报, 所以消

息灵通 ; 只有中国的会党 , 一盘散沙 ,

一个机关报没有 , 又怎么行呢?”

【例句】这个厂领导班子不团结, 群众

如 ～, 怎么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

于不败之地呢?

【近义】人心涣散

【反义】众志成城  万众一心

【辨析】～和“乌合之众”都强调“散漫

无纪律”。但 ～强调涣散的程度 ; “乌

合之众”强调“散漫”的原因。

一贫如洗
【注音】yīpín rúxǐ

【释义】贫 : 贫困。穷得像被冲洗过似

的 , 什么也没有。

【出处】元·关汉卿《窦娥冤》楔子 : “小

生一贫如洗 , 流落在楚州居住。”

【例句】旧社会里, 许多劳动人民衣食

无着 , ～, 艰苦度日。

【反义】腰缠万贯

【辨析】～和“一无所有”都指“什么也

没有。”但“一无所有”语义较广 , 可以

用在每个方面 ; ～只能用在形容贫穷

的程度上。

一暴十寒
【注音】yīpùshíh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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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暴 : 同“曝”, 晒。晒一天 , 冻十

天。比喻做事没有恒心。

【出处】宋·朱熹《论语·学而时习之

章》: “虽曰习之 , 而其工夫间断 , 一暴

十寒 , 终不足以成其习之之功矣。”

【例句】学习必须持之以恒 , 如果 ～, 那

就永远也不可能取得什么成就。

【近义】虎头蛇尾  三天打鱼, 两天晒

网

【反义】持之以恒

【辨析】“暴”不可读作“bào”。

一气呵成
【注音】yīqìhēchénɡ

【释义】呵 : 呼气。一口气做成功。形

容文章气势连贯。也指工作迅速完

成 , 中途没有间隙。

【出处】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

五 : “若‘风急天高’, 则一篇之中句句

皆律 , 一句之中字字皆律, 而实一意

贯串 , 一气呵成。”

【例句】孙中山先生曾希望推翻清朝

后 , ～建设好民国, 然而他的希望最

终还是落空了。

【近义】一鼓作气

一钱不值
【注音】yīqián bùzhí

【释义】连一文钱也不值。形容没有一

点价值。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魏其武安

侯列传》: “夫无所发怒, 乃骂临汝侯

曰 : ‘生平毁程不识不直( 值) 一钱 , 今

日长者为寿 , 乃效女儿咕�耳语! ’”

【例句】他总是把自己看得像一朵花,

而把别人说得 ～。

【近义】分文不值

【反义】价值连城

一窍不通
【注音】yīqiào bùtōnɡ

【释义】窍 : 孔洞, 此处指心窍。比喻什

么也不懂。

【出处】《吕氏春秋·过理》: “纣杀比干

而视其心 , 不适也。孔子闻之 , 曰 :

‘其窍通 , 则比干不死矣。’”

【例句】他生来就是个读书做学问的材

料 , 而对生意场上的种种手段可以说

是 ～。

【近义】一无所知

【反义】无所不知

一清二白
【注音】yīqīnɡèr bái

【释义】清、白 : 纯洁, 没有污点。清楚 ,

明白。形容非常纯洁, 没有一点污

点。

【例句】他的过去 ～, 没有任何污点。

一穷二白
【注音】yīqiónɡèr bái

【释义】穷、白: 指基础差, 底子薄。形

容贫穷落后。

【例句】为改变祖国 ～的面貌, 我们要

努力工作。

【近义】一贫如洗

【反义】自给自足

一丘之貉
【注音】yīqiūzhīh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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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丘 : 小土山。貉 : 一种形似狐狸

的野兽。同一山上的貉。比喻都是

同类 , 没有什么区别。

【出处】郭沫若《虎符》1 幕 : “管它秦国

也好 , 楚国也好, 在我看来都是一丘

之貉。”

【例句】他俩一个笑面虎 , 一个恶面狼,

都是 ～。

【反义】良师益友

一去不复返
【注音】yīqùbùfùfǎn

【释义】离去了以后就再也不回来了。

指事物已成为过去 , 再也不能重现。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燕策三》: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不复

还。”

【例句】新中国的成立, 宣告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的历史 ～了。

【近义】泥牛入海  石沉大海

【反义】卷土重来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注音】yīrén dédào, jīquǎn shēnɡ

tiān

【释义】比喻一人得势, 与他相关的人

也跟着发迹。

【出处】汉·王充《论衡·道虚》: “王遂

得道 , 举家升天 , 冀产皆仙, 犬吠于天

上 , 鸡鸣于云中。此言仙药有余, 犬

鸡食之 , 并随王而升天也。”

【例句】俗话说“～”, 他当局长 , 还是因

为他有当县长的姨父。

【近义】鸡犬升天

一日千里
【注音】yīrìqiān lǐ

【释义】形容马跑得极快。比喻事物的

发展非常迅速。

【出处】《庄子·秋水》: “骐、骥、骅、骝 ,

一日而驰千里。”

【例句】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 祖国正

～地向前发展。

【近义】突飞猛进

【反义】江河日下

【辨析】～和“突飞猛进”都形容进步或

发展迅速。区别在于: ～是夸张性

的 , 在语义上重于“突飞猛进”。

一日三秋
【注音】yīrìsān qiū

【释义】三秋: 三年。过一天就像三年

一样长久难熬。形容人思念心切。

【出处】《诗经·王风·采葛》: “彼采萧

兮 , 一日不见 , 如三秋兮。”

【例句】小丽的男朋友到外地出差, 虽

然只有短短的几天 , 但那几天对她来

说 , 简直是 ～。

【近义】度日如年

【反义】光阴似箭

一如既往
【注音】yīrújìwǎnɡ

【释义】一如: 完全相同。既往: 已往。

与过去完全相同。

【出处】《第二次握手·六》: “清末初元

以来 , 到海外求学的中国人何止千

百 , 在学业上有成就的也大有人在,

可是 , 中国又穷又弱的现状一如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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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 丝毫无所改变。”

【例句】中国人民将 ～地支持被压近的

人民的正义斗争。

【近义】始终如一

【反义】一反常态

一扫而光
【注音】yīsǎo ér ɡuānɡ

【释义】一下子就扫除干净。也指一下

子把食物吃个精光。

【例句】他饿极了, 把桌上的饭菜狼吞

虎咽地 ～。

一扫而空
【注音】yīsǎo ér kōnɡ

【释义】一下子便扫得干干净净。形容

什么东西都不留下。

【出处】《故乡》: “这是屋里的所有破旧

大小粗细东西 , 已经一扫而空了。”

【例句】他一听到这个天降的喜讯, 心

中的忧愁立即 ～了。

【反义】烟消云散

一身是胆
【注音】yīshēn shìdǎn

【释义】一身: 全身; 胆 : 胆量。全身是

胆。形容胆量极大 , 无所畏惧。

【出处】《三国志·蜀书·赵云传》注引

《赵云别传》: “先主 ( 刘备 ) 明旦自

来 , 至云营围视昨战处 , 曰 : ‘子龙( 赵

云) 一身都是胆也。’”

【例句】杨子荣 ～, 无所畏惧 , 独闯威虎

山 , 为消灭座山雕立下了汗马功劳。

【反义】胆小如鼠

一失足成千古恨
【注音】yīs hīzúchénɡqiān ɡǔhèn

【释义】失足: 走路不小心跌倒。比喻

犯严重错误或堕落。千古 : 指时间久

远。恨 : 遗憾、悔恨。比喻一旦在关

键问题上犯严重错误 , 就成为终身恨

事。

【出处】《桃花扇》1 幕 : “唉 , ‘一失足成

千古恨’, 圆海也是咎由自取。”

【例句】～, 此时李强无论怎么后悔 , 都

已经晚了。

一视同仁
【注音】yīs hìtónɡrén

【释义】视 : 看待。仁 : 仁爱。本指对百

姓同等看待 , 同施仁爱。后泛指不分

亲疏厚薄 , 同样看待。

【出处】唐·韩愈《原人》卷十一 : “是故

圣人一视而同仁 , 笃近而举远。”

【例句】以 ～的态度去处理人事问题,

才能使大家对你敬服。

【近义】不偏不倚  等量齐观

【反义】另眼相看

一事无成
【注音】yīs hìwúchénɡ

【释义】一件事都没有做成功。形容事

业上毫无成就。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翠微

学禅师法嗣》: “一事无成, 一生空

度。”

【例句】我离校后总是东奔西跑, 至今

仍 ～, 但仍对未来充满信心。

【近义】不稂不莠  苗而不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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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功成名就

一是一, 二是二
【注音】yīshìyī, èr shìèr

【释义】表示实事求是 , 实话实说 , 两者

不能混淆 , 更不能浮夸。

【出处】《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不

吹 , 就是一是一, 二是二, 不夸大, 不

吹牛 , 要实实在在。”

【例句】无论是对上还是对下, 我们都

应该 ～, 毫不隐瞒真实情况。

【近义】丁是丁 , 卯是卯

一手遮天
【注音】yīshǒu zhētiān

【释义】一只手将天遮住。比喻玩弄权

术 , 欺上瞒下。

【出处】唐·曹邺《读李斯传》: “难将一

人手 , 掩得天下目。”

【例句】这个贪官在单位里为所欲为,

简直是 ～。

【近义】瞒天过海  掩人耳目

【反义】上情下达

一丝不苟
【注音】yīsībùɡǒu

【释义】苟 : 苟且, 马虎。丝毫也不马

虎。形容办事极为认真。

【出处】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四回:

“上司访知 , 见世叔一丝不苟 , 升迁就

在指日。”

【例句】老刘对工作 ～的精神, 值得我

们学习。

【近义】丁是丁 , 卯是卯

【反义】粗心大意  毛手毛脚

一丝不挂
【注音】yīs ībùɡuà

【释义】佛教用语。丝毫不受尘俗牵

挂。赤身露体。

【出处】《楞严经》: “一丝不挂, 竿木随

身。”

【例句】乡里的小孩, 在夏天常常 ～地

在小河中嬉戏。

【近义】赤身露体

【反义】衣冠楚楚

一丝一毫
【注音】yīs īyīháo

【释义】丝、毫 : 计量单位 , 十丝为一毫 ,

十毫为一厘。形容极小。

【出处】《任弼时同志二三事》: “我们一

丝一毫不能特殊。”

【例句】王老师要求我们在试验中不能

出 ～的差错。

【近义】微乎其微  一星半点  半丝半

缕

一塌糊涂
【注音】yītāhútú

【释义】形容糟糕到极点或乱得不可收

拾。

【出处】清·曾朴《孽海花》: “与其顾惜

场面 , 硬充好汉, 到临了弄的一塌糊

涂 , 还不如一老一实, 揭破真情 , 自寻

生路。”

【例句】淘气的小弟弟无人看管, 把家

里弄得 ～。

【近义】乱七八糟

【反义】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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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潭死水
【注音】yītán sǐshuǐ

【释义】潭 : 深水坑 ; 死水 : 不流动的水。

比喻气氛或局面沉闷无生气。

【例句】由于班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 , 才改变了过去 ～似的局面。

一统天下
【注音】yītǒnɡtiān xià

【释义】天下 : 指全国。原指统一国家。

后多指某一地区、机构、单位等不贯

彻上级意图而形成独立王国。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一

回 : “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 , 一统

天下。”

【例句】今天的晚会, 简直成了姑娘们

的“～”。

【反义】半壁江山

一团和气
【注音】yītuán héqì

【释义】形容态度和蔼。指不问是非不

讲原则地与人友好相处。

【出处】宋·朱熹《伊洛渊源录》卷三引

《上蔡语录》: “明道 ( 程颢 ) 终日坐,

如泥塑人 , 然接人浑是一团和气。”

【例句】老刘这人没有原则, 对任何人

他都是 ～。

【近义】和颜悦色

【反义】桀骜不驯

一网打尽
【注音】yīwǎnɡdǎjìn

【释义】比喻全部抓获或彻底肃清。

【出处】宋·魏泰《东轩笔录》卷四 : “刘

待制元瑜既弹苏舜饮, 而连坐者甚

众 , 同时俊彦, 为之一空。刘见宰相

曰 : ‘卿为相公一网打尽。’”

【例句】对横行乡里的不法之徒, 必须

～。

【近义】一扫而光

【反义】漏网之鱼

一往情深
【注音】yīwǎnɡqínɡs hēn

【释义】对人或事物始终倾注着无限的

深情。

【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任诞》: “桓子野每闻清歌, 辄唤‘奈

何! ’谢公闻之曰: ‘子野可谓一往有

深情。’”

【例句】许多爱国华侨 , 虽身居异乡 , 但

对祖国却是 ～。

【近义】情深厚谊

【反义】寡情薄义

一往无前
【注音】yīwǎnɡwúqián

【释义】一直向前, 无所阻挡。形容不

畏困难 , 奋勇前进。

【出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这个军

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 , 它要压倒一

切敌人 , 而决不能被敌人所屈服。”

【例句】他做事 ～, 这种精神真是难得。

【近义】勇往直前

【反义】趑趄不前

一望无际
【注音】yīwànɡwúj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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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际 : 边际。一眼望不到边。形

容十分辽阔。

【出处】宋·秦观《蝶恋花》: “舟泊浔阳

城下住 , 杳霭昏鸦, 点点云边树。九

江分从此去。烟波一望空无际。”

【例句】他是牧民的儿子, 他永远属于

这 ～的大草原。

【近义】无边无际

【辨析】～和“一马平川”有别 : ～重于

辽阔 , 不仅适用于土地、田野 , 也适用

于天空、海洋、森林、沙漠等 , 范围较

广 ; “一马平川”重于“平坦”, 只适用

于平原、田野。

一问三不知
【注音】yīwèn sān bùzhī

【释义】三不知 : 指对事的开始、发展和

结尾都不知道。不管怎样问 , 总说不

知道。比喻对实际情况了解太少。

【出处】《左传·哀公二十七年》: “君子

之谋也 , 始、中、终皆举之 , 而后入焉。

今我三不知而入之 , 不亦难乎?”

【例句】一连问了几个问题, 他都答不

出 , 老师对他这种 ～的学习态度很恼

火。

【反义】无所不知

一无可取
【注音】yīwúkěqǔ

【释义】一 : 全 , 都。没有一点可取的地

方。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卢太

学诗酒傲王侯》: “原来这俗物, 一无

可取。”

【例句】他虽然有些缺点 , 但并不是 ～,

他也有许多长处值得大家学习。

【反义】完美无缺

一无是处
【注音】yīwús hìchù

【释义】一无: 全无 , 毫无。是: 对 , 正

确。完全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后指

一事无成或成就甚少 , 很平庸。

【出处】《学习与调查报告》: “切不可说

好就好得无疵可指 , 说坏就坏得一无

是处。”

【例句】老李活了一辈子却 ～。

一无所有
【注音】yīwús uǒyǒu

【释义】什么都没有。

【出处】《敦煌文集·庐山远公话》: “万

法皆无 , 一无所有。”

【例句】他家很穷 , 几乎 ～。

【近义】空无所有

【反义】无所不有

一无所知
【注音】yīwús uǒzhī

【释义】一 : 都 , 全。什么都不知道。

【出处】明·冯梦龙《警世通言》第十五

卷 : “小学生往后便倒, 扶起良久方

醒。问之 , 一无所知。”

【例句】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 我 ～, 想

先听听你们的意见。

【反义】无所不知

【辨析】～和“一问三不知”都含有“什

么都不知道”的意思。但“一问三不

知”指在人家问的情况下都不知道,

也可以假装不知道 ; ～常指对情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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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一点儿也不知道。

一五一十
【注音】yīwǔyīs hí

【释义】计数时常以五为单位 , 一五、一

十、十五、二十地数下去。后以此形

容从头至尾、原原本本地诉说。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 “便把手

绢子打开, 把钱倒出来, 交给小红。

小红就替他一五一十的数了收起。”

【例句】他把事情的真相 ～地告诉了老

师。

【近义】原原本本

【反义】含糊不清

一物降一物
【注音】yīwùxiánɡyīwù

【释义】降 : 降服 , 制服。指一事物专门

制服另一事物。

【出处】《洲际导弹自述》: “俗话说, 一

物降一物⋯⋯在预警雷达网和导弹

预警卫星的监视下 , 我也不敢轻举妄

动。”

【例句】俗话说 : “～”, 看来你不服他是

不行的。

一息尚存
【注音】yīxīs hànɡcún

【释义】息 : 气息。还有一口气。表示

还活着。

【出处】《儿女英雄传》二十二回 : “一息

尚存 , 且得重返故乡。”

【例句】只要 ～, 我就会坚持把工作做

好。

【近义】奄奄一息

【反义】苟且偷生

一相情愿
【注音】yīx iānɡqínɡyuàn

【释义】一相 : 指单方面。这是从“两相

情愿”变来的。指单方面的愿望, 不

管客观情况是否许可或对方是否愿

意。

【例句】他想和解两人的矛盾, 并做了

许多努力, 现在他意识到原来是他

～。

【反义】两相情愿

一笑置之
【注音】yīx iào zhìzhī

【释义】置 : 放, 安放。笑一笑, 就把它

放在一边。表示不当一回事, 不值得

理会。

【出处】宋·杨万里《观水叹》诗 : “出处

未可必 , 一笑姑置之。”

【例句】他对什么都采取无所谓的态

度 , 别人看得十分严重的问题, 他却

～。

一言半语
【注音】yīyán bàn yǔ

【释义】指很少的一两句话。

【出处】宋·杨万里《送刘德修将漕潼

州》诗 : “一言半语到金石, 四海九州

成弟兄。”

【例句】这件事明明是他做得不对, 可

他连 ～都没有 , 人家能不恼火吗?

【反义】千言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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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泻千里
【注音】yīxièqiān lǐ

【释义】泻 : 水急速往下流。本指江河

水势汹涌 , 奔腾直下。后比喻文笔流

畅 , 气势奔放。

【出处】宋·陈亮《与辛幼安殿撰书》:

“长江大河 , 一泻千里 , 不足多怪也。”

【例句】人民日报的社论 , 行文畅达 , 读

来有 ～之感。

【近义】一落千丈

【反义】停滞不前

一心一意
【注音】yīxīn yīyì

【释义】一 : 全。一个心眼。形容全心

全意 , 心思专一 , 没有其他念头。

【出处】唐·骆宾王《骆宾王文集》诗:

“一心一意无穷已, 投膝投胶非足

拟。”

【例句】只要我们 ～, 积极努力 , 不管什

么工作都会做好。

【反义】三心二意  见异思迁

一星半点
【注音】yīxīnɡbàn diǎn

【释义】星 : 细碎的。形容极少的一点。

【例句】她是个干净利索的人, 家里让

她收拾得连 ～的灰尘都没有。

一言既出, 驷马难追
【注音】yīyán jìchū, s ìmǎnán zhuī

【释义】既 : 已经。驷 : 古代同拉一辆车

的四匹马也追不上。指话说出去便

无法收回 , 必须算数。

【出处】《邓析子·转辞》“一声而非 , 驷

马勿追 ; 一言而急 , 驷马不及。”

【例句】～, 一个人可要说话算话。

一言为定
【注音】yīyán wéi dìnɡ

【释义】一句话定了, 不再更改。

【出处】元·纪君祥《赵氏孤儿》: “程

婴 , 我一言已定 , 你再不必多疑了。”

【例句】明天你准时到码头集合, 一言

为定 , 不可失约!

【近义】一言既出  一诺千金

【反义】言而无信

一言以蔽之
【注音】yīyán yǐbìzhī

【释义】蔽 : 概括。用一句话来概括它。

【出处】《多吃了几斤盐》: “对于脱离实

际的空论 , 我的乡亲们一言以蔽之:

‘没有一句过日子话。’”

【例句】前面谈了那么多 , ～, 就是要继

续发扬光大。

【近义】总而言之  长话短说

一叶障目, 不见泰山
【注音】yīyè zhànɡ mù, bù jiàn tài

s hān

【释义】障 : 遮挡。比喻被局部的、暂时

的现象蒙蔽而看不清事物的全貌、主

流或本质。

【出处】《李自成》1 卷 26 章 : “他正像

一般读书人一样, 看事半明半暗; 有

时一叶障目 , 不见泰山。”

【典故】从前 , 有个书呆子 , 对书上的每

句话都深信不疑。由于他五谷不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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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体不勤 , 日子过得很清苦。妻子见

他又呆又无能 , 常常骂他。

一天 , 他在一本书上读到这样几

句话 :

“螳螂捕蝉时 , 先用一片树叶把自

己的身体掩盖起来, 这样 , 蝉就看不

见螳螂了。如果有人能得到螳螂捕

蝉时用过的那片叶子 , 也能把身体隐

蔽起来 , 那就谁也看不见他了。”

书呆子看罢这几句话, 高兴极了。

从此 , 他天天站在家门口的大树

下 , 仰着头看树上有没有螳螂。一

天 , 他终于发现一只螳螂正悄悄地躲

在一片叶子后面 , 等候飞过来的蝉。

于是 , 他立即爬上大树 , 赶走了螳螂,

揪下了那片叶子。

书呆子拿着那片叶子跑到集市,

朝一个水果摊慢慢走去。当他走近

摊子后 , 用左手拿着树叶遮住眼睛,

伸出右手去拿摊子上的水果。结果,

还没等他抽回右手, 已被人捉住, 送

进了衙门。

县令听说捉住了小偷, 立即升堂

审案。县令将惊堂木向案上重重一

放 , 怒吼道 :

“为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偷东西?

从实招来! ”

书呆子将前因后果原原本本说了

一遍。

县令听了 , 不禁哈哈大笑, 挥了挥

手 , 叫人把书呆子赶出了衙门。

【例句】你们不能 ～, 仅仅因为一些小

的失误而全盘否定我们所取得的伟

大成就。

【近义】只见树木 , 不见森林

【反义】高瞻远瞩

一衣带水
【注音】yīyīdài shuǐ

【释义】像一条衣带般狭窄的河流。比

喻仅隔一水 , 极其邻近。

【出处】唐·李延寿《南史·陈后主

纪》: “隋文帝谓仆射高穝曰: ‘我为百

姓父母, 岂可 限一 衣 带水 不 拯 之

乎?’”

【例句】台湾同祖国大陆 ～。

【近义】近在咫尺

【反义】天南海北

一意孤行
【注音】yīyìɡūxīnɡ

【释义】孤行: 独自行事。不听别人的

劝告 , 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出处】《史记·酷吏列传》: “公卿相造

请禹 , 禹终不报谢, 务在绝知友宾客

之请 , 孤立行一意而已。”

【例句】你不听群众意见 , 这样 ～, 必定

失败。

【近义】自以为是

【反义】从善如流

一饮而尽
【注音】yīyǐn ér jìn

【释义】饮 : 喝 ; 尽 : 完 , 光。一口就喝完

了。形容喝得非常痛快。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卖油

郎独占花魁》: “鸨儿只道他敬客, 却

自家一饮而尽。”

【例句】他从来滴酒不沾, 但今天他太

高兴了 , 竟然把一大杯酒端起来, 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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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犹豫地 ～。

一应俱全
【注音】yīyīnɡjùquán

【释义】一应: 一切; 俱 : 都。应该具备

的 , 都有了。

【例句】想不到这小小图书室, 各类工

具书 ～, 使用起来很方便。

一拥而入
【注音】yīyōnɡér rù

【释义】拥 : 拥挤。众人一齐挤着往里

走。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第十五

卷 : “众人一拥而入 , 迎头就把了缘拿

住。”

【例句】国贸商场开业那天, 门刚刚打

开时 , 焦急地等在门外的人们就 ～。

一语道破
【注音】yīyǔdào pò

【释义】道 : 说。一句话说穿。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 “但这

位姑娘 , 可不是一句话了事的人, 此

刻要一语道破 , 必弄到满盘皆空。”

【例句】要不是他 ～, 人们根本就不知

她的用意。

【近义】一针见血

【反义】不可名状

一朝一夕
【注音】yīzhāo yīxī

【释义】朝 : 早上。夕 : 晚上。一个早上

或一个晚上。形容很短的时间。

【例句】别把事情看得这么容易, 那可

不是 ～能做好的。

【近义】旦夕之间  一弹指间

【反义】千年万载

一针见血
【注音】yīzhēn jiàn xiě

【释义】一针刺进去, 马上看见出血。

比喻说话或写文章直截了当, 一下子

就切中要害。

【例句】老黄的发言 ～, 老李只得哑口

无言。

【近义】一语道破

【反义】不着边际

一张一弛
【注音】yīzhānɡyīchí

【释义】张 : 拉紧弓弦; 弛 : 放松弓弦。

原指治理国家要宽严互相补充 , 交替

使用。后比喻工作或生活有节奏, 有

松有紧 , 劳逸结合。

【出处】《礼记·杂记下》: “张而不弛 ,

文武弗能也 ; 弛而不张 , 文武弗为也。

一张一弛 , 文武之道也。”

【例句】学习和工作应该有节奏 , ～, 有

劳有逸 , 这样才能提高效率。

一知半解
【注音】yīzhībàn jiě

【释义】知道得不全面 , 了解得不透彻。

【出处】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有透彻之悟, 有但得一知半解之

悟。”

【例句】他的讨厌之处是对什么科学知

识都大发议论 , 其实都是 ～。

【近义】略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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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融会贯通

一纸空文
【注音】yīzhǐkōnɡwén

【释义】一张没有用处的空头文书。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四十

六回 : “近来又有了什么外销名目 , 说

是筹了款项 , 只能办理本省之事; 将

来不过一纸空文咨部塞责。”

【例句】我们要坚决执行, 别让法院的

判决成为 ～。

【近义】官样文章

一掷千金
【注音】yīzhìqiān jīn

【释义】掷 : 扔 , 投。赌徒下注一次就投

下千金。形容挥霍无度。

【出处】唐·李白《自汉阳病酒归寄王

明府》: “莫惜连船沽美酒, 千金一掷

买芳春。”

【例句】这个纨绔子弟 , 只求快意 , ～都

不当一回事。

【近义】挥金如土

【反义】克勤克俭

一字千金
【注音】yīzìqiān jīn

【释义】一个字价值千金。原是改动一

个字赏赐千金的意思。形容文辞精

妙 , 价值极高。

【出处】《史记·吕不韦列传》: 吕不韦

要门客著《吕氏春秋》, 书写好后 , “布

咸阳市门 , 悬千金其上, 延诸侯游士

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例句】赵老师只把文章改了几处, 却

起到了 ～的作用。

一字一板
【注音】yīzìyībǎn

【释义】板 : 音乐和戏曲中的节拍。比

喻说话从容、清楚。

【例句】她慢条斯理, ～对孩子们说:

“以后再别干这种傻事了。”

衣冠楚楚
【注音】yīɡuān chǔchǔ

【释义】冠 : 帽子。楚楚 : 鲜明整洁的样

子。形容穿戴得整齐漂亮。

【出处】元·无名氏《冻苏秦衣锦还乡》

四折 : “想当初风尘落落谁怜悯 , 到今

日衣冠楚楚争亲近。”

【例句】他 ～, 好一副绅士派头。

【反义】衣不蔽体

【辨析】“冠”不可读作“ɡuàn”。

衣冠禽兽
【注音】yīɡuān qín shòu

【释义】冠 : 帽子。穿着衣服戴着帽子

的禽兽。比喻有着虚伪外表而行为

却如同禽兽的人。

【出处】明·陈汝元《金莲记·詓衅》:

“人人骂我做衣冠禽兽, 个个识我是

文物穿窬。”

【例句】这个人道貌岸然, 却奸辱了许

多女性 , 是个 ～。

【近义】人面兽心

【反义】正人君子

衣食父母
【注音】yīxhífùm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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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指能够依赖为生的人。

【出处】明·汤显祖《南柯记》: “着甚么

南庄田 , 北庄地, 有溜二便是衣食父

母。”

【例句】人民是我们的 ～, 我们当兵就

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

衣衫褴褛
【注音】yīshān lán lǚ

【释义】褴褛: 指衣服破烂。形容身上

衣服破破烂烂。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第四十四

回 : “虽是天色和暖 , 那些人却也衣衫

蓝缕。”亦作“衣衫褴褛”。

【例句】旧社会到处都是 ～的要饭人。

【反义】衣冠楚楚

衣锦还乡
【注音】yìjǐn huán xiānɡ

【释义】衣 : 穿衣。锦 : 彩色绸缎。穿着

锦绣衣裳回故乡。表示富贵后向亲

友乡里夸耀。

【出处】《史记·项羽本纪》“富贵不归

故乡 , 如衣绣夜行 , 认知之者。”

【例句】解放前张先生到海外打工, 梦

想 ～, 结果却落了个暴尸街头的下

场。

【近义】白日衣绣

【反义】背井离乡

【辨析】“衣”不可读作“yī”。

依葫芦画瓢
【注音】yīhúlúhuàpiáo

【释义】依 : 按照。照着葫芦的样子画

瓢。比喻单纯模仿 , 缺乏创新。

【出处】宋代魏泰《东轩笔录》卷一 : “改

换词语 , 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

【例句】学习先进经验, 要结合本单位

的具体情况 , 不能 ～。

【近义】如法炮制  照猫画虎

【反义】别出机杼  别出心裁

依然如故
【注音】yīrán rúɡù

【释义】依然 : 仍旧。故 : 旧的。仍旧跟

以前一样 , 没有变化。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三十回 : “那外国人说修得好

的。谁知修了个把月 , 依然如故。”

【例句】玉莹对老师的批评不理不睬,

还是 ～的做着自家的事儿。

【近义】依然故我  一如既往

【反义】面目全非  沧海桑田  日新月

异

依依不舍
【注音】yīyībùs hě

【释义】依依: 留恋的样子。舍: 放下,

离开。形容十分留恋 , 不忍离开。

【出处】《野景偶拾》: “我再次看了看这

光辉的世界 , ～地向山下走去。”

【例句】在和亲人团聚几天之后, 他 ～

地离开了家乡。

【近义】难舍难分  恋恋不舍

仪态万方
【注音】yítài wàn fānɡ

【释义】仪态: 容貌姿态。万方: 多方

面 , 多种多样。形容千姿百态, 非常

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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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说明文二篇· 美洲“彩蝶

王”》: “这种蝴蝶形体美丽, 仪态万

方。”

【例句】我们的数学老师长得 ～。

【近义】绰约多姿

怡然自得
【注音】yírán zìdé

【释义】怡然 : 喜悦的样子。自得 : 内心

满足。愉快而满足的样子。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二十

五回 : “刘厚守听了, 怡然自得, 坐在

椅子上 , 尽兴的把身子乱摆, 一声儿

也不响。”

【例句】爷爷总是一副 ～的样子。

【近义】悠然自得

【反义】黯然神伤

贻笑大方
【注音】yíxiào dàfānɡ

【释义】贻笑 : 被人笑话。大方 : 大方之

家 , 指见多识广的内行人。让有见识

的内行笑话。

【出处】《庄子·秋水》: “吾长见笑于大

方之家。”

【例句】她拿自己那篇很不像样的文章

到处宣扬 , 也不怕 ～!

【近义】贻笑后人  贻人口实

【辨析】“贻”不可写作“怡”或“遗”。

移风易俗
【注音】yífēnɡyìsú

【释义】风 : 指风气, 时尚。俗: 习俗。

转变风气 , 改变习俗。

【出处】《荀子·乐论》: “故乐行而志

清 , 礼修而行成 , 耳目聪明, 血气和

平 , 移风易俗 , 天下皆宁, 美善相乐。”

【例句】他俩决定结婚的时候, 不搞铺

张的婚礼 , ～, 在村里起个带头作用。

【近义】涤瑕荡秽

移花接木
【注音】yíhuàjiēmù

【释义】原指嫁接花木。后用以比喻暗

中使用手段更换人或事物。

【出处】清·蒲松龄《聊志异·陆判》:

“断鹤续凫 , 矫作者妄; 移花接木, 创

始者奇。”

【例句】王宏的父亲因工烧伤 , 医生 ～,

把其他人的皮肤移植到王伯伯的身

上 , 使他很快就痊愈了。

【近义】偷天换日

移山倒海
【注音】yís hān dǎo hǎi

【释义】移动山岳, 倒翻大海。原形容

神仙法术的奇妙。现常用以比喻人

类征服、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和雄伟

气魄。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三十三

回 : “这大圣正算计耍掼 , 原来那怪就

知道了 , 且会遣山 , 就使一个‘移山倒

海’的法术。”

【例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件

～的大事。

【近义】旋乾转坤

【反义】和风细雨

遗臭万年
【注音】yíchòu wàn ni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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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遗 : 留下。臭 : 指坏名声。坏名

声永远流传下去。

【出处】元脱脱等《宋史·林勋等传

赞》: “梁成大李知孝甘为史弥远鹰

犬 , 遗臭万年者也。”

【例句】秦桧, 这个害死岳飞的奸臣,

～, 永远遭到人民的唾骂。

【近义】声名狼藉

【反义】百世流芳

颐指气使
【注音】yízhǐqìshǐ

【释义】颐 : 面颊 , 肋。不说话而用面部

的表情、神色来指挥或使唤别人。形

容权势者的傲慢态度。

【出处】《子夜》: “他⋯⋯身材魁梧, 举

止威严 , 一望而知是颐指气使惯了的

‘大亨’。”

【例句】朱洪生常把老婆当出气筒 , ～。

【近义】发号施令  不可一世

疑神疑鬼
【注音】yíshén yíɡuǐ

【释义】毫无根据地怀疑这个, 怀疑那

个。形容疑心很重。

【出处】清·钱彩《说岳全传》六十一

回 : “说罢 , 那王师婆一跤跌倒在地。

正是 : 邪正请从心内判, 疑神疑鬼莫

疑人。”

【例句】她一点小事就 ～的, 完全是自

寻烦恼。

【近义】杯弓蛇影

【反义】光明正大

疑信参半
【注音】yíxìn cān bàn

【释义】指对人或事的怀疑与信任各占

一半 , 半信半疑。

【例句】听到妹妹考上了大学的消息,

妈妈脸上露出 ～的神情。

【近义】半信半疑

【反义】深信不疑

以德报怨
【注音】yǐdébào yuàn

【释义】用恩惠报答仇怨。形容不记前

仇 , 反给人好处。

【出处】《论语·宪问》: “以德报怨, 何

如?”

【例句】中国人推崇 ～的态度, 其实这

未必妥当。

【反义】以怨报德

以辞害意
【注音】yǐcíhài yì

【释义】为了文辞的讲究而影响了意思

的表达。

【出处】《义理、考据和辞章》: “文章的

修辞应当先求准确, 应当恰如其分,

不要矫造 , 以辞害意。”

以毒攻毒
【注音】yǐdúɡōnɡdú

【释义】本指用有毒性的药治疗毒疮等

恶性疾病。后比喻利用恶人对付恶

人 , 用狠毒的手段对付狠毒的手段。

【出处】鲁迅《花边文学·趋时和复

古》: “这一打是有力的, 因为他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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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古的名人 , 又是先前的新党, 以新

打新 , 就如以毒攻毒, 胜于搬出生锈

的古董来。”

【例句】他昨天感冒了 , 今天却在饮酒,

他说这是 ～, 说不定感冒还好得快

点 , 我可不赞同这种说法。

以己度人
【注音】yǐjǐduórén

【释义】用自己的想法, 去猜度别人的

意思。度 : 揣摩、推测。

【出处】汉·韩婴《韩诗外传》: “圣人以

己度人者也 , 以心度心, 以情度情 , 以

类度类 , 古今一也。”

【例句】判断事情一定要本着客观公正

的态度 , ～是不对的。

【近义】以情度理

【反义】推己及人

以身试法
【注音】yǐshēn shìfǎ

【释义】拿自己的行为去试一下法律,

做犯法的事情。

【出处】《汉书·王尊传》: “明惧所职,

毋以身试法。”西汉时 , 涿鹿高阳有一

人名王尊 , 自幼好学 , 读了不少史书,

特别崇敬历史上那些秉公执法的官

吏。后来王尊先后当过几个县的县

令 , 又升任太守。当时安定郡吏治混

乱 , 一些不法官吏利用权势盘剥百

姓 , 庇护豪强地主横行乡里, 百姓苦

不堪言。王尊上任后迅速整顿吏治,

向下属发出告示: 要求官吏忠于职

守 , 有贪污行为的必须从速改正, 不

要以身试法。同时严惩了一批贪官

污吏 , 很快扭转了腐败的吏治, 出现

了安定局面。

【例句】你千万不可 ～。

【近义】知法犯法

【反义】奉公守法

以匡不逮
【注音】yǐkuànɡbùdǎi

【释义】恳求别人帮助自己力所不及的

事。

【例句】本刊皆是同学们编写的, 经验

缺乏 , 尚望师长多多指正 , ～。

以讹传讹
【注音】yǐéchuán é

【释义】讹 : 谬误。对错误的东西进行

传播 , 越传越错。

【出处】宋·王柏《鲁斋集·默成定武

兰亭记》: “讹以传讹 , 仅同儿戏 , 每窃

哂之。”

【例句】对道听途说的事 , 要辨明是非 ,

不能 ～。

【近义】谬种流传

以防不测
【注音】yǐfánɡbúcè

【释义】防 : 防备; 测: 推测、预测、料想。

用来防备不曾预料到的事。

【例句】你把钱带多一点 , ～。

【近义】防患未然

【反义】临阵磨枪

以古喻今
【注音】yǐɡǔyùjīn

【释义】喻 : 说明。借用古代的事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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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今天的事情或道理。

【出处】《北史·长孙嵩传》: “昔叔孙辞

沃壤之地 , 萧何就穷僻之乡, 以古方

今 , 无惭曩哲。”

【例句】毛泽东运用“愚公移山”的典

故 , 目的是 ～。

以观后效
【注音】yǐɡuān hòu xiào

【释义】对予以宽大处理的人, 观察其

是否有改正的表现。

【出处】《后汉书·安帝纪》: “设张法

禁 , 恳恻分明, 而有司惰任, 讫不奉

行。秋节既立 , 鸷鸟将用 , 且复重申,

以观后效。”

【例句】对于犯罪的人, 我们党的政策

历来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 , 并给以出

路 , ～。

以假乱真
【注音】yǐjiǎluàn zhēn

【释义】以 : 用 ; 乱真: 使真的东西混乱,

与假的掺杂在一起分不清。用假的

东西来冒充或混杂真的东西。

【出处】《汉书·王莽传赞》云: “‘⋯⋯

馀分闰位’谓以伪乱真耳。”

【例句】经商要讲良心 , 千万别 ～, 以次

充好。

【近义】似是而非

【反义】画虎类犬

以儆效尤
【注音】yǐjǐnɡxiào yóu

【释义】儆 : 告诫, 警戒 ; 效尤: 效仿过

错 , 学人家做坏事。用对某些坏人坏

事的惩罚来警戒那些学着做坏事的

人。

【出处】清·李绿园《歧路灯》: “自宜按

律究办 , 以儆效尤。”

【例句】对严重犯罪分子应依法严惩,

～, 决不能心慈手软。

【近义】杀鸡儆猴

以理服人
【注音】yǐlǐfúrén

【释义】服 : 说服。用道理说服别人。

【出处】《孟子·公孙丑上》: “以力服人

者 , 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 以德服人

者 , 心悦而诚服也, 如七十子之服孔

子也。”

【例句】你别再闹了, 我们要 ～。

【近义】心服口服

【反义】以势压人

【辨析】～和“晓以大义”都有“给人讲

道理”的意思。区别在于 : ～的“服”

表示“说服, 使人信服”; “晓以大义”

的“晓”表示“使人明白”。

以力服人
【注音】yǐlìfúrén

【释义】服 : 制服。用强力使人服从。

【出处】毛泽东《宣传会议上的讲话》:

“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 以力服

人是不行的。”

【例句】你不要 ～, 最好是以理服人。

【反义】以理服人

以沫相濡
【注音】yǐmòxiānɡrǔ

【释义】沫 : 唾沫, 口水 ; 濡 : 沾湿, 润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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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唾沫互相湿润。比喻在困境中以

微力互相救助。

【出处】鲁迅《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

许广平》诗 : “十年携手共艰危, 以沫

相濡亦可哀。”

【例句】在困难中, 赤诚相见, ～; 在事

业上互相切磋 , 取长补短。

【近义】相濡以沫

以偏概全
【注音】yǐpiān ɡài quán

【释义】以 : 用 , 拿 ; 偏: 片面, 一方面;

概 : 概括 ; 全: 全部 , 全面。

【出处】吴家国等《普通逻辑》: “只有分

析地阅读 , 才能学得深透, 不致��

吞枣 , 一知半解 ; 只有综合地阅读 , 才

能学得完整系统 , 不致断章取义, 以

偏概全。

【例句】～, 同管中窥豹是一个道理。

【近义】一孔之见

以防万一
【注音】yīfánɡwàn yī

【释义】万一: 指可能性极小和意外变

化。用来防备意料之外的突然性情

况。

【出处】《夜莺之歌》: “他还是从大树桩

子下边掏出四个手榴弹, 放在面前,

以防万一。”

【例句】这件事一定要 ～, 郑重行事。

以管窥天, 以蠡测海
【注音】yǐɡuǎn kuītān, yǐlìcèhǎi

【释义】管 : 管竹。窥 : 从小孔或缝隙里

看。蠡 : 瓢。从竹管里看天空, 用瓢

来量大海。比喻眼光狭窄, 见识浅

陋。

【出处】东方朔《答客难》: “以管窥天 ,

以蠡测海 , 以莛( tínɡ, 草茎) 撞钟 , 岂

能通其条贯 , 考其文理 , 发其声 音

哉! ”

【例句】这种想法不过是 ～, 仅供参考。

以攻为守
【注音】yǐɡōnɡwéi s hǒu

【释义】以 : 拿 , 用。用主动进攻的手段

作为积极防御的措施。

【出处】宋·陈亮《酌古论一·先主》:

“且吾又闻之, 用兵之道, 有攻法, 有

守法 , 此兵之常也 ; 以攻为守, 以守为

攻 , 此兵之变也。”

【例句】在这次乒乓球比赛中, 我采取

了 ～的战术。

以礼相待
【注音】yǐlǐxiānɡdài

【释义】以 : 用 ; 礼 : 表示尊敬的态度或

动作。用尊敬的态度来对待别人。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第八十九

回 : “赵枢密留住褚坚 , 以礼相待。”

【例句】无论对老师还是同学 , 都要 ～。

以己律人
【注时】yǐjǐlǜrén

【释义】律 : 约束。指用自己行事的规

则去约束别人。

【出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但可惜大家总不肯这样办, 偏要以

己律人 , 所以天下就多事。”

【例句】共产党员应该以律克己, 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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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邻为壑
【注音】yǐlín wèi hè

【释义】壑 : 山沟。拿邻国当作排泄本

国洪水的大水沟。比喻把自己的困

难、灾祸转嫁给别人。

【出处】《孟子·告子下》: “禹之治水,

水之道也 , 是故禹以四海为壑, 今吾

子以邻国为壑。”

【例句】隔壁化工厂的废水源源不断地

排放到校园里, 这种 ～的做法, 实在

叫人忍无可忍。

【近义】嫁祸于人

以卵投石
【注音】yǐluǎn tóu shí

【释义】拿蛋去碰石头。比喻自不量

力 , 自取灭亡。

【出处】《墨子·贵义》: “以其言非吾言

者 , 是犹以卵投石也 , 尽天下卵 , 其石

犹是也 , 不可毁也。”

【例句】敌人的兵力是我们的几倍, 如

果正面出击 , 将是 ～。

【近义】螳臂当车

以其昏昏, 使人昭昭
【注音】yǐqíhūn hūn, shǐrén zhāo

zhāo

【释义】其 : 他的 ; 昏昏 : 暗、模糊、糊涂;

昭昭 : 明白。用模糊的见解去让别人

明白 ; 也指自己糊里糊涂, 却要指挥

明白、清楚的人。

【出处】《孟子·尽心下》: “贤者以其昭

昭 , 使人昭昭; 今以其昏昏, 使人昭

昭。”

【例句】其实大家心里早已清清楚楚,

可他还是不停地解释 , 真是 ～。

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注音】yǐqírén zhīdào, huán zhìqí

rén zhīshēn

【释义】以 : 拿 , 用 ; 治 : 惩处, 惩办。用

别人的办法来惩治别人。

【例句】一味退缩忍让别人的挑衅是不

行的 , 必须 ～。

【近义】以牙还牙

以强凌弱
【注音】yǐqiánɡlínɡruò

【释义】凌 : 侵犯, 欺侮。依仗自己的强

大或者人多去欺压弱小者。

【出处】《庄子·盗跨》: “自是以后, 以

强凌弱 , 以众暴寡。”

【例句】对封建社会里 ～, 以众暴寡 , 虚

伪欺诈的社会风气和吏治的腐败作

了深刻的揭露。

【近义】倚势凌人

【反义】除暴安良

以求一逞
【注音】yǐqiúyìchěnɡ

【释义】逞 : 如愿, 称心如意。企图一下

达到罪恶的目的。

【例句】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 总在窥

测方向 , ～, 颠覆社会主义政权。

以权谋私
【注音】yǐquán móu s 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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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以 : 凭借 ; 权 : 权力 , 权势 ; 谋 : 谋

求 , 谋取 ; 私 : 私利。凭着权力牟取私

利。

【例句】他虽然身居要职 , 但决不 ～。

【近义】贪赃枉法

【反义】一心为公

以柔克刚
【注音】yǐróu kèɡānɡ

【释义】用柔软的去克制刚强的。

【出处】三国·诸葛亮《将苑》: “善将

者 , 其刚不可折 , 其柔不可卷 , 故以弱

制强 , 以柔制刚。”

【例句】～, 在敌人的后方狠狠地打 , 迫

使他退兵。

【近义】以屈求伸

【反义】以暴易暴

以弱制强
【注音】yǐruòzhìqiánɡ

【释义】凭弱小的力量战胜力量强大

的。

【出处】《晋书·明帝纪》: “帝崎岖遵

养 , 以弱制强 , 潜谋独断 , 廓清大詔。”

【例句】枣儿庄战役, 是我军 ～的典型

范例。

【近义】以少胜多

【反义】以强凌弱

以少胜多
【注音】yǐshǎo shènɡduō

【释义】用少数的力量战胜多数的力

量 , 以弱小战胜强大。

【例句】三连战士 ～, 消灭了敌人一个

营。

【近义】以弱胜强

【反义】倚强凌弱

以身许国
【注音】yǐs hēn xǔɡuó

【释义】许 : 预先答应给与。把身体献

给国家。指精忠报国 , 临难不苟。

【出处】《南史·羊侃转》: “久以淡为

死 , 犹复在邪? 吾以身许国, 誓死行

阵 , 终不以尔而生进退。”

【例句】人民战士在祖国解放事业中,

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 这种 ～的伟大

精神 , 值得我们学习。

【近义】舍生取义

【反义】苟且偷生

以退为进
【注音】yǐtuìwéi jìn

【释义】本指以谦让取得德行的进步。

后指用退让作为手段求得前进。

【出处】汉·扬雄《法官·君子》: “昔乎

颜渊以退为进 , 天下鲜俪焉。”

【例句】为了有力的打击敌人, 常常采

取 ～的灵活多变的战略方针。

【近义】掩人耳目

以微知著
【注音】yǐwēi zhīzhù

【释义】微 : 微小 ; 著 : 明显, 显著。从事

物露出的苗头 , 可以推知它的发展趋

向或它的实质。

【出处】苏洵《辨奸论》: “惟天下之静者

乃能见微而知著。”

【例句】凡事不要轻信, 首先是明辨是

非 , 其次是 ～, 要敢于坚持真理 , 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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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风。

【近义】举一反三

以文会友
【注音】yǐwén huìyǒu

【释义】通过文字结交朋友。

【出处】《论语·颜渊》: “曾子曰: ‘君

子以文会友 , 以友辅仁。’”

【例句】评比会上, 各地的朋友纷纷拿

出自己的作品参与交流 , ～。

以小见大
【注音】yǐxiǎo jiàn dà

【释义】从小的可以看出大的, 指通过

小事可以看出大节 , 或通过一小部分

看出整体。

【例句】～, 我们通过这件小事 , 就可以

看出他的品德。

【反义】以管窥天

以一警百
【注音】yǐyījǐnɡbǎi

【释义】警 : 警戒 , 警告。惩罚一人以警

戒众人。

【出处】《汉书·尹翁归传》: “以一警

百 , 吏民皆服 , 恐惧改行自新。”

【例句】他的这种 ～的做法收到了良好

的效果。

【近义】杀一儆百

以夷制夷
【注音】yǐyízhìyí

【释义】夷 : 旧时泛指外族或外国。利

用外族或外国之间的内部矛盾 , 使其

相互冲突 , 削弱其力量。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邓

训传》: “议者咸以羌胡相攻, 县官之

利 , 以夷伐夷 , 不宜禁护。”

【例句】鲁迅《伪自由书·以夷制夷》:

“我还记得 , 当去年中国有许多人 , 一

味哭诉国联的时候 , 日本的报纸上往

往加以讥笑 , 说这是中国祖传的 ～的

老手段。”

【近义】以夷治夷

以貌取人
【注音】yǐmào qǔrén

【释义】单凭外貌来判断人的品质好坏

或能力强弱。

【出处】《镜花缘》十八回 : “若以寻常老

秀才看待 , 又是以貌取人了。”

【例句】如果领导 ～, 自然会冷落了某

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

【近义】只重衣衫不重人

【反义】人不可貌相 量才而用

以人废言
【注音】yǐrén fèi yán

【释义】以 : 因为。废 : 废弃。因为地位

低下或犯错误等就不采纳他的正确

意见。

【出处】刘少奇《论党内斗争》: “我们

⋯⋯应指出他在原则上对的方面, 不

要以人废言。”亦作“因人废言”。

【例句】他虽然是年轻同志, 参加工作

的时间不长, 我们也不能 ～, 只要他

说的话有道理 , 我们就应该听。

以身殉职
【注音】yǐs hēn xùn zh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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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殉 : 为追求理想而牺牲生命。

意思是忠于职守而献出生命。

【出处】《孟子·子路》: “其身正, 不令

而行 ; 其身不正 , 虽令不从。”

【例句】白求恩大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

放事业 , 不幸 ～。

以身作则
【注音】yǐshēn zuòzé

【释义】身 : 自身。则 : 榜样。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做出榜样。

【例句】你是班长 , 应 ～, 给同学做个榜

样。

【近义】言传身教

【反义】上梁不正下梁歪

【辨析】～和“身先士卒”都有“亲自做

出榜样”的意思。但“身先士卒”偏重

于“在关键时刻自己带头做, 走在群

众的前面”; ～仅指自己做出榜样。

以售其奸
【注音】yǐshòu qījiān

【释义】售 : 销售, 推销; 奸 : 奸计。用来

推销他的奸计。

【出处】唐·柳宗元《送娄图南秀才游

淮南将入道序》: “偷一旦之容以售其

伎 , 吾无有也。”亦作“以售其奸”。

【例句】野心家和阴谋家, 都是利用群

众的善良愿望 ～的。

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腹
【注音】yǐxiǎo rén zhīxīn, duójūn zǐ

zhīfù

【释义】度 : 猜测。用品行低劣者或见

识短浅者的想法去揣测品格高尚者

的胸襟。

【出处】《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愿以

小人之腹 , 为君子之心 , 属厌而已, 是

以三叹。”

【例句】那么一点小事他也以为我会报

复 , 实在是 ～。

【近义】以己度人 , 推己及人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注音】yǐyǎn huán yǎn, yǐyáhuán yá

【释义】拿瞪眼回答瞪眼, 用牙咬对付

牙咬。比喻用对方使用的手段还击

对方。

【出处】《旧约全书·申命记》十九章:

“你眼不可顾惜 , 要以命偿命 , 以眼还

眼 , 以牙还牙 , 以手还手, 以脚还脚。”

【例句】对于反动派我们要 ～, 决不能

手软。

【近义】以血洗血  以其人之道, 还治

其人之身

【反义】逆来顺受  唾面自干

以一当十
【注音】yǐyīdānɡshí

【释义】当 : 抵挡。用一个人抵挡十个

人。形容军队英勇善战。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蜀志·诸

葛亮传》“与魏将张A 战 , 射杀A ”裴

松之注 : “临战之日, 莫不拔刀争先,

以一当十。”

【例句】我们的战略和战术是 ～ , 这是

我们战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近义】所向无敌  所向披靡

【反义】寡不敌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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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逸待劳
【注音】yǐyìdài láo

【释义】逸 : 安闲。劳 : 疲惫。指两军交

战时一方养精蓄锐 , 待对方疲惫不堪

时再趁机出击以取胜。

【出处】《孙子·军争》: “以近待远, 以

佚待劳 , 以饱待饥 , 此治力者也。”

【例句】在决赛之前, 老师嘱咐大家要

注意保存体力 , ～, 结果获胜。

以意逆志
【注音】yǐyìnìzhì

【释义】逆 : 指揣度。志 : 心意 , 意图。

用自己的想法去揣测别人的想法。

【出处】《孟子·万章上》: “故说《诗》

者 , 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志。以意

逆志 , 是为得之。”

【例句】你这是 ～, 说出的话不足以令

人相信。

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
【注音】yǐzǐzhīmáo, ɡōnɡzǐzhīdùn

【释义】矛、盾 : 古兵器 , 矛用于进攻 , 盾

用于防守。用你的矛来攻你的盾。

比喻利用双方的观点、言论来驳斥对

方。

【出处】《韩非子·难一》: “梦人有鬻楯

( 盾) 与矛者 , 誉之曰 : ‘吾楯之坚, 物

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 : ‘吾矛之利,

于物不陷也。’或曰: ‘以子之矛 , 陷子

之楯 , 何如?’其人弗能应也。”

【例句】他的这一观点是 ～, 最终站不

住脚的。

以怨报德
【注音】yǐyuàn bào dé

【释义】怨 : 仇恨 ; 德 : 恩惠, 好处。用怨

恨报答别人给予的恩惠。

【出处】《国语·周语中》: “以怨报德 ,

不仁。”

【例句】西安事变期间, 张学良护送蒋

介石回去, 蒋介石 ～, 把张学良将军

扣下作人质。

【反义】以德报怨

倚财仗势
【注音】yǐcái zhànɡshì

【释义】倚、仗 : 仗恃。仗恃自己有钱有

势。

【例句】他 ～, 为非作歹, 早已激起公

愤。

倚老卖老
【注音】yǐlǎo mài lǎo

【释义】倚 : 仗恃。仗恃自己年纪大卖

弄老资格。看不起人。

【出处】元·无名氏《谢金吾》一折 : “我

尽让你说几句便罢, 则管里倚老卖

老 , 口里唠唠叨叨的说个不了。”

【例句】他虽已年逾七旬 , 但从不 ～, 因

此得到大家的尊重。

【近义】妄自尊大

【反义】少不更事

倚门傍户
【注音】yǐmén bàng hù

【释义】倚、傍 : 依靠。比喻依附别人,

不能自立。也形容自己没有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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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宋·普济《五灯会元》卷十一:

“僧问纸衣和尚 : ‘如何是宾中宾?’师

曰 : ‘倚门傍户。’”

【例句】在学术问题上 ～的人是没有前

途的。

【近义】寄人篱下

【反义】自立门户

倚势凌人
【注音】yǐshìlíng rén

【释义】倚 : 凭借; 凌 : 欺侮。凭借权势

欺侮人。

【例句】他身为一乡之长, 不但不为老

百姓办事 , 反而 ～, 应受到严惩。

【近义】仗势欺人

【反义】锄强扶弱

旖旎风光
【注音】yǐnǐfēng guāng

【释义】旖旎 : 柔和美好。柔美的景色。

【出处】清·魏秀仁《花月痕》十七回:

“大家都说 : ‘好极! 旖旎风光, 方才

说的 , 终当以此为第一。’”

【例句】湖水凝蓝, 春花红火, 好一派

～。亦作“风光旖旎”。

【近义】山明水秀

义不容辞
【注音】yìbùrónɡcí

【释义】义 : 道义。道义上不容许推辞。

指理应承当 , 责无旁贷。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 “子敬

有恩于玄德, 其言必从。且玄德既为

东吴之婿 , 亦义不容辞。”

【例句】支援灾区是我们 ～的责任。

【近义】责无旁贷

【反义】临难苟免

义愤填膺
【注音】yìfèn tián yīnɡ

【释义】膺 : 胸。义愤充满胸膛。指由

不公正的事情激起的愤怒十分强烈。

【出处】《旧唐书·文宗本纪下》: “我每

思贞观、开元之时 , 观今日之事 , 往往

愤气填膺耳。”

【例句】入侵的敌人奸淫掳掠, 无所不

为 , 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各界人士不无

～, 予以严斥。

【近义】悲愤填膺

【反义】腼颜人世

义无反顾
【注音】yìwúfǎn ɡù

【释义】义 : 正义。反顾 : 回头看。形容

坚持正义 , 勇往直前。

【出处】清·浴日生《海国英雄记》卷

下 : “臣誓以身许国 , 义无反顾。”

【例句】他 ～地离开了这个肮脏的地

方 , 走上了新的道路。

【近义】一往直前

【反义】义不容辞

义正词严
【注音】yìzhènɡcíyán

【释 义】义 : 道 理。词 : 言 词。也 作

“辞”。理由正当 , 措词严肃。

【出处】《立论和驳论》: “对于敌人反动

宣传 , 必须 ～, 针锋相对地彻底揭露

和无情驳斥。”

【例句】我国外交部的这一项声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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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

的强烈愿望。

【近义】理直气壮

【反义】理屈气穷

议论纷纷
【注音】yìlùn fēn fēn

【释义】议论 : 对人或事物的好坏、是非

等表示意见 ; 纷纷: 多而杂乱。议论

很多、很杂。

【出处】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八

十七回 : “新令既出, 百姓议论纷纷,

或言不便 , 或言便。”

【例句】张校长做完了报告 , 大家 ～, 有

的表示同意 , 有的表示反对。

【反义】众口一词

【辨析】～和“众说纷纭”都有形容议论

很多 , 看法不一的意思。但 ～偏重多

而杂 , 常形容人们正在议论的场面;

“众说纷纭”偏重在“说法和看法不

一”。

忆苦思甜
【注音】yìkǔsītián

【释义】回忆旧社会的痛苦, 体会新时

代的幸福。

【出处】《榆钱饭》: “不知是想忆苦思

甜 , 还是想打一打油腻, 我又向丫姑

和二妹子念叨着吃一顿榆钱饭。”

【例句】我们学校最进举办了一次 ～的

活动。

亦步亦趋
【注音】yìbùyìqū

【释义】亦 : 也。步: 行走。趋 : 快跑。

别人慢走就慢走, 别人快走就快走。

比喻处处仿效或追随别人。

【出处】《庄子·田子方》: “夫子步亦

步 , 夫子趋亦趋, 夫子驰亦驰, 夫子奔

逸绝尘 , 而回瞠若乎后矣。”

【典故】春秋时 , 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 ,

深受孔子赏识, 常说: “贤哉, 回也! ”

对颜回赞不绝口 , 孔子认为他贤的主

要原因是视孔子“犹父也。”听孔子讲

学从不提疑问和反对意见。用颜回

的话说就是 : “孔子走慢我也慢 , 孔子

走快我也快 , 孔子跑我也跑。总之,

一言一行都紧跟孔子。”

【例句】对于商品的款式, 这家厂商只

求 ～, 从未有创新。

【近义】随声附和  唯唯诺诺

【反义】独树一帜

【辨析】～和“人云亦云”都有“缺乏主

见 , 模仿追随别人”的意思。但“人云

亦云”指语言上的模仿追随; ～不仅

指语言 , 还有行动上的模仿、追随。

异端邪说
【注音】yìduān xiéshuō

【释义】异端 : 和正统思想不同的主张

和教义 ; 邪说 : 被“正统派”看成是有

害的学说。称异己的学派及其所持

的学说、主张。

【出处】《朱子语类·论语》: “若异端邪

说释老之学 , 莫不自成一家。”

【例句】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 曾被当

时的宗教势力看成是 ～, 受到野蛮的

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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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乎寻常
【注音】yìhūxún chánɡ

【释义】异 : 不同。寻常 : 平常。不同于

平常。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七十回 : “耽误了点年纪, 还没

有什么要紧 , 还把他的脾气惯得异乎

寻常的出奇。”

【例句】他最近的情绪有点 ～。

异军突起
【注音】yìjūn tūqǐ

【释义】异军 : 另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

突起 : 突然出现。比喻一支新生力量

突然出现。

【出处】《史记·项羽本纪》: “陈婴者,

故东阳令史⋯⋯( 东阳) 少年欲立婴,

便为王 , 异军苍头特起。”

【例句】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支文化新

军 , 在当时文坛上犹如 ～, 猛烈冲击

着反动势力。

异口同声
【注音】yìkǒu tónɡs hēnɡ

【释义】不同的人说出同样的话。指大

家的说法完全一致。

【出处】晋·洪《抱朴子·道意》: “左右

小人 , 并云不可, 阻之者众, 本无至

心 , 而谏怖者异口同声。”

【例句】大家都 ～地赞扬老陈是我们车

间的好主任。

【近义】众口一词  如出一口

【反义】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异曲同工
【注音】yìqǔtónɡɡōnɡ

【释义】工 : 巧妙 , 精妙。曲调不同, 却

同样精妙。常比喻艺术作品不同, 但

同样精彩出色。也比喻做法不同, 但

收效一样好。

【出处】清·蒲松龄《聊斋志异·蛇人》

冯评 : “此等题我嫌污笔 , 写来款款动

人乃尔 , 与柳州《捕蛇者说》异曲同

工。”

【例句】这两部喜剧片有 ～之妙。

【反义】截然不同  判若云泥

异想天开
【注音】yìx iǎnɡtiān kāi

【释义】异 : 奇异奇特。天开: 天门打

开。指想法荒诞、离奇、不现实。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四十八回 : “刑部书吏得了他的

贿赂 , 便异想天开的设出一法来。”

【例句】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

曾经被当作 ～的无土栽培技术已经

付诸实践了。

【近义】想入非非  胡思乱想

抑扬顿挫
【注音】yìyánɡdùn cuò

【释义】抑扬 : 降低和抬高。顿挫 : 停顿

和曲折。形容音调高低停顿, 节奏分

明 , 十分的和谐优美。

【出处】清·刘噪声《老残游记》二回:

“那抑扬顿挫 , 入耳动心 , 恍若有几十

根弦 , 几百个指头 , 在那里弹似的。”

【例句】这 ～、温柔悦耳的祖国语言 ,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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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连厨房里飘出来的葱花炸锅的香

味儿 , 都令人心驰神往 , 无限销魂。

易如反掌
【注音】yìrúfǎn zhǎnɡ

【释义】反 : 翻转。容易得像翻一下手

掌。形容非常容易。

【出处】《孟子·公孙丑上》: “以齐王,

由反手也。”赵岐注: “以齐国之大 , 而

行王道 , 其易若反手耳。”

【例句】这件事王强早已成竹在胸, 办

起来 ～。

【近义】轻而易举

【反义】难于上天

意气风发
【注音】yìqìfēnɡfā

【释义】意气 : 意志和气概。风发 : 像劲

风一样迅猛有力。指精神振奋 , 气概

豪迈。

【出处】宋·陆游《剑南诗稿·秋怀》:

“形骸岁岁就枯朽, 意气时时犹激

昂。”

【例句】我们 ～、斗志昂扬地向 21 世纪

进发。

【近义】踌躇满志

【反义】心灰意懒

意气相投
【注音】yìqìxiānɡtóu

【释义】意气 : 性格志趣。投 : 投合。性

情志趣十分投合。

【出处】唐·杜甫《赠王二十四侍御》:

“由来意气合 , 直取性情真。”

【例句】他们二人 ～, 无话不谈。

【近义】情投意合

意气扬扬
【注音】yìqìyánɡyánɡ

【释义】意气 : 情态 , 气概。扬扬 : 振奋、

得意的样子。指神气十足, 非常得

意 , 也指精神振奋 , 气宇轩昂。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苏小

妹三难新郎》: “少游此时意气扬扬,

连进三盏 , 丫环拥入香房。”

【例句】在刑场上 , 革命志士面不改色 ,

～。

【近义】意气风发

【反义】心灰意懒

意气用事
【注音】yìqìyònɡshì

【释义】意气 : 指主观、偏激的情绪。凭

一时感情冲动办事。

【出处】冯玉祥《我的生活》16 章 : “若

是一味的固执己见意气用事, 那无有

不失败。”

【例句】老丁一向固执己见 , ～, 不适应

担任此项工作。

意味深长
【注音】yìwèi shēn chánɡ

【释义】含意深刻 , 耐人寻味。

【出处】朱自清《经典常谈·四书第

七》: “书中所述的人生哲理, 意味深

长 , 会读书的细加玩赏, 自然能心领

神悟 , 终身受用不尽。”

【例句】这篇文章 ～, 很值得一读。

【近义】耐人寻味

【反义】索然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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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言外
【注音】yìzài yán wài

【释义】意思在言词之外。形容文辞含

蓄 , 意味深长。

【出处】《谈谈散文》: “切忌牵强附会地

去发掘作品的‘意在言外’‘象外之

味’, 以免造成误解。”

【例句】诗文要含而不露、～, 才耐人寻

味 , 才有艺术的魅力。

毅然决然
【注音】yìrán juérán

【释义】毅然: 果断的样子; 决然: 坚决

地。形容坚决果断。

【例句】他 ～地抛弃了国外优裕的生

活 , 回国投身四化建设。

【反义】犹豫不决  优柔寡断

溢于言表
【注音】yìyúyán biǎo

【释义】溢 : 水满流出, 引申指超出。

表 : 外面。形容意思透过文词充分表

露出来。

【出处】《汉书·东方朔传》: “溢于文

辞。”

【例句】如鼠肚鸡肠、过街老鼠、鼠目寸

光、獐头鼠目等等, 无不带有极强的

贬义 , 人们对鼠的憎恶之情 ～。

熠熠生辉
【注音】yìyìs hēng huī

【释义】熠熠 : 光耀 , 鲜明。形容光彩闪

耀。

【例句】黑暗中 , 桌上的明珠越发 ～。

【近义】光芒四射

【反义】暗淡无光

yin

因材施教
【注音】yīn cái shījiào

【释义】因 : 根椐。施: 施加, 实行。依

照受教育的具体情况施行不同的教

育。

【出处】郭沫若《庄子的批判》: “孔子是

因材施教的人 , 对什么样的人说什么

样的话。”

【例句】教师应该注意学生在各方面的

差异 , 做到 ～。

因地制宜
【注音】yīn dìzhìyí

【释义】因 : 依据。根据当地的实际情

况 , 采取适当的措施。

【出处】赵晔《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夫筑城郭、立仓库 , 因地制宜, 岂有

天气之数以威邻国者乎?”

【例句】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种什

么 , 种多少, 必须 ～。

【近义】就地取材

【反义】刻舟求剑

因祸得福
【注音】yīn huòděfú

【释义】因遭灾祸 , 而得到好处。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九:

“此乃是个义夫节妇一片心肠, 感动

天地 , 所以毒而不毒, 死而不死 , 因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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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福 , 破泣为笑。”

【例句】有些事情可以 ～。

【近义】塞翁失马

【反义】转祸为福

因利乘便
【注音】yīn lìchénɡbiàn

【释义】依靠有利的形势。

【出处】汉·贾谊《过秦论》: “因利乘

便 , 宰割天下 , 分裂河山。”

【例句】你应该 ～, 以获取更多的知识。

【近义】顺水推舟

因陋就简
【注音】yīn lòu jiùjiǎn

【释义】因 : 沿袭。陋: 简陋。就 : 将就。

原指任其简陋 , 不求改进。后指利用

简陋的设备和条件将就着办事。

【出处】汉·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

“苟因陋就寡 , 分文析字, 烦言碎辞,

学者罢老 , 且不能究其一艺。”

【例句】此地风气未开 , 诸事 ～, 就按老

样子办吧。

因人成事
【注音】yīn rén chénɡshì

【释义】因 : 依赖 , 依靠。依赖别人的力

量办成事情。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平原君虞

卿列传》: “公等录录, 所谓因人成事

者也。”

【例句】我们要自力更生, 决不低三下

四 , ～。

因人制宜
【注音】yīn rén zhìyí

【释义】因 : 按照。按照各人的实际情

况 , 制定适宜的办法。

【出处】李欣《老生常谈·以人为鉴》:

“方法不能千篇一律, 必须因人制

宜。”

【例句】在工作安排上 , 我们应该 ～, 让

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

【近义】因人而异

因势利导
【注音】yīn s hìlìdǎo

【释义】因 : 顺应。势: 趋势。利导: 引

导。顺着事物发展的趋势很好加以

引导。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

列传》: “善战者 , 因其势而利导之。”

【例句】思想工作要结合实际 , ～。

【近义】顺水推舟

因小失大
【注音】yīn xiǎo shīdà

【释义】因为一些小事耽误了大事, 或

因为贪小利而造成大的损失。

【出处】汉·刘昼《新论·贪爱》: “灭国

亡身为天下笑, 以贪小利失其大利

也。”

【例句】如果注意局部 , 不注意全局 , 就

会 ～。

【近义】剖腹藏珠  得不偿失

因循守旧
【注音】yīn xún shǒu ji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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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因循: 沿袭。沿袭和死守旧的

做法 , 不加改进。

【出处】汉·司马迁《史太公自序》: “其

( 道家) 术以虚无为本 , 以因循为用。”

【例句】像他那样 ～的人, 怎么能开创

新局面呢?

【近义】墨守成规

【反义】推陈出新

因噎废食
【注音】yīn yēfèi shí

【释义】噎 : 食物堵住喉咙。废: 停止。

因为噎住 , 就连饭也不吃了。比喻因

为小受挫折或怕出问题就停止不干。

【出处】《吕氏春秋·荡兵》“夫有以噎

死者 , 欲禁天下之食 , 悖。”

【例句】义彬怕数学考试, 就一整天不

上学 , 这岂不是 ～吗?

阴差阳错
【注音】yīn chāyánɡcuò

【释义】由于各种偶然因素造成差错。

【出处】《孽海花》三十四回 : “这回革命

的事 , 几乎成功⋯⋯阴差阳错里倒被

他糊里糊涂地扑灭了。”

【例句】他们 ～地把多年渴望见面的机

会失掉了。

【近义】鲁鱼亥豕

阴谋诡计
【注音】yīn móu ɡuǐjì

【释义】阴 : 暗中。诡 : 狡诈。暗中谋划

的诡诈的计策。

【出处】《孽海花》三十五回: “政治上,

用不着阴谋诡计。”

【例句】一切搞 ～的人 , 迟早要垮台的。

阴阳怪气
【注音】yīn yánɡɡuài qì

【释义】形容态度暧昧诡诈, 说话旁敲

侧击 , 叫人摸不透真实意图。

【例句】小王不好好工作, 说话也总是

～的。

音容笑貌
【注音】yīn rónɡxiào mào

【释义】说话的声音, 谈笑的神态。原

指虚饰的言语、表情。后泛指言谈、

态度。

【例句】周总理虽然离开我们已多年,

但他的 ～仍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

里。

吟风弄月
【注音】yín fēnɡnònɡyuè

【释义】吟 : 吟咏。弄 : 赏玩。诗人以风

花雪月等自然景物为题材作诗或吟

诗。也指诗文内容空泛, 逃避现实。

【出处】明·凌闬初《二刻拍案惊奇》卷

十一 : “抑且幼无父母, 无些拘束, 终

日吟风弄月 , 放浪江湖。”

【例句】当时的文学作品大多比较颓

废 , 但也并非全是 ～, 也有对社会进

行讽刺的。

【近义】嘲风咏月

寅吃卯粮
【注音】yín chīmǎo liánɡ

【释义】寅、卯、为地支的第三位、第四

位。寅年吃了卯年的粮。比喻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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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出 , 预先借支。

【出处】明·无名氏《龙图公案·借

衣》: “先后是伊妻子, 何故寅年要吃

卯年粮 ; 终久是伊家室, 不合今日先

讨明日饭。”

【例句】小周不善于计划开支, 钱到手

就乱花 , 经常是 ～。

【近义】入不敷出

【反义】绰绰有余

银样镴枪头
【注音】yín yànɡlàqiānɡtóu

【释义】镴 : 锡铅合金 , 即焊锡。色泽像

银的镴制的枪头。比喻好看而不中

用。

【出处】《红楼梦》二十三回 : “一般唬的

这么样铁 , 还只管胡说。———呸! 原

来也是个银样镴枪头! ”

【例句】这个人是 ～, 一点儿也不中用。

引而不发
【注音】yǐn ér bùfā

【释义】引 : 拉开弓。发: 射箭。拉满

弓 , 搭上箭却不射出去。原指让学射

的人自己体会。比喻善于引导或控

制。

【出处】《孟子·尽心上》: “君子引而不

发 , 跃如也。”

【例句】王老师讲课善于 ～, 提出发人

深省的问题, 让学生独立思考去解

决。

引吭高歌
【注音】yǐn hánɡɡāo ɡē

【释义】吭 : 喉咙。扯开嗓门, 高声歌

唱。

【出处】晋·张华注《禽经》: “搏则利

嘴 , 鸣则引吭。”

【例句】荆轲出发前, 悲壮流失昂, ～。

【近义】高唱入云

【反义】吞声饮泣

【辨析】～和“高唱入云”相比 : “高唱入

云”强调音量大 ; ～强调状态。

引火烧身
【注音】yǐn huǒshāo s hēn

【释义】引 : 招致, 惹。把火引过来烧自

己。比喻自招灾祸 , 自找苦吃。也比

喻主动暴露和批判自己的缺点、错

误 , 以争取大家的批评帮助, 求得改

正。

【例句】在民主生活会上, 张书记首先

～, 展开自我批评, 一下子把大伙的

情绪鼓动起来了。

引经据典
【注音】yǐn jīnɡjùdiǎn

【释义】引用经书, 根据典籍。泛指以

文献记载和权威著作为依据。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 “吃到这

些臭东西 , 还要替他考证, 你也忒爱

引经据典了。”

【例句】写文章能 ～, 可使论证有力。

【近义】引经据古

【反义】不见经传  信口开河

引狼入室
【注音】yǐn lánɡrùshì

【释义】形容把敌人、坏人或者有害于

自己的人引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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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元·张国宝《罗李郎》一折 : “我

不是引的狼来屋里窝 , 寻的蚰蜒钻耳

朵。”

【例句】我后悔听信了他的花言巧语,

以致 ～, 让他骗走了我的东西。

【近义】开门揖盗

【反义】调虎离山

引人入胜
【注音】yǐn rén rùshènɡ

【释义】胜 : 胜境 , 美好的境地。把人带

进美妙的境地。比喻非常吸引人。

【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任诞》: “王卫军云, 酒正自引人着

胜地。”

【例句】这本小说 ～, 我一翻开就不愿

放下来。

【近义】令人神往

【反义】索然无味

引人注目
【注音】yǐn rén zhùmù

【释义】引起人的注意。

【出处】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十四件大事》: “也有敲打锣鼓, 引

人注目的。”

【例句】墙上一幅 ～的大标语上写着:

“团结一致 , 振兴中华! ”

【近义】招摇过市

引以为戒
【注音】yǐn yǐwéi jiè

【释义】戒 : 警戒 , 鉴戒。从教训中引起

自己的警诫。

【出处】《国语·楚语下》: “人之求多闻

善教 , 以鉴戒也。”

【例句】犯了错误 , 应当吸取教训, ～。

【近义】前车之鉴

引锥刺股
【注音】yǐn zhuīcìgǔ

【释义】比喻以极大的毅力和决心刻苦

学习。

【例句】我们青少年应该抓紧时间, 刻

苦学习 , 要有 ～的决心和毅力。

饮恨吞声
【注音】yǐn hèn tūn s hēng

【释义】饮恨: 把仇恨咽到肚里; 吞声:

强忍住哭声。形容受迫害而无力反

抗 , 把痛苦和怨恨埋在心里, 不敢公

开表露。

【出处】南朝 ( 梁) 江淹《恨赋》: “自古

皆有死 , 莫不饮恨而吞声。”

【例句】她的丈夫被日本兵杀害了, 她

～, 等着八路军能为她报仇雪恨。

【近义】饮泣吞声

【反义】忍无可忍

饮水思源
【注音】yǐn s huǐsīyuán

【释义】喝水时想到水的来源。比喻不

忘本。

【出处】北周·庾信《徵调曲》: “落其实

者思其树 , 饮其流者怀其源。”

【例句】我能有今天的成就 , ～, 永远也

不会忘记老师对我的栽培。

【近义】感恩图报

【反义】忘恩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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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鸩止渴
【注音】yǐn zhèn zhǐkě

【释义】鸩 : 浸过鸩鸟 ( 传说中的毒鸟)

羽毛的毒酒。喝毒酒来止渴。比喻

只图眼前痛快 , 不顾后果怎样。

【出处】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高

祖纪》: “亦犹决鲸海以救焚, 何逃没

溺 ; 饮鸩浆而止渴 , 终取丧亡。”

【例句】你这种做法是 ～, 后果将不堪

设想。

【典故】东汉有人名霍�!, 勤奋好学、品

性通达。他十五岁时, 舅舅宋光由于

秉公执法 , 得罪了权贵, 被诬妄改诏

书 , 被捕入狱受严刑。霍�!便上书当

时执掌大权的大将军梁商 , 为舅父申

冤。他在书中说 : “宋光身为州郡长

官 , 一向奉公守法, 希望得到朝廷的

信用 , 即使对诏书内容感到疑惑, 也

不敢冒死去窜改 , 这好比为解饥吃附

子 , 为解渴去饮毒酒, 他怎么会如此

做呢?”梁商看了信后 , 非常钦佩霍的

才学和胆识, 便请求顺帝宽恕了宋

光。

【近义】挖肉补疮

【反义】避凶趋吉

饮泣吞声
【注音】yǐn qìtūn shēnɡ

【释义】泣 : 无声的哭; 吞声: 不敢出声。

不敢放声大哭。

【出处】唐·张篎《游仙窟》: “饮气吞

声 , 天道人情 ; 有别必怨 , 有怨必盈。”

【例句】旧社会 , 地主老财家的仆人 , 整

天过着 ～的生活。

隐恶扬善
【注音】yǐn èyánɡshàn

【释义】隐讳坏的, 宣扬好的。指不揭

人短处 , 宣扬其长处。

【出处】汉·戴圣《礼记·中庸》: “舜好

问而好察迩言 , 隐恶而扬善。”

【例句】～这一处世方法, 实际上助长

了社会的恶劣风气。

【近义】掩恶扬美

【反义】吹毛求疵

隐晦曲折
【注音】yǐn huìqūzhé

【释义】隐晦 : 不明显。含糊其辞 , 拐弯

抹角。

【出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 “而不要隐晦曲折, 使人民

大众不易看懂。”

【例句】他的这番话 ～, 令人难以理解。

隐姓埋名
【注音】yǐn xìnɡmái mínɡ

【释义】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

【出处】元·王子一《误入桃源》第一

折 : “因此上不事王侯, 不求闻达, 隐

姓埋名、做庄稼、学耕种。”

【例句】孙中山先生在发动革命初期

～, 以避清廷耳目。

【近义】改名换姓

【反义】抛头露面

隐约其辞
【注音】yǐn yuēqící

【释义】隐约 : 不明显 , 不清楚。指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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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躲闪闪或语意隐晦不明。

【出处】清·赵翼《瓯北诗话·韩昌黎

诗》: “然其赴江陵诗云: ‘同官尽俊

才 , 偏善柳与刘。或虑言语泄, 传之

落冤雠。二子不宜尔 , 将疑断还不?’

是犹隐约其词 , 而不忍斥言。”

【例句】为了不得罪领导 , 他只得 ～, 没

敢明确说出企业存在的问题。

【近义】含糊其辞  闪烁其辞  支吾其

词

【反义】快人快语  直言不讳

�刲叱咤
【注音】yīnɡkuīchìzhà

【释义】�刲: 满怀怒气。叱咤: 怒喝

声。形容发怒而厉声喝叫。

【出处】《雨中登泰山》: “一边却暗刲叱

咤 , 似有千军万马。”亦作 “�恶叱

咤”。

【例句】你这样 ～, 鸟都被你吓跑了。

yinɡ

应有尽有
【注音】yīnɡyǒu jìn yǒu

【释义】应该有的都有。指很齐全。

【出处】《宋书·江智渊传》: “人所应有

尽有, 人所应无尽无者, 其江智渊

乎?”

【例句】这个书店儿童读物 ～, 可以使

每一位小朋友满意而归。

【近义】一应俱全

【反义】一无所有

英雄气短
【注音】yīng xióng qìduǎn

【释义】气短: 志气沮丧。指有才志的

人因遭受困厄或沉溺于儿女私情而

丧失进取心。

【出处】清·钱彩《说岳全传》二十三

回 : “倘若有冒功等事 , 岂不使英雄气

短 , 谁肯替国家出力! ”

【例句】你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 ～, 放

弃出国深造的机会。

【近义】儿女情长

英雄所见略同
【注音】yīnɡx iónɡsuǒjiàn lüètónɡ

【释义】略 : 大致。杰出人物的见解大

致相同。常用来称赞意见相同的对

方。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庞

统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天下智

谋之士所见略同耳。”

【例句】我们的见解完全一致, 真是 ～

啊!

英雄无用武之地
【注音】yīnɡx iónɡwúyònɡwǔzhīdì

【释义】有才智、有本领的人没有施展

的地方或机会。

【出处】《赤壁之战》: “英雄无用武之

地 , 故豫州遁逃至此。”

【例句】大城市大机关人才聚集如果不

流动 , 势必造成 ～的现象。

【近义】怀才不遇  大材小用

【反义】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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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姿飒爽
【注音】yīnɡzīsàs huǎnɡ

【释义】飒爽: 豪迈矫健。形容意气风

发、英武豪迈的样子。

【出处】唐·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

霸》: “褒公鄂公毛发动, 英姿飒爽犹

酣战。”

【例句】她身着戎装, ～, 别有一种女性

的美。

【近义】容光焕发

【反义】其貌不扬

【辨析】～和“意气风发”都形容精神振

奋的样子。但“意气风发”主要表现

气概 ; ～还可以表现人的英姿矫健。

莺歌燕舞
【注音】yīng gēyàn wǔ

【释义】黄莺歌唱 , 燕子飞舞 , 形容春意

盎然的景象。也比喻气象升平或事

业兴旺 , 生机勃勃的大好形势等。

【出处】宋·姜夔《杏花天影》词: “金陵

路 , 莺吟燕舞 , 算湖湖水知人最苦。”

【例句】四月的江南, 到处繁花生树,

～, 吸引着海外游客。

【近义】草长莺飞

【反义】春意阑珊

鹦鹉学舌
【注音】yīnɡwǔxuéshé

【释义】鹦鹉: 一种能模仿人说话的声

音的鸟 , 俗称鹦哥。鹦鹉学人说话。

比喻别人怎样说 , 他也怎样做, 没有

独立的见解。

【出处】宋代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

十八“如鹦鹉只学人言 , 不得人意。”

【例句】我们管人云亦云的说话者叫

“～”。

【近义】人云亦云  拾人牙慧

迎刃而解
【注音】yínɡrèn ér jiě

【释义】刃 : 刀口。解 : 分开。碰上刀口

就一下子切开了。形容解决问题很

容易。

【出处】唐·房玄龄《晋书·杜预传》

“今兵威已振, 譬如破竹, 数节之后,

皆迎刃而解。”

【例句】新局长到任后, 好些悬而未决

的事情 , 都 ～。

【近义】如汤沃雪  无从措手

【反义】盘根错节

【辨析】～和“势如破竹”都形容“解决

问题十分顺利”。但 ～更强调“解决

问题的方法”; 而“势如破竹”强调的

是形势。

迎头赶上
【注音】yínɡtóu ɡǎn s hànɡ

【释义】迎头 : 迎面 , 当头。朝最前面的

追赶上去。

【出处】鲁迅《伪自由书·迎头经》: “这

样所谓迎头赶上和勿向后跟, 都是不

但见于经典而且证诸实验的真理

了。”

【例句】暂时落后不要气馁, 只要总结

经验 , 下定决心 , 奋发努力 , 就可 ～。

【近义】奋起直追

【反义】望尘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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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头痛击
【注音】yínɡtóu tònɡjī

【释义】迎 : 当头, 迎面; 痛 : 狠狠地, 沉

重地。当头给以狠狠地打击。

【例句】我们要给予进犯的敌人 ～, 让

他有来无回。

营私舞弊
【注音】yínɡsīwǔbì

【释义】营 : 谋求。谋求私利 , 玩弄手段

做违法乱纪的事。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十四回 : “南洋兵船虽不少, 叵

奈管带的一味知道营私舞弊 , 那里还

有公事在他心上。”

【例句】他挪用公款, ～, 已被撤职法

办。

【近义】徇私舞弊

【反义】两袖清风

蝇营狗苟
【注音】yínɡyínɡɡǒu ɡǒu

【释义】营 : 钻营。苟: 苟且。像蝇钻

营 , 像狗苟且, 即像苍蝇那样追逐脏

东西 , 像狗那样低贱地生活。比喻品

行低劣。

【出处】唐·韩愈《送穷文》: “蝇营狗

苟 , 驱去复还。”

【例句】抗战时期, 大后方的许多作家

并没有因环境险恶而以 ～的态度来

保全自己。

【近义】抗尘走俗

影影绰绰
【注音】yǐnɡyǐnɡchuòchuò

【释义】隐隐约约 , 模模糊糊。

【出处】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六十

二回 : “我不知怎的, 但没人在房里,

心里只害怕 , 恰似影影绰绰, 有人在

眼前一般。”

【例句】我 ～地记得见过这个人。

【反义】一清二楚

应付自如
【注音】yìnɡfùzìrú

【释义】应付 : 对待或处理。自如 : 合乎

心意 , 没有阻碍。形容处事从容不

迫 , 毫不吃力。

【出处】《画蛋·陈功》: “等到手眼一

致 , 那么对任何形象都能应付自如

了。”

【例句】他很能干 , 一个人 ～。

【反义】应接不暇  手忙脚乱  疲于奔

命

应对如流
【注音】yìnɡduìrúliú

【释义】应 : 回对 ; 对 : 对答。对答像流

水一样。形容说话敏捷流利。

【出处】《晋书·张华传》: “华应对如

流 , 听者忘倦。”

【例句】王红利学习成绩优秀, 每次回

答老师的提问都 ～。

【反义】张口结舌

应付裕如
【注音】yìnɡfùyùr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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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应付: 对付; 裕如: 充裕地。从

容应付 , 毫不费力。

【例句】想不到他年纪轻轻, 在这种场

合态度从容 , ～。

【反义】应接不暇

应接不暇
【注音】yìnɡjiēbùxiá

【释义】暇 : 空闲。原指美景繁多 , 来不

及观赏。后指人事纷繁, 应付不过

来。

【出处】晋·王献之《镜湖贴》: “镜湖澄

澈 , 清流泻注 ; 山川之美 , 使人应接不

暇。”

【例句】这么多事情急待办理, 真让人

～。

【近义】疲于奔命  目不暇接

【反义】应付自如

应运而生
【注音】yìnɡyùn ér s hēnɡ

【释义】应 : 顺应 ; 运: 原指天命 , 泛指时

机。原指顺应天命而生 , 现指顺应客

观需要而生。

【出处】唐·王勃《益州夫子庙碑》: “大

哉神圣 , 与时回簿 , 应运而生 , 继天而

作。”

【例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相

应的学科也 ～。

yonɡ

庸人自扰
【注音】yōng rén zìrǎo

【释义】庸人: 平凡的人; 自扰: 自己搅

乱自己的心绪。比喻平庸的人无事

生事 , 自找麻烦。

【出处】宋·欧阳修等《新唐书·陆象

先传》: “天下本无事, 庸人扰之为烦

耳。”

【例句】同志们的意见都是诚恳的, 你

却多方猜疑 , 这不是 ～吗?

【近义】杞人忧天

庸医杀人
【注音】yōng yīshārén

【释义】庸医: 医术低劣的医生。医术

低劣的医生 , 因误诊乱投药而造成病

人的死亡。比喻手握不住是非标准

而造成的悲剧。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六十八

回 : “我有几个草头方儿, 能治大病,

管情医得他好便了。就是医杀了, 也

只问得个庸医杀人罪名 , 也不该死。”

【例句】你这种不懂规矩, 乱加食品添

加剂的行为与 ～有什么两样?

【反义】药到病除

庸庸碌碌
【注音】yōng yōng lùlù

【释义】形容平庸无志 , 无所作为。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一百十五

回 : “至于弟乃庸庸碌碌一等愚人。”

【例句】他小时候很聪明 , 但后来却 ～,

一无所成。

【近义】碌碌无为

【反义】大有作为

【辨析】～和“碌碌无为”都有“平庸、没

有志气、没有作为”的意思。区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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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 “碌碌无为”偏重于“没有作为”;

～偏重于“平庸、没有志气”。“碌碌

无为”多用于以往的生活的回顾; ～

多用于对人的评定。

雍容大方
【注音】yōng róng dàfāng

【释义】雍容: 温和大方的样子。形容

态度从容。举止大方、文雅。

【例句】她在今天的晚会上 ～, 光彩照

人。

【近义】落落大方

雍容典雅
【注音】yōng róng diǎn yǎ

【释义】典雅: 文辞用典有据且格调高

雅。指诗文题旨温和, 修辞优美文

雅。

【出处】宋·陈亮《书欧阳文粹后》: “公

之文雍容典雅 , 纡余宽平, 后覆以达

其意 , 无复毫发之遗。”

【例句】这首诗文辞优美 , ～, 赢得大家

的好评。

雍容华贵
【注音】yōng róng huáguì

【释义】雍容: 从容大方; 华贵: 华丽高

贵。形容仪态从容大方 , 衣着服饰华

丽高雅。

【例句】她穿着一件黑色貂皮大衣, 更

显得 ～。

【近义】雍容典雅

【反义】俗不可耐

永垂不朽
【注音】yǒnɡchuíbùx iǔ

【释义】垂 : 流传。永远流传, 永不磨

灭。

【出处】汉·苏武《报李陵书》: “向使君

服节死难 , 书功竹帛, 传名千代 , 茅士

之封 , 永在不朽 , 不亦休哉! ”

【例句】用生命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生活

的英雄们 ～。

【近义】流芳百世

【反义】遗臭万年

永无止境
【注音】yǒng wúzhǐjìng

【释义】止境 : 尽头 , 终点。永远没有尽

头。

【例句】学习是 ～的。

永志不忘
【注音】yǒng zhìbùwàng

【释义】志 : 记住 , 记忆。永远记住, 不

遗忘。

【例句】无数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我

们 ～。

【近义】没齿不忘  刻骨铭心

勇冠三军
【注音】yǒnɡɡuàn sān jūn

【释义】三军: 古时军队为中军、上军、

下军三部分 , 这里指全军。勇敢在全

军里数第一名。

【出处】汉·李陵《答苏武书》: “陵先将

军功略盖天地 , 义勇冠三军。”

【例句】刚进军营的他给自己定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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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 一定要在 2 年之内做到 ～。

勇往直前
【注音】yǒnɡwǎnɡzhíqián

【释义】毫无畏惧 , 勇敢地一直朝前走。

【出处】元·许有壬《丁文苑哀辞》: “遇

事则奋发 , 勇往直前。”

【例句】海上的帆船, 劈波斩浪 , 在万里

的波涛中 , 按照预定的航线 ～。

【近义】前仆后继  一往无前

【反义】畏缩不前  故步自封

【辨析】～和“一往无前”都含有“一直

奋勇前进”的意思。区别在于: ～有

个“勇”字 , 突出了“勇敢”的意思;

“一往无前”有“无前”两字, 表示“无

所阻挡”, 突出了“藐视前进道路上一

切艰难险阻”的意思。

用兵如神
【注音】yònɡbīnɡrúshén

【释义】调动军队打仗奇妙得如同神仙

一样。形容极善于用兵。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魏志·郭

嘉传》裴松之注引《傅子》: “( 袁) 绍

好为虚势 , 不知兵要, 公 ( 曹操 ) 以少

克众 , 用兵如神。”

【例句】努尔哈赤 ～, 声东击西 , 避实击

虚 , 把明军杀败了。

【近义】指挥若定

用武之地
【注音】yònɡwǔzhīdì

【释义】形容地形险要, 利于作战的地

方。比喻可以施展自己才能的地方

或机会。

【出处】《晋书·姚襄载记》: “洛阳虽

小 , 山河四塞之固 , 亦是用武之地。”

【例句】只要我们掌握了知识和技能,

就不愁没有 ～。

you

优柔寡断
【注音】yōu róu ɡuǎduàn

【释义】优柔 : 迟疑, 犹豫。寡 : 缺少。

做事犹豫 , 缺乏决断。

【出处】《韩非子·亡徵》: “缓心而无

成 , 柔茹而寡断, 好恶无决 , 而无所定

立者 , 可亡也。”

【例句】领导者必须当断则断 , 不能 ～。

【近义】狐疑不决

【反义】当机立断

【辨析】～和“狐疑不决”都表示犹豫拿

不定主意。“狐疑不决”多表示疑心 ,

不信任 ; 而 ～无此意。

优胜劣败
【注音】yōu shèng jièbài

【释义】指在生存竞争中, 强者胜利而

留存 , 弱者失败而被淘汰。

【例句】～, 是事物发展千古不变的规

律。

优游自如
【注音】yōu yóu zìrú

【释义】悠闲适意 , 毫不拘束。

【出处】明·彭时《彭文宪笔记》: “然清

务简 , 优游自如 , 世谓之玉堂仙。”

【例句】他 ～地哼着小曲走下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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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优哉游哉

优哉游哉
【注音】yōu zāi yóu zāi

【释义】优、游 : 悠然自得。哉 : 语气词,

表感叹。形容悠闲无事、从容自得的

样子。

【出处】晋·潘安仁《秋兴赋》: “优哉游

哉 , 聊以卒岁。”

【例句】考试结束了, 他们成天东游西

逛 , ～, 实在逍遥。

【近义】悠然自得

忧国忧民
【注音】yōu ɡuóyōu mín

【释义】忧虑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

苦。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六十九

回 : “那时节 , 朕却忧国忧民。”

【例句】屈原的《离骚》充分表现了他 ～

的强烈感情。

【近义】忧国忘家

忧心忡忡
【注音】yōu xīn chōnɡchōnɡ

【释义】忡忡: 忧愁不安的样子。形容

心事重重 , 忧愁不安。

【出处】《诗经·召南·草虫》: “未见君

子 , 忧心忡忡。”

【例句】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 许多有

识之士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而 ～。

【近义】闷闷不乐

【反义】喜气洋洋

忧心如焚
【注音】yōu xīn rúfén

【释义】焚 : 烧。忧愁得心里像火烧一

样。形容非常忧虑焦急。

【出处】《诗经·小雅·节南山》: “忧心

如評 , 不敢戏谈。”亦作“忧心如焚”。

【例句】因为儿子的生死未卜 , 他 ～。

【近义】忧心忡忡

【反义】喜上眉梢

悠然自得
【注音】yōu rán zìdé

【释义】悠然 : 悠闲舒适的样子。自得 :

满足 , 得意。指悠闲自适、神态从容

的样子。

【出处】南宋·王懋《野客丛书》第四

卷 : “今人饱食安眠于广厦之间 , 隆寒

盛暑 , 优游自得, 而萌不足之念 , 其可

不愧乎! ”

【例句】他们 ～地在公园里散步。

【近义】怡然自得

油光可鉴
【注音】yóu ɡuānɡkějiàn

【释义】油光: 非常光亮润泽。鉴: 照。

光亮得可当镜子照。

【出处】《藤野先生》: “也有解散辫子盘

得平的 , 除下帽子来 , 油光可鉴。”

【例句】水貂的皮毛 ～。

油腔滑调
【注音】yóu qiānɡhuádiào

【释义】形容说话轻浮油滑 , 不严肃 , 不

诚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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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朱自清《好与妙》: “‘妙不可

言’虽然肯定着‘妙’, ‘不可言’可渐

渐带上了点儿油腔滑调。”

【例句】那人不实在 , ～的, 实在令人讨

厌。

【近义】油嘴滑舌

【反义】一本正经

油然而生
【注音】yóu rán ér shēnɡ

【释义】指某种心情自然而然地产生。

【出处】《礼记·乐记》: “则易直子谅之

心油然而生矣。”

【例句】听了赖宁的英雄事迹后, 我对

他的崇敬之情 , 不禁 ～。

油嘴滑舌
【注音】yóu zuǐhuǎs hé

【释义】形容人说话油滑轻浮, 耍嘴皮

子。

【例句】那个卖西瓜的人南腔北调样样

会 , ～地惹人笑。

【反义】一本正经

油头粉面
【注音】yóu tóu fěn miàn

【释义】头上擦油, 脸上抹粉。形容打

扮妖艳轻浮。

【出处】《西游记》八十回 : “旁有一个女

子 , 倒是油头粉面。”

【例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但若过分

追求打扮 , 弄得 ～, 反而让人生厌。

【反义】蓬头垢面

由衷之言
【注音】yóu zhōnɡzhīyán

【释义】衷 : 指内心 , 本心。出自内心的

话。引申为向交谈的对方真心实意

地敞开心扉 , 以求对方理解、谅解或

同情。

【例句】听了她的 ～, 使我久久不能平

静。

【反义】花言巧语  甜言蜜语

游目骋怀
【注音】yǒu mùchěnɡhuǎn

【释义】游目 : 放眼四望。骋怀 : 任情敞

开胸怀。形容放眼观览, 舒展胸怀。

【出处】《我的空中楼阁》: “适于心灵散

步 , 眼睛旅行 , 也就是古人说的游目

骋怀。”

【例句】站在泰山之顶 , ～, 秀丽的景色

一览无遗。

游刃有余
【注音】yóu rèn yǒu yú

【释义】游刃 : 运转刀锋。余 : 指肢解牛

体时 , 刀在骨节的缝隙之间运行, 大

有回旋余地。比喻技术熟练, 经验丰

富 , 解决问题轻松利落。

【出处】《庖丁解牛》: “以无厚入有间 ,

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

【例句】庖丁解牛 , ～。

【近义】熟能生巧  运用自如  目无全

牛

游山玩水
【注音】yóu shān wán shu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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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游览、观赏山水风景。

【出处】宋·道原《景德传灯录·韶州

云门山文郾禅师》: “问: ‘如何是学人

自己?’师曰 : ‘游山玩水去。’”

【例句】你别以为他成天到处 ～, 其实

是在了解各地人情风俗 , 收集写作素

材。

游手好闲
【注音】yóu shǒu hào xián

【释义】游手: 空手, 闲着不做事。好

闲 : 喜欢闲适。形容闲散懒惰, 不爱

劳动。

【出处】元·无名氏《杀狗劝夫》楔子:

“我打你个游手好闲、不务生理的弟

子孩儿。”

【例句】中学毕业后 , 他终日 ～, 一晃五

年过去了 , 还是一事无成。

【近义】好逸恶劳

【反义】埋头苦干

有备无患
【注音】yǒu bèi wúhuàn

【释义】备 : 准备。患 : 灾祸。事先做好

准备 , 就可以避免灾祸。

【出处】《尚书·说命中》: “惟事事乃其

有备 , 有备无患。”

【例句】只有足够地估计困难, 充分地

准备克服困难 , ～, 才能立于不败之

地。

【近义】备而不用  事先预防

【反义】麻痹大意  猝不及防

有过之无不及
【注音】yǒu ɡuòzhīwúbùjí

【释义】过 : 超过。不及 : 赶不上。只有

超过而没有赶不上的。

【出处】《论语·先进》: “子曰: ‘师也

过 , 商也不及。’”

【例句】这个新官 , 在心狠手辣方面 , 比

起下台的那位 ～。

有教无类
【注音】yǒu jiào wúlèi

【释义】类 : 类别。指不分高低贵贱 , 都

一视同仁给予教育。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三十六

回 : “安老爷是有教无类的 , 竟薰陶得

他另变了个气味了。”

【例句】～, 无论是贫民子弟 , 还是富家

子弟 , 应受到教育。

有口皆碑
【注音】yǒu kǒu jiēbēi

【释义】碑 : 记载功德的石碑。人人的

嘴都是记功碑。形容受到众人的一

致赞扬。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太平

安禅师》: “劝君不用镌顽石, 路上行

人口似碑。”

【例句】他的政绩 , ～, 谁也抹杀不了。

【近义】脍炙人口

【反义】怨声载道

有口难言
【注音】yǒu kǒu nán yán

【释义】有嘴也没法说。形容有话不便

说或不敢说。

【出处】宋·苏轼《醉醒者》: “有道难行

不如醉 , 有口难言不如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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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看到这种情势, 许多人都感到

～, 会议一下子冷了场。

【近义】难言之隐

有口无心
【注音】yǒu kǒu wúxīn

【释义】嘴上爱说, 可心里没啥。也指

说话时漫不经心。

【出处】《保卫延安》7 章 : “赵团长有口

无心的回答 : ‘�! ’。”

【例句】他是个 ～的人 , 说完就没事了,

你不必生气。

【近义】心直口快

有名无实
【注音】yǒu mínɡwús hí

【释义】空有虚名 , 而无实际内容。

【出处】《国语·晋语八》: “宣子曰:

‘吾有卿之名而无其实, 无以从二三

子 , 吾是以忧 , 子贺我何故?’”

【例句】他是个 ～的经理, 连开支一分

钱的权力也没有。

【近义】名存实亡

【反义】名不虚传

有利可图
【注音】yǒu lìkětú

【释义】有利益可图。

【出处】清·吴趼人《发财秘诀》一回:

“忽见一家店铺在那里烧料泡, 心中

暗忖 , 把这个贩到香港, 或者有利可

图 , 我何妨试他一试?”

【例句】这宗买卖 ～, 你也投入一些股

份吧!

【近义】唯利是图

【反义】有损无益

有勇无谋
【注音】yǒu yǒnɡwúmóu

【释义】做事只凭血气之勇 , 没有智谋。

【出处】唐·陆贽《论西河及淮西利害

状》: “( 王) 武俊蕃种 , 有勇无谋。”

【例句】你做事 ～, 当然是要吃亏的。

【近义】勇而无谋

【反义】智勇双全

有案可稽
【注音】yǒu àn kějī

【释义】案 : 案卷 , 文件 ; 稽 : 查考。有证

据可查。

【出处】毛泽东《“友谊”, 还是侵略?》:

“艾奇逊说 : ‘⋯⋯尊重中国行政和领

土的完整 , 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

国等等 , 这是有案可稽的。’”

【例句】日本人侵略中国领土, 对中国

人进行血腥屠杀 , 这一切都 ～。

【近义】铁证如山

【反义】无凭无据

有的放矢
【注音】yǒu dìfànɡs hǐ

【释义】的 : 靶子 ; 矢 : 箭。对准靶子射

箭。比喻言论 , 行动有针对性, 目标

明确。

【出处】宋·叶适《水心别集》: “论立于

此 , 若射之有的也 , 或百步之外 , 或五

十步之外 , 的必先立, 然后扶弓注矢

以从之。”

【例句】每个人做事都要 ～。

【近义】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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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无的放矢

有机可乘
【注音】yǒu jīkěchénɡ

【释义】机 : 机会 ; 乘 : 趁。有空子可钻。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一百

八十回 : “今魏有隙可乘 , 不就此时伐

之 , 更待何时?”

【例句】有些不法商人, 利用我国制度

法规 ～, 大肆倒卖国家文物, 结果落

入法网。

【近义】有隙可乘

【反义】无懈可击

有加无已
【注音】yǒu jiāwúyǐ

【释义】已 : 停止。只有不断增加 , 没有

停止。

【出处】宋·陈亮《复杜伯高书》: “然而

左右独以为不然 , 时以书相劳问, 意

有加而无已。”

【例句】在偏远地区, 许多农民通过盗

墓发财 , 虽然国家进行制止, 但这种

现象仍 ～。

【近义】与日俱增

【反义】每况愈下

有口难辩
【注音】yǒu kǒu nán biàn

【释义】虽然有口, 却难以分辩清楚。

常指含冤受屈又无处申诉。

【出处】明·冯梦龙《喻世明言》: “孟夫

人有口难辨 , 倒被他缠住身子, 不好

动身。”

【例句】如今被三仙姑一说, 小桃真是

～。

【近义】有口难言

有目共睹
【注音】yǒu mùɡònɡdǔ

【释义】睹 : 看见。大家的眼睛都能看

得见。形容极其明显。

【出处】清·钱谦益《钱牧斋尺牍·卷

上·与王贻上之一》: “惟有日、贝叶 ,

清闲送老。世间文字茫然如前尘积

却 , 门下散花落彩如卿云在天, 有目

共睹。”

【例句】共和国 50 年取得的巨大成就

是 ～的。

【近义】众目睽睽

【反义】有目无睹

有始有终
【注音】yǒu shǐyǒu zhōnɡ

【释义】有开始也有结束。指做事能够

坚持到底 , 不半途而废。

【出处】汉·扬雄《法言·君子》: “有生

者必有死 , 有始者必有终, 自然之道

也。”

【例句】他一向做事 ～, 深受人们的好

评。

【近义】有头有尾

【反义】有始无终

有所作为
【注音】yǒu suǒzuòwéi

【释义】可以做事情, 并能取得较大的

成绩。

【出处】《孟子·离娄下》: “人有不为

也 , 而后可以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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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经过一番刻苦学习, 这名年轻

的车工终于考上了大学 , 小伙子今后

定会 ～。

【近义】大有可为

【反义】无所作为

有条有理
【注音】yǒu tiáo yǒu lǐ

【释义】有条理 , 有次序 , 形容层次脉络

清楚。

【出处】《尚书·盘庚上》: “若网在纲,

有条而不紊。”

【例句】厂长讲话 ～。

【近义】头头是道

【反义】乱七八糟

有头无尾
【注音】yǒu tóu wúwěi

【释义】只有开头, 没有结尾。形容做

事不能坚持始终。

【出处】《朱子语类》卷四十二 : “若是有

头无尾底人 , 便是忠也不久。”

【例句】做事情 ～的人, 常遭到人们的

指责。

【近义】虎头蛇尾

【反义】自始至终

有头有尾
【注音】yǒu tóu yǒu wěi

【释义】既有开头, 又有结尾。形容做

事有始有终 , 能坚持到底。

【出处】宋·朱熹《朱子全书·论语·

公冶长》: “做一章有头有尾, 与今之

学者有头无尾底不同。”

【例句】这篇作文写得层次分明 , ～。

【近义】有始有终

【反义】虎头蛇尾

有闻必录
【注音】yǒu wén bìlù

【释义】闻 : 听到的 ; 录 : 记录。凡是听

到的 , 全部记录下来。

【出处】清·张春帆《宦海》: “在下做书

的更不便无端妄语, 信口雌黄, 不过

照着有闻必录的例儿 , 姑且的留资谈

助。”

【例句】小吴做会议记录员非常认真负

责 , 可以说到了 ～的地步。

【近义】有案可稽

【反义】听而不闻

有问必答
【注音】yǒu wèn bìdá

【释义】有什么问题都给以解答。

【例句】这位老教授对学生十分负责,

～。

【近义】一问一答

有隙可乘
【注音】yǒu xìkěchénɡ

【释义】有空子可利用。

【出处】唐·李绛《论河北三镇及淮西

事宜状》: “若物故之际 , 有间可乘 , 当

临事图之 , 于今用兵 , 则恐未可。”

【例句】我们的战士为祖国人民站岗放

哨 , 不让敌人 ～。

【近义】无隙可乘

有言在先
【注音】yǒu yán zài xiān

·019· yǒu 有



 Y

【释义】把话说在前头。指事前打过招

呼。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二十

二卷 : “他有言在先, 你今日不须惊

怕。”

【例句】我们 ～, 谁赢了谁请客。

【近义】有言在前

有勇有谋
【注音】yǒu yǒnɡyǒu móu

【释义】勇: 勇气, 胆量 ; 谋 : 计谋。策

略。既有胆量又有计谋。

【出处】《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

《献帝起居注》: “( 皇甫郦答曰) 吕布

受恩而反图之 , 斯须之间 , 头悬竿端,

此有勇而无谋也。”

【例句】彭德怀将军 ～, 连国民党都佩

服。

【近义】智勇双全

【反义】有勇无谋

有板有眼
【注音】yǒu bǎn yǒu yǎn

【释义】板、眼 : 戏曲音乐的节拍。每节

中的最强音叫板 , 其余叫眼。比喻做

事或说话有条理和有层次。

【例句】李明三岁时说话就 ～的, 表达

能力很强。

有目共睹
【注音】yǒu mùɡònɡdǔ

【释义】睹 : 看见。人人都看得见。形

容事物表露得非常明显。

【出处】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

是讽刺》: “倘说 , 所照的并非真实 , 是

不行的 , 因为这时有目共睹, 谁也会

觉得确有这等事。”

【例句】他取得的成就 , 是 ～的。

【近义】众所周知

【反义】孰视无睹

有气无力
【注音】yǒu qìwúlì

【释义】形容说话做事精神不振, 没有

气力的样子。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二十

七 : “把那前后苦楚事, 想了又哭, 哭

了又想 , 直哭得个有气无力, 没情没

绪。”

【例句】今天她有点不舒服 , 说话 ～。

【近义】筋疲力尽

【反义】精神抖擞

有求必应
【注音】yǒu qiúbìyìnɡ

【释义】只要有人请求就一定答应。形

容容易允诺别人的请求 , 好说话。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四十

二 : “弄到后来, 书画虽还是有求必

应 , 差缺却有点来不及了。”

【例句】他是一个热心人 , 凡事都 ～。

【近义】来者不拒

有声有色
【注音】yǒu shēnɡyǒu sè

【释义】既有声音, 又有色彩。形容说

话或表演具体生动 , 十分精彩。

【出处】清·颐琐《黄绣球》三十回 : “可

泣可歌的事 , 原要做得有声有色。”

【例句】她把评书讲得 ～, 台下的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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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听得如痴如醉。

【近义】栩栩如生  绘声绘色

有始无终
【注音】yǒu shǐwúzhōnɡ

【释义】只有开头没有结尾。指做事有

头无尾 , 不能坚持到底。

【出处】唐·房玄龄等《晋书·刘聪载

记》: “小人有始无终, 不能如贯高之

流也。”

【例句】办任何一件事都要善始善终,

切不可龙头蛇尾, ～。

【近义】虎头蛇尾

【反义】有始无终  坚持不懈

有恃无恐
【注音】yǒu shìwúkǒnɡ

【释义】恃 : 倚仗, 依靠。恐 : 害怕。有

依靠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形容有

某种势力可仗恃, 言行无所顾忌。

【出处】《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室如

悬馨。野无青草 , 何恃而不恐?”

【典故】春秋时 , 齐孝公 ( 齐桓公之子)

趁鲁国发生饥荒 , 领兵攻打鲁国。鲁

国派大臣展喜去谈判 , 齐孝公问鲁国

人是否害怕 , 展喜说小人害怕, 君子

不怕。刘孝公说 : “鲁国王室如馨高

挂 , 空无一物 , 野外连草都不长 , 凭什

么不害怕呢?”展喜答道 : “齐、鲁两国

的先君一向友好。相信你会继承你

父亲睦邻关系的传统。我便是恃此

而不恐的。”

【例句】他父亲有钱有势 , 难怪他 ～了。

【近义】肆无忌惮

【反义】孤立无援

有天无日
【注音】yǒu tiān wúrì

【释义】比喻社会十分黑暗 , 没有公理。

【出处】元·康进之《李逵负荆》二折:

“元来个梁山泊有天无日, 就恨不斫

倒这一面杏黄旗。”

【例句】这狗官把这里搞得 ～, 乌烟瘴

气 , 老百姓恨不得将他食肉寝皮。

有条不紊
【注音】yǒu tiáo bùwěn

【释义】条 : 条理, 秩序。紊 : 乱。有条

有理 , 丝毫不乱。

【出处】《尚书·盘庚上》: “若网在纲 ,

有条而不紊。”

【例句】他办事 ～, 深为领导所器重。

【近义】井井有条

【反义】杂乱无章

有血有肉
【注音】yǒu xuèyǒu ròu

【释义】比喻文艺作品或说话的内容充

实 , 形象鲜明生动。

【出处】朱自清《新诗的进步》: “近年来

乡村运动兴起 , 乡村的生活实相逐渐

被人注意 , 这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以农

村为题材的诗。”

【例句】这部小说塑造了一个 ～、个性

鲜明的人物形象, 读后让人久久难

忘。

【反义】空洞无物

有眼不识泰山
【注音】yǒu yǎn bùshítài sh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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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泰山 : 东岳 , 在山东泰安县境,

为我国名山之一。长着眼睛却不认

识泰山。比喻浅陋无知 , 认不出地位

高或本领大的人就在自己眼前。

【出处】晋·刘伶《酒德颂》: “静听不闻

雷霆之声 , 熟视不睹泰山之形。”

【例句】我是一个 ～的小人 , 罪该万死。

【近义】有眼无珠

有眼无珠
【注音】yǒu yǎn wúzhū

【释义】珠 : 眼珠。有眼眶却没有长眼

珠。比喻没有识别能力。常用以指

责人看不到某人或某事物的伟大或

重要性。

【出处】元·无名氏《举案齐眉》一折:

“就似那薰莸般各别难同处, 怎么你

有眼却无珠。”

【例句】我恨自己 ～, 看错了人。

【近义】有眼不识泰山

【反义】火眼金睛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注音】yǒu zéɡǎi zhī, wúzéjiāmiǎn

【释义】改 : 改正。勉 : 勉励。如果有错

误 , 就改正; 没有错误就自我勉励。

后多指虚心听取、正确对待别人的批

评意见。

【出处】宋·朱熹《四书集注·论语·

学而》: “曾于以此三者日省其身, 有

则改之 , 无则加勉 , 其自治诚且如此,

可谓得为学之本矣。”

【例句】～, 这是中国人民有益的古训。

有增无已
【注音】yǒu zēnɡwúyǐ

【释义】已 : 止。数量、程度不断增多、

加深而没有停止。

【出处】《晋书·谢安传》“而所患沈顿 ,

有增无损( 减少) ”。

【例句】葛朗台对金钱的占有欲 ～。

有朝一日
【注音】yǒu zhāo yīrì

【释义】朝 : 日 , 天。将来有那么一天。

【出处】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三十

七 : “她妈的张裕民这小子 , 有朝一日

总要问问你这个道理! ”

【例句】山不转路转, ～, 他转到我门

下 , 我也不会客气的。

有志不在年高
【注音】yǒu zhìbùnián ɡāo

【释义】有志气不在于年龄大。指年纪

轻的人也可能有志气, 有突出的表

现。

【出处】《小英雄雨来》: “老人们含着

泪 , 说 , 雨来是个好孩子, 死得可惜!

‘有志不在年高! ’”

【例句】常言说‘～’, 在国际上获得奥

林匹克数学金奖的不少都是初中生、

高中生。

有志者事竟成
【注音】yǒu zhìzhěs hìjìnɡchěnɡ

【释义】竟 ; 终究。成 : 成功。有志气的

人终究会把事情办成功。

【出处】宋·楼钥《玫瑰集·送王知复

·319·yǒu有



Y  

宰相建德》: “勇决人如此, 端是英雄

姿 ; 有志者事竟成 , 不后一年期。”

【例句】～, 这位自学青年 , 依靠勤奋努

力 , 终于顺利通过了研究生入学考

试。

【近义】世上无难事 , 只怕有心人

yu

迂回曲折
【注音】yūhuíqūzhé

【释义】弯弯曲曲, 绕来绕去。常比喻

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波折和反复。

【语处】清·沈复《浮生六记·闲情记

趣》: “多编数屏 , 随意遮拦 , 恍如绿阴

满窗 , 透风蔽日, 迂回曲折, 随时可

更。”

【例句】那条山梁上 ～的小路把他的目

光引向遥远的天边。

【近义】艰难曲折

【反义】一帆风顺

余波未平
【注音】yúbōwèi píng

【释义】余波: 事件结束后遗留下来的

影响。事件结束了 , 但其所产生的响

还未消除。

【例句】虽然他打人被治安处罚了, 但

伤者要求赔偿的问题未解决 , 此事仍

～。

余味无穷
【注音】yúwèi wúqióng

【释义】穷 : 尽。留下了品尝不尽的味

道。

【例句】这篇文章生动含蓄 , 语言风趣 ,

～。

【近义】其味无穷

【反义】平淡无味  索然无味

余音绕梁
【注音】yúyīn rào liánɡ

【释义】留下的乐音还回旋在房梁上。

形容美妙的歌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

象。

【出处】《列子·汤问》: “鬻歌假食, 既

去 , 而余音绕梁詖 , 三日不绝。”

【例句】良宵乐曲真美 , 现在还觉得 ～。

【近义】不绝于耳  耐人寻味

【反义】不堪回首

鱼贯而行
【注音】yúɡuàn ér xínɡ

【释义】贯 : 连贯。行: 走 , 行进。像游

鱼一样一个挨一个前进。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魏书·邓

艾传》“将士皆攀木缘崖 , 鱼贯而进。”

【例句】汽车虽多, 但都是在快车道上

～, 极有秩序。

【近义】鱼贯而进

鱼米之乡
【注音】yúmǐzhīxiānɡ

【释义】指河流湖泊交错 , 土地肥沃 , 盛

产鱼米的富庶地方。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第三十六

回 : “我知江州是个好地面, 鱼米之

乡。”

【例句】我的故乡是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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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龙混杂
【注音】yúlónɡhùn zá

【释义】比喻优劣善恶等各种各样的人

混杂在一起。

【出处】唐·张志和《和渔父词》十三:

“风搅长空浪搅风, 鱼龙混杂一川

中。”

【例句】来参加面试的人很多, 免不了

～。

【近义】龙蛇混杂

鱼目混珠
【注音】yúmùhùn zhū

【释义】把鱼眼睛混在珍珠里。比喻用

假的冒充真的, 用劣等的冒充优秀

的。

【出处】清·魏子安《花月痕》十七回:

“他道你是鱼目混珠, 你该罚他一钟

酒。”

【例句】商品 ～之事甚多, 验货物应小

心 , 否则会招来重大损失。

【近义】滥竽充数

【反义】黑白分明

愚不可及
【注音】yúbùkějí

【释义】及 : 赶上。指愚蠢到了极点。

【出处】《论语·公冶长》: “宁武子邦有

道则知( 智) , 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

也 , 其愚不可及也。”

【例句】你竟然相信一个算命老头的

话 , 而被他骗去金戒指 , 真是 ～。

【近义】冥顽不灵

【反义】八面玲珑

愚公移山
【注音】yúɡōnɡyíshān

【释义】移 : 搬迁。愚公搬走大山。《列

子·汤问》记载 : 年近 90 岁的北山愚

公 , 组织家人搬迁挡在家门前面的太

行、王屋两座大山 , 日日夜夜坚持不

懈 , 虽受讥笑, 仍不动摇。他的精神

终于感动了上帝 , 上帝派神仙将二山

背走。后比喻下定决心、坚持不懈地

排除困难。

【出处】清·黄宗羲《张苍水墓志铭》:

“愚公移山, 精卫填海, 常人藐为说

铃 , 贤圣指为血路也。”

【例句】只要有 ～的精神, 就什么困难

都能克服。

【近义】磨穿铁砚  夸父逐日

愚昧无知
【注音】yúmèi wúzhī

【释义】昧 : 昏昧 , 糊涂。愚蠢糊涂, 没

有知识 , 不懂事理。

【出处】老舍《神拳》三幕二场 : “你们糊

涂、野蛮、肮脏、愚昧无知。”

【例句】她以为巫婆跳神就能治病, 这

说明你是 ～。

【近义】蒙昧无知

【反义】老谋深算  聪明才智

愚者千虑, 必有一得
【注音】yúzhěqiān lǜ, bìyǒu yīdé

【释义】指愚笨的人经过多次反复考

虑 , 也会有一点收获( 常用作谦词) 。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

传》: “臣闻智者千虑 , 必有一失 ; 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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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虑 , 必有一得。”

【例句】俗话说“～”, 我经过再三考虑,

终于想出了一个可行的办法来。

【反义】智者千虑 , 必有一失

与虎谋皮
【注音】yǔhǔmóu pí

【释义】谋 : 商议。跟老虎商量要剥它

的皮。比喻跟恶人协商要对方牺牲

他的切身利益 , 绝对只能一无所获。

【出处】《太平御览》卷二百零八引《符

子》: “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

【例句】向霸权主义者呼吁平等, 无异

于 ～。

与人为善
【注音】yǔrén wéi s hàn

【释义】为 : 做。善 : 好事。指跟别人一

起做事。也指善意帮助别人。

【出处】《孟子·公孙丑上》: “取诸人以

为善 , 是与人为善者也。”

【例句】对自己的同志要 ～, 治病救人。

与日俱增
【注音】yǔrìjùzēnɡ

【释义】俱 : 一起。随着时日一起增长。

形容增长得很快, 没有间断。

【出处】赵尔巽《清史稿·圣祖纪三》:

“万国安 , 即朕之安, 天下福, 即朕之

福 , 视延者当以慈为先。朕老矣, 临

深履薄之念 , 与日俱增 , 敢满假乎?”

【例句】在国外流浪得久了, 思乡之情

便 ～。

【近义】方兴未艾

与世推移
【注音】yǔshìtuīyí

【释义】推移: 指时间、形势、风气的变

化或发展。随着时代或形势的发展

变化。

【出处】《屈原列传》: “夫圣人者 , 不凝

滞于物 , 而能与世推移。”

【例句】～, 相信不久的将来这里经济

一定会腾飞的。

与世无争
【注音】yǔshìwúzhēnɡ

【释义】不与世人发生争执。形容超脱

豁达。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楚策四》:

“自以为无患 , 与人无争也。”

【例句】这位老先生的人生态度是八个

字“～, 知足常乐”, 很有些老庄思想

的味道。

【近义】避世离俗

与众不同
【注音】yǔzhònɡbùtónɡ

【释义】跟大家不一样 , 指独特。

【出处】唐·白居易《为宰相〈谢官

表〉》: “臣今所献 , 与众不同。伏维圣

慈 , 特赐留听。”

【例句】她的穿着因为 ～, 所以很引人

注目。

【近义】不同凡响

【反义】大同小异

【辨析】～和“异乎寻常”都有“不同于

一般”的意思。但“异乎寻常”偏重指

情况 ; 而 ～偏重指人或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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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未丰
【注音】yǔmáo wèi fēnɡ

【释义】羽毛还没长丰满。比喻力量不

充实 , 或技艺尚差。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秦策一》:

“秦王曰 : ‘寡人闻之 , 毛羽不丰满者,

不可以高飞。’”

【例句】你 ～, 切勿轻举妄动啊!

【近义】少不更事

【反义】羽毛丰满

羽扇纶巾
【注音】yǔs hàn ɡuān jīn

【释义】纶巾: 青丝带做的头巾。手握

羽扇 , 头戴纶巾。古代儒将的装束。

也形容谋士仪态高雅。

【出处】宋·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羽扇纶巾 , 谈笑间, 樯橹灰飞烟灭。”

【例句】戏台上诸葛亮的打扮, 少不了

～。

雨过天晴
【注音】yǔɡuòtiān qínɡ

【释义】大雨过后, 天又放晴。也比喻

情况由坏变好。

【出处】明·谢肇膌《文海披沙记》: “御

批云 : ‘雨过天青云破处 , 者般颜色作

将来。’”

【例句】四人帮被粉碎了, 结束了十年

动乱 , ～, 迎来了明媚的春天。

雨后春笋
【注音】yǔhòu chūn s ǔn

【释义】春雨之后长出的竹笋。比喻新

生事物大量涌现。

【出处】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国

内崇科学 , 兴学校 , 好像雨后春笋, 努

力学习西方。”

【例句】改革开放以来, 各种各样的企

业、公司、集团 , 像 ～般地出现。

【近义】遍地开花

语无伦次
【注音】yǔwúlún cì

【释义】伦次 : 条理 , 次序。说话颠三倒

四 , 没有条理。

【出处】宋·苏轼《僧惠诚游吴中代书

十二》: “信笔书纸 , 语无伦次。”

【例句】面对突如其来的提问, 他变得

～。

【近义】胡言乱语

【反义】出口成章

语焉不详
【注音】yǔyān bùxiánɡ

【释义】焉 : 语助词。说得不详细。

【出处】唐·韩愈《昌黎集原道》: “荀与

扬也 , 择焉而不精 , 语焉而不详。”

【例句】船沉的经过我自己也不知道,

那水手 ～, 仅说了一点点。

语重心长
【注音】yǔzhònɡxīn chánɡ

【释义】形容言辞恳切 , 情意深长。

【出处】清·洛日生《海国英雄记·回

唐》: “叹别离苦况, 转忘了母亲的语

重心长。”

【例句】老师 ～的话语, 同学们终身难

忘。

·719·yǔ羽雨语



Y  

【近义】苦口婆心

【反义】冷言冷语

玉不琢, 不成器
【注音】yùbùzhuó, bùchénɡqì

【释义】琢 : 雕刻。玉石不经过雕刻 , 不

能成为器物。比喻人不教育 , 不能成

才。

【出处】清·钱彩《说岳全传》四回 : “但

无一个名师点拨 , 这叫做‘玉不琢 , 不

成器’。”

【例句】俗话说 : “～, 你不听话, 父母批

评你也是应该的。”

玉洁冰清
【注音】yùjiébīnɡqīnɡ

【释义】像玉那样纯洁 , 似冰那样清明。

形容人格高洁。

【出处】元·武汉臣《玉壶春》第一折:

“我得了这沉香串、翠珠囊 , 你收取这

玉螳螂、白罗扇 , 四件儿是咱这玉洁

冰清意坚。”

【例句】周总理的一生是 ～的一生。

玉石俱焚
【注音】yùs híjùfén

【释义】美玉和石头一同烧毁。比喻好

的和坏的一起毁灭。

【出处】《李自成》1 卷 12 章 : “胆敢抗

命不降 , 一声令下, 四面大军杀上山

来 , 玉石俱焚 , 老弱不留。”

【例句】一场大火就使这座大楼 ～。

【近义】同归于尽

玉树琼枝
【注音】yùshùqiónɡzhī

【释义】琼 : 美玉。美玉雕成树枝。形

容白雪覆盖枝头时的美景。

【出处】《卓越的科学家竺可桢》: “雪后

初晴 , 玉树琼枝 , 掩映如画。”

【例句】大雪过后 , 到处是 ～, 白茫茫的

一片。

郁郁葱葱
【注音】yùyùcōnɡcōnɡ郁郁 : 草木茂

密。葱葱 : 草木青翠。形容草木茂密

青翠 , 长势很旺。也形容气势旺盛。

【出处】汉·王充《论衡·吉验》: “城郭

郁郁葱葱。”

【例句】窗外草木苍翠 , ～。

【近义】苍翠欲滴

郁郁寡欢
【注音】yùyùɡuǎhuān

【释义】郁郁 : 闷闷不乐。心中苦闷 , 很

少欢乐。

【出处】《楚辞·九章·抽思》: “心郁郁

之忧思兮 , 独永叹乎增伤。”

【例句】她自从结婚之后, 因住房不理

想 , 终日 ～。

【近义】闷闷不乐

【反义】心花怒放

浴血奋战
【注音】yùxuèfèn zhàn

【释义】浴血: 浑身被血浸透。全身是

血 , 仍坚持战斗。形容顽强地拼死战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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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杜鹏程《保卫延安》六章 : “战士

们在这十五日十五夜中 , 不是浴血奋

战 , 就是急行军转移。”

【例句】经过我军二十天的 ～, 三个军

团的敌人已被全部歼灭。

【近义】冲锋陷阵

欲罢不能
【注音】yùbàbùnénɡ

【释义】罢 : 停止。想停也停不了。本

指学习心切而不能中止。后泛指兴

之所至 , 不能中止。

【出处】《论语·子罕》: “夫子循循然善

诱人 , 博我以文, 约我以礼, 欲罢不

能。”

【例句】现在事情已经做开了头, 大家

正在劲头上 , 恐怕一时 ～。

【近义】骑虎难下

欲盖弥彰
【注音】yùɡài mízhānɡ

【释义】弥 : 更加。彰 : 明显。想加以掩

盖 , 反而暴露得更加明显。

【出处】《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或求

名而不得 , 或欲盖而名章( 彰) 。”

【例句】侵略者为自己的侵略行径辩

护 , 结果是 ～, 反而露出了狐狸尾巴。

【近义】此地无银三百两

【辨析】“弥”不可读作“ní”。

欲壑难填
【注音】yùhènán tián

【释义】欲 : 欲望。壑 : 山谷。贪欲就像

深谷一样难以填满。形容贪欲极大,

无法满足。

【出处】《国语·晋语八》: “叔鱼生, 其

母视之 , 曰 : ‘是虎目而豕�, 鸢肩而

牛腹 , 溪壑可盈, 是不可餍也, 必以贿

死。’”

【例句】～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根

源。

【近义】贪得无厌

【反义】两袖清风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注音】yùjiázhīzuì, héhuàn wúcí

【释义】患 : 愁 , 担心。辞 : 言辞 , 指借

口。想给一个人加上罪名 , 哪里担心

找不到借口呢? 指可以随意栽赃陷

害人。

【出处】《左传·僖公十年》“欲加之罪 ,

其无辞乎。”

【例句】你这是 ～, 我又没做那件事 , 为

什么要我去承担严重的后果。

欲擒故纵
【注音】yùqín ɡùzònɡ

【释义】擒 : 捉拿。纵 : 释放。为了要捉

住 , 故意先释放。指为了进一步控制

对方 , 而有意先放松一步。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十三

回 : “无知他著书要作这等欲擒故纵

的文章 , 令读者猜一猜。”

【例句】我们这次释放了一名盗匪, 只

不过是 ～, 以便诱捕匪首。

【近义】欲取故与

【反义】放虎归山

欲速则不达
【注音】yùsùzébùdá

·919·yù欲



Y  

【释义】速 : 快。则 : 就。达 : 到 , 指达到

目的 , 一味图快 , 反而达不到目的。

【出处】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

线》: “‘欲速则不达’, 这不是说不要

速 , 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

【例句】磨刀不误砍柴工, 宁可少生产

一些 , 也要先把设备维修好, 不然 ～。

【近义】揠苗助长

【反义】水到渠成  一蹴而就  瓜熟蒂

落

欲言又止
【注音】yùyán yòu zhǐ

【释义】想说话却又住口了。指因为某

种原因 , 话到嘴边又不说了。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八:

“欲要说了 , 又怕刘家见怪。事在两

难 , 欲言又止。”

【例句】她来找过我, 几次想说, 都 ～,

有点不好意思。

【近义】支支吾吾

【反义】快人快语

鹬蚌相争, 渔人得利
【注音】yùbànɡx iānɡzhēnɡ, yú rén

délì

【释义】鹬 : 一种长嘴水鸟。渔: 捕鱼。

鹬和蚌互相争持 , 打鱼的人从中得到

好处。比喻双方相持不下, 造成两败

俱伤 , 而让第三者获益。

【出处】《喻世明言》卷十: “这正叫做

‘鹬蚌相争 , 渔人得利’。若是倪善继

存心忠厚 , 兄弟和睦, 肯将家私平等

分折 , 这千两黄金⋯⋯怎到得滕大尹

之手?”

【例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的事情

是时有发生的。

yuɑn

冤家路窄
【注音】yuān jiālùzhǎi

【释义】冤家: 仇人。仇人狭路相逢。

指仇人或不愿见面的人偏偏碰上。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三

回 : “冤家路窄 , 偏偏又碰在他手里,

他心中好不自在起来。”

【例句】刚和小李吵了一架, 不巧下班

时又碰见了他 , 真是 ～。

【近义】狭路相逢

冤有头, 债有主
【注音】yuān yǒu tóu, zhài yǒu zhǔ

【释义】冤 : 仇怨。报仇要找作恶的人 ,

讨债要找欠债的人。后比喻事故发

生后应找负责任的人。

【出处】宋·普济《五灯会元·西禅需

禅师法嗣·剑门安他庵主》: “卓拄杖

一下 , 曰 : 冤有头 , 债有主。”

【例句】～, 谁欠了你的, 你找谁去, 用

不着瞎嚷嚷。

冤冤相报
【注音】yuān yuān xiānɡbào

【释义】佛家认为冤仇终会有报应。现

指仇敌之间互相报复 , 没有休止。

【出处】宋·洪迈《夷坚丙志·安氏

冤》: “道士曰 : ‘汝既有冤 , 吾不汝治 ,

但曩事岁月已久, 冤冤相报, 宁有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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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吾今令李宝作善缘荐汝, 俾汝尽

释前愤 , 以安生天 , 如何?’”

【例句】你们之间的冤仇是许多年前的

事 , 如果 ～, 哪一天才会休止?

【辨析】“相”不可读作“xiànɡ”。

原封不动
【注音】yuán fēnɡbùdònɡ

【释义】封 : 封口。原来贴的封口没有

动过。形容保持原样没变。

【出处】元·王仲文《救孝子》四折 : “是

你的老婆 , 这等呵 , 我可也原封不动,

送还你罢。”

【例句】你把这东西 ～地退给他。

原形毕露
【注音】yuán xínɡbìlù

【释义】毕 : 完全。本来的面目完全暴

露。

【出处】清·钱泳《履园丛话·十六·

朱方旦》: “讵意被其一火 , 原形已露,

骨肉仅存 , 死期将至。”

【例句】这个家伙伪装多年, 终于被检

举揭发而 ～了。

【近义】暴露无余

【反义】匿影藏形

原原本本
【注音】yuán yuán bén bén

【释义】原指探求事物的元始和根本。

今指从头到尾的全过程或全部情况。

【出处】汉·班固《汉书·叙传下》: “元

元( 原) 本本 , 数始于一。”

【例句】我希望你把这次事故的情况 ～

地向组织作个汇报。

【近义】一五一十  从头至尾  彻头彻

尾

圆凿方枘
【注音】yuán zuòfānɡruì

【释义】凿 : 卯眼, 榫眼。枘 : 榫头。圆

榫眼 , 方榫头。两者不能相合, 比喻

格格不入。

【出处】战国( 楚) 宋玉《九辩》“� ( 圆)

凿而方枘兮 , 吾固知其�6詗而难入。”

【例句】双方的意见, ～, 相持不相让,

又怎能谈好?

【近义】圆孔方木

【反义】丝丝不挂

援古证今
【注音】yuán ɡǔzhènɡjīn

【释义】援 : 引用。引用古人的话或古

代的事例证明现在的看法或做法。

【出处】南朝梁代刘勰《文心雕龙·事

类》: “据事以类义, 援古以证今者

也。”

【例句】～, 细细查过这本典籍之后 , 才

知道他的做法是正确的。

缘木求鱼
【注音】yuán mùqiúyú

【释义】缘 : 顺着, 沿着。爬到树上去捉

鱼。比喻方向或方法不对头, 达不到

预期的效果和目的。

【出处】《孟子·梁惠王上》: “以若所

为 , 求若所欲 , 犹缘木而求鱼也。”

【典故】战国时 , 孟子见齐宣王 , 问他为

何在国内大动干戈和别国结怨。齐

宣王答 : “这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一下

·129·yuán原圆援缘



Y  

自己最大的心愿罢了。”孟子问最大

的心愿是什么? 宣王笑而不答。孟

子接着问: “是为了美食不够吃吗?

是为了轻暖的衣服不够穿吗? 是为

了美女不够享乐吗? 是为了美妙的

音乐不够听吗? 还是为了侍候你的

人不够用呢?”宣王答 : “都不是为了

这些。”孟子道 : “那我就知道了 , 你是

想扩张领土, 当天下霸主并统领四

夷。可是 , 你用这样的做法来满足自

己的欲望 , 就像爬上树去捉鱼一样,

根本达不到目的。”

【例句】你用这种方法赚钱, 无异于 ～,

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近义】钻火得冰

【反义】探囊取物

源源不绝
【注音】yuán yuán bùjué

【释义】源源: 水流不断的样子。形容

连续不断。

【出处】《三元里抗英》: “其余各处乡民

来攻逆夷者 , 尚源源不绝。”

【例句】给灾区人民的生活物资正从四

面八方 ～地送来。

【近义】连接不断  源源而来

源远流长
【注音】yuán yuǎn liúchánɡ

【释义】水源很远, 水流很长。比喻历

史悠久。

【出处】唐·白居易《海州刺吏裴君夫

人李氏墓志铭》: “夫源远者流长, 根

深者枝茂。”

【例句】我国制作景泰蓝的历史 ～。

远交近攻
【注音】yuǎn jiāo jìn ɡōnɡ

【释义】结交离得远的国家, 进攻邻近

的国家。这是战国时范睢为秦国兼

并六国而筹划的一种外交策略。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秦策三》:

“王不如远交而近攻 , 得寸则王之寸 ,

得尺则王之尺也。今舍此而远攻, 不

亦缪乎?”

【例句】在这件事的处理上, 一定要采

取 ～的方法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

远水不救近火
【注音】yuǎn shuǐbùjiùjìn huǒ

【释义】远处的水救不了近处的火。比

喻缓慢的措施无法满足急迫的需要。

【出处】清·褚人荻《隋唐演义》九十一

回 : “潼关既陷 , 长安危甚⋯⋯外兵未

能遽集 , 所谓远水难救近火。”

【例句】这笔巨款必须立刻缴纳, 向海

外亲友筹措已是 ～, 真急死人了。

【近义】远水不解近渴

远见卓识
【注音】yuǎn jiàn zhuōs hí

【释义】卓 : 高超。远大的眼光 , 高明的

见识。

【出处】明·焦竑《玉堂丛语·调护》:

“解缙之才, 有类东方朔, 然远见卓

识 , 朔不及也。”

【例句】毛主席是一位具有 ～的政治

家、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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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走高飞
【注音】yuǎn zǒu ɡāo fēi

【释义】比喻到很远的地方去。

【出处】清·刘鹗《老残游记》十八回:

“如查不出 , 我自远走高飞 , 不在此地

献丑了。”

【例句】那好汉一把火烧了恶霸的宅

院 , 然后 ～了。

【近义】溜之大吉  溜之乎也

怨而不怒
【注音】yuàn ér bùnù

【释义】心里虽有怒气 , 但能自我克制,

不让发作。

【例句】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你都能够

～, 真了不起。

【近义】哀而不伤

【反义】悲不自胜

怨气冲天
【注音】yuàn qìchōngɡtiān

【释义】怨 : 怨恨。怨恨之气直冲云天。

形容怨恨的情绪极为强烈。亦作“怨

气满腹”。

【出处】元·关汉卿《窦娥冤》三折: 婆

婆也 , 再也不要啼啼哭哭 , 烦烦恼恼,

怨气冲天。”

【例句】看你这 ～的样子, 究竟出了什

么事?

【近义】怨入骨髓

【反义】喜形于色

怨声载道
【注音】yuàn shēnɡzài dào

【释义】载道: 充满道路。怨恨的声音

充满道路。形容普遍不满。

【出处】《后汉书·李固传》: “开门受

赂 , 署用非次 , 天下纷然, 怨声满道。”

【例句】国民党统治时期, 物价天天飞

涨 , 当局毫无对策 , 难怪人民 ～。

【近义】民怨沸腾

【反义】歌功颂德

怨天尤人
【注音】yuàn tiān yóu rén

【释义】尤 : 责怪 , 归咎。抱怨天, 责怪

人。形容把不如意的事一概归咎于

客观。

【出处】《论语·宪问》: “不怨天, 不尤

人 , 下学而上达 , 知我者其天乎! ”

【例句】面对失败 , 你应该反省自己 , 而

不应 ～。

【近义】怨气冲天

【反义】乐天知命

yue

约定俗成
【注音】yuēdìnɡsúchénɡ

【释义】约定 : 共同议定。俗成 : 众所习

用而形成。指某种名称或习俗为社

会所习用而被固定下来。

【出处】《荀子·正名》: “名无固宜, 约

之以命 , 约定俗成谓之宜, 异于约则

谓之不宜。”

【例句】中国汉字简化的方针是 ～。

【近义】相习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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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法三章
【注音】yuēfǎsān zhānɡ

【释义】约 : 约定。约定三条法律。后

指事先约好或规定的事。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

纪》: “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 杀人者死,

伤人及盗抵罚。”

【例句】在事情开始之前, 我们不妨先

～。

月白风清
【注音】yuèbái fēnɡqīnɡ

【释义】清 : 清凉。月色明亮, 微风凉

爽。

【出处】明·陆采《明珠记·酬节》: “酒

剩花残下金谷 , 月白风清归去促。”

【例句】昨天夜里 ～。

【近义】清风明月

月下花前
【注音】yuèxiàhuāqián

【释义】原指环境优美的游息之处。后

借指男女约会之处。

【出处】唐·白居易《老病》诗 : “昼听笙

歌夜醉眠 , 若非月下即花前。”

【例句】想着远方的情人, 不免回忆起

～的美好情景。

月下老人
【注音】yuèxiàlǎo rén

【释义】 �月下老人”或“月老”。后用

做媒人的代称。

【出处】明·张四维《双烈记·就婚》:

“岂不闻月下老之事乎? 千里姻缘着

线牵。”

【例句】 �婚姻介绍所”是现代社会的

～, 帮助人们结成伴侣共同生活。

月黑风高
【注音】yuèhēi fēng gāo

【释义】指没有月光 , 狂风呼啸的夜晚。

形容环境险恶。

【出处】元·元怀《拊掌录》: “欧阳公与

人行令 , 各作诗两句, 须犯徒以上罪

者⋯⋯一云 : ‘月黑杀人夜, 风高放火

天。’”

【例句】遇上 ～的夜晚, 心里总感到有

些害怕。

【反义】月白风清

月明如昼
【注音】yuèmíng rúzhòu

【释义】昼 : 白天。月光照耀大地像白

天一样明亮。

【例句】今晚 , ～, 正是幽会的好机会。

【近义】月明星稀

月明星稀
【注音】yuèmíng xīng xī

【释义】月色皎洁 , 星星稀疏。

【例句】我喜欢 ～的夜晚, 因为它会使

我的心境恬静舒畅。

【近义】月明如昼

月缺花残
【注音】yuèquēhuācán

【释义】缺 : 少。比喻美好的事物遭到

摧残。

【出处】唐·温庭筠《金荃集·和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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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伤歌姬》诗 : “月缺花残莫怆然, 花

须终发月终圆。”

【例句】谁知她才二十多岁, 就落得个

～。

跃然纸上
【注音】yuèrán zhǐshànɡ

【释义】跃然: 生动活泼的样子。指生

动地呈现在纸上。形容刻画得逼真、

生动。

【出处】清·薛雪《一瓢诗话》卷三十

三 : “如此体会, 则诗神诗旨, 跃然纸

上。”

【例句】他擅长画猴, 在他的笔下 , 猴的

那种机灵、调皮的神态栩栩如生 , ～。

【近义】栩栩如生  活灵活现

跃跃欲试
【注音】yuèyuèyùshì

【释义】跃跃因急切期待而心情激动的

样子。指心情急切地想着试一试。

【出处】清·蔡学海《铸农器》: “牛马放

原林 , 剑戟铸农器 , 每诵此两言 , 跃跃

如欲试。”

【例句】学生们听完老农有关种菜的奥

妙 , 个个都 ～。

【近义】摩拳擦掌

越俎代庖
【注音】yuèzǔdài páo

【释义】越 : 跨过, 超越。俎: 古代祭祀

时摆牛羊等祭品的礼器。庖: 厨师。

比喻超越职权范围做事或包办代替。

【出处】《庄子·逍遥游》: “庖人虽不治

庖 , 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指厨师

即使不在厨房里做饭, 主祭的、赞礼

的也不应放弃自己的职责代他下厨

房。

【典故】相传上古时, 帝尧想把天下让

给隐士许由 , 许由坚决不接受 , 并说 :

“鹪鹩把窝搭在树林深处, 只不过占

用一根树枝 , 鼹鼠到河边喝水, 不过

喝满一肚水。像我这样的人, 天下对

我有什么用呢?”接着他又打比方说 ,

即使厨师没有把饭菜做好 , 主管祭祀

的人也不能超越职守代他下厨。也

就是说 , 哪怕你尧丢下天下不管, 我

许由也不能代你治天下。

【例句】他 ～的目的, 是想向老板显示

自己的工作能力。

【近义】多此一举

【反义】各行其是

yun

晕头转向
【注音】yūn tóu zhuàn xiànɡ

【释义】头脑发昏 , 分不清方向。

【出处】《壮士横戈》: “打一枪换一个地

方搞得敌人晕头转向。”

【例句】老太太一下车就 ～, 找不到回

家的路了。

云消雾散
【注音】yún xiāo wùsàn

【释义】像云和雾那样消散。形容消失

干净。

【出处】唐太宗李世民《授长孙无忌尚

书右仆射诏》: “干戈所指, 云消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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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例句】如果弟弟的病全好了, 妈妈的

忧愁就会 ～。

云谲波诡
【注音】yún juèbōɡuǐ

【释义】谲、诡 : 怪异 , 多变。像云彩和

波浪一样千态万状。形容房屋结构

或事态变幻莫测。

【出处】《孽海花》十二回: “崇楼杰阁,

曲廊洞房 , 锦簇花团 , 云谲波诡。”

【例句】峨眉山顶 ～。

【近义】变幻莫测  千变万化  变化无

常

云蒸霞蔚
【注音】yún zhēnɡxiáwèi

【释义】蔚 : 丛聚。云气蒸腾, 彩霞聚

集。比喻华丽而繁荣。

【出处】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

语》: “草木葱笼其上 , 若云兴霞蔚。”

【例句】这个地方, 草木葱郁, 鲜花遍

地 , ～, 犹如仙境。

芸芸众生
【注音】yún yún zhònɡshēnɡ

【释义】芸芸: 众多的样子。众多的生

灵。指世间一切生命。也特指尘世

凡人。

【出处】清·秋瑾《光复军起义檄稿》:

“芸芸众生 , 孰不爱生?”

【例句】在 ～中, 要找一个终身伴侣 , 实

在不容易。

运筹帷幄

【注音】yùn chóu wéi wò

【释义】运 : 运用。筹 : 古代计数的算

筹。帷幄 : 古时军中的帐幕。指在营

帐中拟订作战方案。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

纪》: “夫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于千里

之外 , 吾不如子房。”

【例句】敬爱的周总理, 为中国人民的

解放事业 ～, 日理万机。

【近义】决胜于千里之外

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
【注音】yùn yònɡzhīmiào, cún hūyī

xīn

【释义】存乎 : 在于。运用的巧妙 , 全在

于认真思考。

【出处】毛泽东《论持久战》: “古人所谓

‘运用之妙 , 存乎一心’, 这个‘妙’, 我

们叫做灵活性 , 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

出产品。”

【例句】 �你明白 ～的意思了吗?”老师

问我。

运用自如
【注音】yùn yònɡzìrú

【释义】自如: 随心所欲。形容运用得

十分熟练、自然。

【出处】梁启超《开明专政论》: “幅员稍

狭 , 故得厉行专制 , 而运用自如。”

【例句】他拉小提琴不过三年, 但各种

弓法已 ～。

【近义】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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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ɑ

杂乱无章
【注音】záluàn wúzhānɡ

【释义】章 : 条理。杂乱而无条理。

【出处】唐·韩愈《送孟东野序》: “其为

言也 , 乱杂而无章。”

【例句】你的办公桌上这样 ～, 看了就

叫人不舒服 , 还怎能办公呢?

【近义】乱七八糟

【反义】有条不紊

【辨析】～、“乱七八糟”和“千头万绪”

都形容事情、事情的杂乱。“千头万

绪”偏重于形容事情的头绪繁多、纷

乱复杂 ; ～常用于书面语, 偏重于形

容事物没条理 ; “乱七八糟”常用于口

语。

杂七杂八
【注音】záqīzábā

【释义】形容各种东西杂乱地放在一

起。形容事情烦杂 , 头绪多。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七十三

回 : “窃取陈编, 以为己有, 惟恐别人

看出 , 不免又添些自己意思, 杂七杂

八 , 强为贯串 , 以为掩人耳目。”

【例句】我还有很多 ～的事要处理, 只

好过些天再来看你。

【近义】杂乱无章  乱七八糟

【反义】井井有条

【辨析】～和“五方杂处”相比: ～侧重

于各种东西混乱在一块; 而“五方杂

处”侧重指各种各样的人聚居在一块

的意思。

zɑi

再接再厉
【注音】zài jiēzài lì

【释义】接 : 指交战。厉 : 通“砺”, 指奋

勉。继续努力 , 一点也不松懈。

【出处】唐·韩愈 , 孟郊《斗鸡联句》诗 :

“一喷一醒然 , 再接再砺乃。”

【例句】第一轮取得胜利后, 校长叮嘱

我们要 ～, 争取再打胜仗。

【近义】马不停蹄

【反义】每况愈下

再三再四
【注音】zài sān zài sì

【释义】一次又一次。形容反复多次。

【出处】元·无名氏《刘弘嫁婢》一折:

“我其实不回来了, 两脚车上装七个

人 , 也不必再三再四的了。”

【例句】经过小军 ～的劝说, 我终于买

了那台大屏幕彩电。

【近义】接二连三

·729·zá- zài杂再



Z  

再生父母
【注音】zài shēng fùmǔ

【释义】指对自己有救命之恩或其他深

恩厚德的人。

【出处】宋·曾日希颜《贺新郎·贺耐轩

周府尹》词 : “夹路香花迎拜了, 见说

家家举酒 , 道公是再生父母也。”亦作

“重生父母”。

【例句】老张不顾危险, 把他从火海中

抢救出来 , 从此以后, 他就把老张当

成他的 ～了。

【近义】恩同再造  再造之恩

再造之恩
【注音】zài zào zhīēn

【释义】再造 : 再生。重新获得生命。

形容恩惠极大 , 如同给了自己生命一

样。多指救命之恩。亦作“再生之

德”。

【出处】南朝( 梁) 沈约《宋书·王僧达

传》: “再造之恩 , 不可妄属。”

【例句】您的 ～, 使我没齿难忘。

【近义】恩同再造

再衰三竭
【注音】zài shuāi sān jié

【释义】竭 : 用尽。指力量一再衰减 , 逐

渐耗尽 , 士气也越来越低落。

【例句】因为输了前两局 , 小牛队 ～, 已

无力应战了。

在劫难逃
【注音】zài jiénán táo

【释义】劫 : 佛教用语 , 梵语音译“劫簸”

的省略 , 指大灾难。旧时认为命中注

定要遭受灾难, 无法逃脱。也借指某

种灾害不可避免 , 必然要发生。

【出处】毛泽东《论持久战》: “这是根据

敌人战争的退步性野蛮性而来的,

‘在劫难逃’, 于是形成了绝对的敌

对。”

【例句】算命先生对他说, 看他的生辰

八字 , 到 30 岁将有大灾, ～, 他一笑

置之。

【近义】忍气吞声  委曲求全

在所不惜
【注音】zài suǒbùxī

【释义】不管在任何时候或任何情况下

都不吝惜。

【出处】张恨水《八十一梦·第三十六

梦》: “我墨翟处心救世 , 赴汤蹈火 , 在

所不惜。”

【例句】为了人民的利益 , 赴汤蹈火 , 也

～。

【近义】义不容辞  当仁不让

【反义】推三阻四

在天之灵
【注音】zài tiān zhīlínɡ

【释义】指人死后升入上天的灵魂。后

尊称死者及其不灭的精神。

【出处】宋·陆游《渭南文集·湖州常

照院记》: “遗弓故剑, 群臣皆当追慕

号泣 , 思所以报在天之灵。”

【例句】我们要努力实现周总理提出的

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

目标 , 以慰周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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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歌载舞
【注音】zài ɡēzài wǔ

【释义】载 : 又 , 且。指边唱歌 , 边跳舞。

形容尽情欢乐。

【出处】茅盾《新疆风土杂忆》: “迪化每

有晚会 , 往往有维族之歌舞节目, 男

女二人 , 载歌载舞 , 歌为维语 , 音调颇

柔美。”

【例句】建军节这天, 孩子们 ～欢迎解

放军叔叔来学校作报告。

【辨析】“载”不可读作“zǎi”。

载舟覆舟
【注音】zài zhōu fùzhōu

【释义】载 : 承受。覆 : 倾翻。指能托着

船 , 也能打翻船。

【出处】《荀子·王制》: “君者 , 舟也 ; 庶

人者 , 水也。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

此之谓也。”后用以比喻注意民心所

向的重要。

【例句】古人有云 : “水能 ～。”

赞叹不已
【注音】zàn tàn bùyǐ

【释义】不已: 不止。心服口服地称赞

不止。形容极其赞美赏识。

【例句】大家对他的设计方案 ～。

【近义】赞不绝口  交口称赞  有口皆

碑

赞不绝口
【注音】zàn bùjuékǒu

【释义】不停地称赞。形容非常赞赏。

【出处】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二十

七 : “字势飞舞 , 魏生赞不绝口。”

【例句】他的书画让人看了 ～。

【近义】拍案叫绝  赞叹不已

【反义】�之以鼻

zɑnɡ

葬身鱼腹
【注音】zànɡshēn yúfù

【释义】身体埋葬在鱼肚子里。指淹

死。

【出处】《楚辞·渔父》: “宁赴湘流, 而

葬于江鱼之腹中。”

【例句】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宁愿 ～,

也不愿苟且偷安 , 与腐败的统治者同

流合污。

zɑo

糟糠之妻
【注音】zāo kāng zhīqī

【释义】糟糠: 酒糟, 米糠之类的粗食。

指贫穷落魄时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妻

子。

【出处】南朝( 宋) 范晔《后汉书·宋弘

传》: “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 糟糠之

妻不下堂。”

【例句】他腰缠万贯之后抛弃了 ～, 是

个负心郎。

【近义】贫贱之交

凿壁偷光
【注音】záo bìtōu guā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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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凿穿墙壁以借邻家的光亮。形

容在艰苦的环境中刻苦攻读。

【出处】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 : “匡

衡勤学而无烛 , 邻舍有烛布不逮, 衡

乃穿壁引其光 , 以书映光而读之。”

【例句】古人 ～的攻读精神, 激励我们

更加勤奋地读书学习。

【近义】囊萤映雪

【辨析】“凿”旧读“zuò”。

凿空之论
【注音】záo kōng zhīlùn

【释义】凿空 : 缺乏根据, 牵强附会。空

泛而缺乏根据的议论。

【例句】那本书一大套玄理, 其实都是

～, 没有一点现实意义。

【近义】不经之谈  无稽之谈

【反义】真凭实据

凿凿有据
【注音】záo záo yǒu jù

【释义】凿凿: 确实。确确实实而有所

依据。

【出处】《辍耕录》: “蒙古入中国, 中国

方有木棉 , 是凿凿之据也。”

【例句】他对你的指控 ～, 你岂能抵赖

得了。

【近义】真凭实据

【反义】捕风捉影

早出晚归
【注音】zǎo chūwǎn ɡuī

【释义】清早出门, 夜晚才回来。形容

勤劳辛苦。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齐策六》

“女( 汝) 朝出而晚来 , 则吾倚门而望 ;

女( 汝) 暮出而不还 , 则吾倚闾而望。”

【例句】为了糊口 , 她爸爸 ～去挣钱。

【近义】披星戴月

造谣惑众
【注音】zào yáo huòzhònɡ

【释义】制造谣言 , 迷惑群众。

【出处】《周礼·地官·大司徒》“七曰

造言之刑”郑玄注“造言 , 讹言惑众”。

【例句】我们对那些 ～的人必须提高警

惕。

【近义】妖言惑众

造谣中伤
【注音】zào yáo zhònɡshānɡ

【释义】中伤: 攻击和陷害别人。制造

谣言 , 诬蔑伤害别人。

【例句】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我们不

怕敌人的 ～。

ze

责无旁贷
【注音】zéwúpánɡdài

【释义】贷 : 推卸。责任不可推卸。指

自己应尽的责任不能推卸给别人。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十回:

“讲到护送 , 除了自己一身之外 , 责无

旁贷者再无一人。”

【例句】帮助地方搞好两个文明建设,

是人民军队 ～的义务。

【近义】义不容辞

【反义】敬谢不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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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有攸归
【注音】zéyǒu yōu ɡuī

【释义】攸 : 所。归 : 归属的。指分内的

责任也推卸不掉。

【出处】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

抗战胜利而斗争》: “否则 , 因循坐误,

责有攸归。”

【例句】这项工作涉及上上下下几十个

部门 , 但 ～, 要是出了什么差错 , 就应

追究主管部门的责任。

【近义】责无旁贷  当仁不让

【反义】敬谢不敏

择善而从
【注音】zéshàn ér cónɡ

【释义】择 : 挑选。从 : 跟从, 学习。选

择好的、正确的去听取、学习。

【出处】《论语·述而》: “三人行, 必有

我师焉 ; 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

而改之。”

【典故】春秋时期, 晋国贵族之间矛盾

重重。不断激化, 执政大臣魏献子灭

掉了旧贵族祁氏和羊舌氏。他把祁

氏的土地分割为七个县 , 把羊舌氏的

土地分割为七个县, 然后 , 他选拔一

些贤能有功的人去提任这些县的地

方长官。在这些人当中 , 有一个叫魏

戊的 , 与魏献子同姓同宗。

一天 , 魏献子问大夫成鲜说 :

“我分给魏戊一个县的土地 , 让他

去管理 , 别人会不会说我偏袒? 会不

会说我结党营私呢?”

成鲜又以周武王为例, 说 :

“提拔任用官员只要德才兼备 , 无

论他与你亲近还是疏远 , 都应当一视

同仁。只要他能够自觉地自我约束

自己 , 不知疲倦地教诲别人, 大公无

私 , 光明磊落 , 赏罚分明, 择善而从就

行。选择这样的人 , 就不要担心别人

有什么议论, 现在你能任用贤能之

人 , 影响一定很深远。”

【例句】在改革开放中 , 八仙过海 , 各显

神通。只有 ～, 才不致迷失方向。

【近义】择善而行  从善如流

泽被后世
【注音】zébèi hòu shì

【释义】泽 : 恩惠。被 : 覆盖。恩惠遍及

后代。

【出处】《崇高的理想》: “李冰父子为了

解决当时成都平原的水利问题 , 不知

克服了多少困难 , 终于修成了泽被后

世的都江堰。”

【例句】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 ～。

啧有烦言
【注音】zéyǒu fán yán

【释义】啧 : 争论。烦言 : 气愤或不满的

话。争论中说出气忿的话。

【出处】《左传·定公四年》: “会同难,

啧有烦言 , 莫之治也。”

【例句】这家工厂的产品卖不出去, 工

人们 ～, 领导毫无办法。

【反义】赞不绝口  赞叹不已

z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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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喊捉贼
【注音】zéi hǎn zhuōzéi

【释义】做贼的人叫喊捉贼。比喻坏人

故意混淆视听 , 转移目标, 反指别人

是坏人。

【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假谲》: “魏武少时, 尝与袁绍好为

游侠 , 观人新婚 , 因潜入主人园中 , 夜

叫呼云 : ‘有偷儿贼! ’青庐中人皆出

现。魏武乃入 , 抽刃劫新妇, 与绍还

出。失道坠枳棘中 , 织不能得动, 复

大叫云 : ‘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

遂以俱免。”

【例句】～是反动派逃避罪责时惯用的

伎俩。

贼去关门
【注音】zéi qùɡuān mén

【释义】比喻出了事故之后才加了防

范。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二十七

回 : “丈夫的品行也去了 , 她的名声也

丢了 , 她还在那里贼去关门, 明察暗

访。”

【例句】我们要加强安全工作, ～的事

是万千干不得的。

【近义】做贼心虚

【反义】美如冠玉

贼人胆虚
【注音】zéi rén dǎn xū

【释义】比喻做了坏事的人心里总是不

踏实 , 怕被别人发现。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张延

秀逃生救父》: “自古道贼人心虚, 那

赵昂因有旧事在心上 , 比王员外更是

不同 , 吓得魂魄俱无。”

【例句】他负案在逃 , ～, 一听到警笛声

便心惊肉跳。

【近义】做贼心虚  提心吊胆

【反义】心安理得

贼头贼脑
【注音】zéi tóu zéi nǎo

【释义】形容容貌刁猾 , 举动鬼祟 , 不光

明正大。

【出处】清·李渔《玉搔头·奸图》: “后

面跟了一个贼头贼脑的人 , 毕竟是个

奸细。”

【例句】看他那 ～的样子, 就知道他不

是个好人。

【近义】鬼头鬼脑  贼眉贼眼

【反义】光明正大

zhɑ

乍暖还寒
【注音】zhànuǎn huán hán

【释义】乍 : 忽然。形容冬末初春气候

忽冷忽热 , 变化无常。

【出处】宋·李清照《声声慢》词 : “乍暖

还寒时候 , 最难将息。”

【例句】小刚近日情绪时高时低, 就像

这早春二月的天气 ～。

zhɑ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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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台高筑
【注音】zhài tái ɡāi zhù

【释义】债台: 相传战国时周郝王因债

主逼债 , 躲进宫内高台, 后以“债台”

指负债。形容负债很多。

【出处】汉·班固《汉书·诸侯王表

序》: “周郝王负责( 债) , 无以归之 , 主

迫责急, 乃逃于此台 , 后人因以名

之。”

【典故】战国时, 楚考烈王听说魏国信

陵君把秦国打败 , 想当合纵抗秦的纵

约长。便请周郝王联合齐国 , 正式下

令伐秦。周郝王因怕秦伐周 , 便同意

了 , 并集合西周军队, 准备与诸侯会

合。但当时军费缺管, 只好向国人借

款 , 言胜利归来时, 加利偿还。但结

果周发兵后 , 只有楚、燕发兵会合 , 等

了三个月 , 一仗未打 , 撤兵回国 , 借款

也用光了。那些拿着郝王债据的人

天天到宫门外讨债, 因无钱还债, 郝

王只得躲到宫中的一座高台上。后

人就称这座台为“逃债台”。

【例句】我已经 ～了, 哪里还有能力帮

助你!

【近义】负债累累

【反义】腰缠万贯

zhɑn

沾亲带故
【注音】zhān qīn dài ɡù

【释义】故 : 故旧 , 老朋友老熟人。指沾

带着亲戚朋友关系。

【出处】元·无名氏《合同文字》三折:

“这文书上写作见人, 也只为沾亲带

故。”

【例句】全生产队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

姓罗 , 并且与相邻的生产队 ～的也很

多。

沾沾自喜
【注音】zhān zhān zìxǐ

【释义】沾沾: 自得的样子。自我感觉

很好而十分得意的样子。

【出处】《说“小”》: “我们的缺点, 就是

常常有点小成绩, 就沾沾自喜, 而对

于小错误却满不在乎, 以为无足轻

重。”

【例句】小王自以为是 , 还 ～, 不知博学

的人 , 是从来不自以为了不起的。

【近义】自鸣得意  扬扬得意

【反义】怅然若失

【辨析】～和“自鸣得意”都含有“高兴、

自满、得意”的意思。区别在于 : ① ～

偏重于“高兴”; “自鸣得意”偏重于

“得意”。② ～多着眼于心理状态;

“自鸣得意”多着眼于外部表现。

瞻前顾后
【注音】zhān qián ɡùhòu

【释义】瞻 : 往前看。顾 : 向后看。看看

前面再回头看看后面。形容办事, 考

虑周到。形容顾虑太多, 犹豫不决。

【出处】战国·楚·屈原《离骚》: “瞻前

而顾后兮 , 相观民之计极。”

【例句】我们的日子不好过了, 但仍须

～, 不要把钱用光了。

【近义】左顾右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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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勇往直前

斩草除根
【注音】zhǎn cǎo chúɡēn

【释义】除草时把草连根拔掉, 使草不

能再生。比喻彻底铲除祸根 , 不留后

患。

【出处】北齐·魏收《为侯景叛移梁朝

文》: “抽薪止沸 , 剪草除根。”

【例句】毒品危害社会最烈, 如不用严

刑峻法 , ～, 恐怕将成为祸害社会的

根源。

【近义】赶尽杀绝

【反义】纵虎归山

斩钉截铁
【注音】zhǎn dīnɡjiétiě

【释义】截 : 割断。比喻说话做事坚决,

行动果断 , 毫不犹豫。

【出处】宋·朱熹《朱子全书·孟子

一》: “看来惟是孟子说得斩钉截铁。”

【例句】他那种 ～的作风, 就很能说明

他的领导才能。

【近义】直截了当

【反义】拖泥带水

【辨析】～和“直截了当”都可表示说话

做事十分干脆、爽快。区别在于: ～

偏重于“坚决、果断”, 表示毫不犹豫、

拖沓 , 往往在选择是非、决定可否的

场合显出很有决断; “直截了当”偏重

于“爽快”, 表示说话做事不旁敲侧

击 , 不拐弯抹角。

斩木为兵, 揭竿为旗
【注音】zhǎn mùwéi bīnɡ, jiēɡān wéi

qí

【释义】兵 : 兵器。为 : 当作。揭 : 举。

砍下树枝当武器, 举起竹竿当旗帜。

形容秦末陈胜、吴广发动农民起义的

时候的情形。泛指武装起义。

【出处】《过秦论》: “将百万之众, 转而

攻秦 , 斩木为兵, 揭竿为旗 , 天下云集

响应。”

【例句】农民 ～的义举, 深受当时人民

的欢迎。

崭露头角
【注音】zhǎn lùtóu jiǎo

【释义】崭 : 高峻 , 突出。头角 : 指人显

露出来的气概、才能。比喻突出地显

示出非凡的气概或才能。

【出处】唐·韩愈《昌黎集·柳子厚墓

志铭》: “时虽少年 , 已自成人 , 能取进

士第 , 崭然见头角。”

【例句】在这次游泳比赛中, 不少少年

选手 ～, 获得了好成绩。

【近义】锋芒毕露

【反义】不露圭角

辗转反侧
【注音】zhǎn zhuǎn fǎn cè

【释义】辗转: 翻来覆去。反侧: 反复。

在床上翻来覆去 , 无法入睡。

【出处】《诗经·周南·关睢》: “求之不

得 , 寤寐思服 ; 悠哉悠哉, 辗转反侧。”

【例句】为了解决这件事 , 他 ～, 不能入

睡。

【近义】翻来覆去

【反义】高枕而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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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天斗地
【注音】zhàn tiān dòu dì

【释义】形容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改造

自然 , 征服自然。

【例句】灾区人民群众以 ～的英雄气

概 , 克服洪水带来的困难 , 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

战无不胜
【注音】zhàn wúbùshènɡ

【释义】每次打仗没有不获胜的。形容

军队每战必胜 , 战斗力极强。也指做

任何事情都能成功。

【出处】《战国策·齐策二》: “战无不

胜 , 而不知止者, 身且死, 爵且后归,

犹为蛇足也。”

【例句】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攻无不

克、～的队伍。

【反义】屡战屡败

战战兢兢
【注音】zhàn zhàn jīnɡjīnɡ

【释义】战战 : 恐惧发抖的样子。兢兢:

小心谨慎的样子。形容极其恐惧 , 非

常谨慎的样子。

【出处】《诗经·小雅·小旻》: “战战兢

兢 , 如临深渊 , 如履薄冰。”

【例句】由于未复习好, 他 ～地走进考

场。

【近义】诚惶诚恐

【反义】泰然自若

zhɑnɡ

张灯结彩
【注音】zhānɡdēnɡjiécǎi

【释义】张 : 悬挂。结: 系 , 扎。挂上灯

笼。系结彩绸。形容喜庆景象。

【出处】宋·贺铸《木头花·东邻妙》:

“张灯结绮笼驰道, 六六洞天连夜

到。”

【例句】学校的礼堂里 ～, 迎接国庆到

来。

【近义】火树银花

张冠李戴
【注音】zhānɡɡuān lǐdài

【释义】冠 : 帽。姓张的帽子戴到姓李

的头上。比喻弄错了事实或对象。

【出处】明·田艺蘅《留青日扎·张公

帽赋》: “俗谚云 : ‘张公帽掇在李公头

上。’⋯⋯窃张公之帽也 , 假李老而戴

之。”

【例句】奖状是老李的 , 他却 ～, 发给了

老王。

【辨析】“冠”不可读作“ɡuàn”( 惯) 。

～和“乱点鸳鸯”相比: ～侧重于弄错

对象 ; “乱点鸳鸯”侧重于婚姻方面。

张口结舌
【注音】zhānɡkǒu jiés hé

【释义】结舌: 舌头像打了结, 不能活

动 , 指不能说话。张着嘴说不出话

来。形容因为理屈或紧张、惊恐而说

不出话的样子。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 “公子

被他问的张口结舌 , 面红过耳。”

【例句】法官问张三, 你说案发那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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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家 , 那为什么在现场留下了你的

足印? 这一问使张三 ～, 久久回答不

上。

【近义】目瞪口呆

【反义】口若悬河

张皇失措
【注音】zhānɡhuǎnɡshīcuò

【释义】张皇: 慌张; 失措 : 举止失去常

态。形容慌张得不知怎么办才好。

【例句】不管风浪多大, 我们切忌不要

～。

【反义】泰然自若  从容不迫

张牙舞爪
【注音】zhānɡyáwǔzhǎo

【释义】张 : 张开 , 显露。原形容野兽凶

猛的样子。后来常形容坏人的凶相。

【出处】元·李好古《张生煮海》三折:

“我独身一个 , 正要走回 , 不提防遇见

了大虫 , 张牙舞爪而来。”

【例句】动物园里关着两只 ～的东北

虎。

獐头鼠目
【注音】zhānɡtóu shǔmù

【释义】獐头 : 像獐子那样小而尖的头。

鼠目 : 像老鼠那样小而圆的眼睛。獐

子头 , 老鼠眼。形容外貌寒酸卑贱。

【出处】后晋·张昭远《旧唐书·李揆

传》: “侍中苗晋卿 , 累荐元载为重官。

揆自恃门望 , 以载地寒, 意甚轻易 , 不

纳 , 而谓晋卿曰 : “龙章凤姿之士不见

用 , 獐头鼠目之子乃求官。”

【例句】这个小偷长得 ～。

【近义】尖嘴猴腮

【反义】眉清目秀

彰明较著
【注音】zhānɡmínɡjiào zhū

【释义】彰、明、较、著 : 明显。形容极其

明显。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伯夷列

传》: “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

【例句】在汉语里有许多关于鼠的成

语 , 如鼠肚鸡肠、过街老鼠、鼠目寸光

等等 ～, 无不带有极强的贬义。

【近义】显而易见

掌上明珠
【注音】zhǎnɡshànɡmínɡzhū

【释义】比喻极受钟爱的人。多指极受

父母疼爱的儿女 , 主要指女儿。

【出处】晋代傅玄《短歌行》: “昔君视

我 , 如掌中珠 ; 何意一朝, 弃我沟渠。”

【例句】他有七个儿子 , 一个女儿 , 难怪

把女儿看作是 ～。

【近义】连城之璧

【反义】眼中钉

仗势欺人
【注音】zhànɡshìqīrén

【释义】仗 : 凭借 , 依仗。依仗权势, 欺

压别人。

【出处】明·李开先《宝剑记》三十三

出 : “贼子无知 , 仗势欺人敢妄为, 百

样没仁义 , 一味趋权势。”

【例句】他 ～, 同志们都非常反感。

【近义】狐假虎威

【反义】锄强扶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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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义疏财
【注音】zhànɡyìshūcái

【释义】仗义: 讲义气。疏财: 分散钱

财。重义气 , 把自己的钱财分给有困

难的人。

【出处】元·无名氏《张公艺九世同居》

第二折 : “此人平昔仗义疏财 , 父亲在

时 , 与他有一面之交。”

【例句】他 ～, 受人敬重。

【近义】轻财重义

【反义】仗势欺人

仗义执言
【注音】zhànɡyìzhíyán

【释义】仗义 : 主持正义。执言 : 坚持说

公道话。主持正义 , 敢说公道话。

【出处】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十四

回 : “若以文、武、宣、平之灵 , 仗义执

言 , 四国悔罪 , 王室之福。”

【例句】他为人正直 , 敢 ～。

【近义】慷慨陈词

【反义】谄谀取容

zhɑo

招兵买马
【注音】zhāo bīnɡmǎi mǎ

【释义】招募士兵, 购买战马。指组织

扩充军队。后也引申指组织扩充人

力。

【出处】明·汤显祖《牡丹亭·虏谍》:

“限他三年内招兵买马, 骚扰淮扬地

方 , 相机而行 , 以开征进之路。”

【例句】这几年 , 他在邻近几省 ～, 积草

储粮 , 准备见机行事。

【近义】招降纳叛

招财进宝
【注音】zhāo cái jìn bǎo

【释义】招引进财产、财宝。

【出处】元·刘唐卿《降桑椹》: “招财进

宝臻佳瑞 , 合家无虑保安存。”

【例句】公开招聘优秀人才, 就等于给

企业 ～。

【近义】发财致富

【反义】招灾惹祸

招风惹草
【注音】zhāo fēnɡrěcǎo

【释义】比喻招惹是非。

【例句】人家都说他是个桃花命, 长个

小白脸 , ～, 不像好人。

招蜂引蝶
【注音】zhāo fēnɡyǐn dié

【释义】招致蜜蜂, 吸引蝴蝶。比喻吸

引别人的注意。

【例句】他不务正业, 经常在外 ～。

【近义】卖弄风骚

招降纳叛
【注音】zhāo xiánɡnàpàn

【释义】招收接纳敌方投降、叛变过来

的人。也指网罗坏人。

【出处】《隋唐演义》六十回: “殿下招降

纳叛 , 如小将辈俱自异国得侍左右,

今日杀雄信 , 谁复有来降者?”

【例句】他贼心不死, 一贯 ～, 结党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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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近义】招兵买马

【反义】招贤纳士

招摇过市
【注音】zhāo yáo ɡuòshì

【释义】招摇 : 张扬 , 故意炫耀自己。

市 : 街市, 指人多热闹的地方。形容

故意在众人面前张扬炫耀自己 , 以引

人注目。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

家》: “使孔子为次乘 , 招摇市过之。”

【例句】她穿着奇装异服 ～, 不免被人

侧目而视。

【近义】引人注目

【反义】人不知鬼不觉

招摇撞骗
【注音】zhāo yáo zhuànɡpiàn

【释义】招摇: 故意炫耀自己; 撞骗: 到

处找机会行骗。假借名义, 到处炫耀

自己 , 进行诈骗。

【例句】一个青年冒充高干子弟, 到处

～, 终于受到法律制裁。

【辨析】～和“欺世盗名”都有“欺骗”

的意思。但“欺世盗名”虽较大的欺

骗行为 , 指骗取名声、荣誉 ; ～即可指

名 , 也可指物。

昭然若揭
【注音】zhāo rán ruòjiē

【释义】昭然 ; 很明显的样子, 揭 : 高举。

形容目的彻底暴露出来 , 十分清楚明

白。

【出处】《庄子·达生》: “修身以明污,

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

【例句】对错误的论点进行层层批驳,

其荒谬就 ～了。

【近义】真相大白  水落石出

【反义】莫名其妙

朝不虑夕
【注音】zhāo bùlǜxī

【释义】朝 : 早晨; 虑: 考虑, 料想; 夕 : 傍

晚。早晨不能料想到晚上的情况。

形容情势危急, 难以预料, 说不定什

么时候就发生危险的变化。

【出处】晋·李密《陈情表》: “但以刘日

薄西山 , 气息奄奄 , 人命危浅, 朝不虑

夕。”

【例句】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 在解放

前的苦难岁月里, 缺吃少穿, 过着 ～

的生活。

朝发夕至
【注音】zhāo fāxīzhì

【释义】发 : 出发。至: 到达。早晨出

发 , 晚上就能到达。形容旅行迅速、

路程不远或交通便利。

【出处】《水经注·江水》“朝发白帝 , 暮

到江陵。”

【例句】这个车站 ～的班车有很多。

【反义】千里迢迢

朝令夕改
【注音】zhāo lìnɡxīɡǎi

【释义】早晨发出的命令, 晚上就改变

了。形容政令或主张经常改变 , 使人

无所适从。

【出处】《汉书·食货志上》: “急政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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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 , 赋敛不时 , 朝令而暮改。”

【例句】他们不体恤民情 , ～, 咱们老百

姓不知怎么办才好。

朝气蓬勃
【注音】zhāo qìpénɡbó

【释义】朝气 : 早晨清新的空气 , 引申指

富于活力、力求进取的气势。蓬勃:

旺盛的样子。形容生气勃勃 , 充满旺

盛的活力。

【出处】《金杯之光》: “让金杯之光辉映

着我们朝气蓬勃的新一代 , 激励着我

们奋进吧! ”

【例句】小张 ～, 锐意进取 , 是一棵好苗

子。

【近义】生气勃勃  斗志昂扬

【反义】老气横秋  无精打采  死气沉

沉

朝秦暮楚
【注音】zhāo qín mùchǔ

【释义】朝 : 早晨。暮 : 傍晚。秦、楚 : 战

国时期互相对立的两个强国。战国

时期 , 有些弱小国家和一些游说之

士 , 为了各自的利益, 一会儿依附秦

国 , 一会儿依附楚国。比喻人的反复

无常。

【例句】我们办事要讲原则 , 绝不能 ～。

朝三暮四
【注音】zhāo s ān mùsì

【释义】朝 : 早晨。暮: 傍晚。早上三

个 , 晚上四个。原比喻耍手段愚弄

人。后比喻反复无常。

【出处】《庄子·齐物论》: “狙公赋詘,

曰 : ‘朝三暮四。’众狙皆怒。曰 : ‘然

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有个玩

猴的人拿食喂猴子, 他对猴子说, 早

上给三个橡子, 晚上给四个。所有的

猴子听了都急了。后来他又说 , 早上

给四个 , 晚上给三个。所有的猴子都

高兴了。原指实质不变 , 用改换名目

的手法愚弄人。后来比喻反复无常

或变化多端。

【典故】从前 , 有一个人很喜爱猴子 , 就

在家里饲养了一大群。为了养活猴

子 , 他尽量节省家里人吃的口粮, 剩

下来给猴子。

后来, 家里的粮食实在不够吃了 ,

他想把猴子的食物减少一些, 用橡子

喂它们 , 于是就对猴子们说 : “以后我

每天早上给你们三颗橡子 , 晚上四颗

橡子 , 这样够吃了吧?”

猴子们都嫌少 , 一个个愤怒地站起

来吵闹。他想了一会儿 , 就改口对猴

子们说 : “早上三颗 , 晚上四颗你们嫌

少。那么就改一下吧, 每天早上四

颗 , 晚上三颗 , 这样你们该满意 了

吧?”

猴子们听了都很满意 , 又蹦又跳地

跑到主人跟前 , 领取口粮。

【例句】学习不能见异思迁 , ～, 而应脚

踏实地 , 锲而不舍。

【近义】反复无常

【反义】海誓山盟

朝思暮想
【注音】zhāo sīmùxiǎnɡ

【释义】早晨在想, 晚上也在想。形容

思念殷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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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宋·柳永《乐章集·倾杯乐》:

“朝思暮想 , 自家空恁添清瘦。”

【例句】去祖国的首都北京观光, 这一

直是我 ～的心愿, 今天终于实现了。

【近义】念念不忘

【反义】置之脑后

朝闻夕死
【注音】zhāo wén xīsǐ

【释义】闻 : 听到。早晨得知真理 , 当晚

就死去都可以 , 多用于鼓励人努力追

求真理或勇于改过自新。

【出处】《周处》: “古人贵朝闻夕死。况

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 , 何忧

令名不彰邪?”

【例句】他虽然在病中, 学习却一刻也

不敢放松 , 常常勉励自己说“～, 死而

无憾”。

朝夕相处
【注音】zhāo xīxiāng chǔ

【释义】朝夕 : 天天 , 时时 ; 相处 : 一起居

住交往。时时处处在一起。形容常

生活在一起 , 关系密切。

【例句】老师和我们 ～, 感情越来越融

洽。

【近义】耳鬓厮磨

朝朝暮暮
【注音】zhāo zhāo mùmù

【释义】早早晚晚 , 一天又一天。

【出处】战国 ( 楚 ) 宋玉《高唐赋序》:

“旦为朝云, 暮为行雨, 朝朝暮暮, 阳

台之下。”

【例句】但愿我的歌声能陪伴你们 ～。

照本宣科
【注音】zhào běn xuān kē

【释义】照 : 依照。宣科 : 原指道士念

经 , 照着本子读。形容拘泥于书本,

没有灵活性。

【出处】元·关汉卿《西蜀梦》三折 : “也

不用僧人持咒 , 道士宣科。”

【例句】～的老师 , 算不上好老师。

zhe

遮人耳目
【注音】zhērén ěr mù

【释义】遮 : 掩盖。遮住人们的耳目 ( 以

阻断其视听 ) 。意指玩弄花招, 以掩

盖真相。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七十五

回 : “这种遮人眼目的事儿, 谁不会

做?”亦作“遮人眼目”。

【例句】他为了 ～, 暂时搬出了那套别

墅。

遮天蔽日
【注音】zhētiān bìrì

【释义】遮、蔽: 掩盖, 挡住。把天空的

太阳都遮盖的范围非常宽广。

【出处】《大自然警号长鸣》: “照理说,

这类野生飞禽, 在高原沼泽之间, 应

该是成群结阵 , 有时甚至是遮天蔽日

才对。”

【例句】森林里光线很暗, 高大的古树

～。

【近义】铺天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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辙乱旗靡
【注音】zhéluàn qímǐ

【释义】辙 : 车迹。靡 : 倒下。指车迹错

乱 , 军旗倒下。形容军队溃败逃窜。

【出处】《左传·庄公十年》: “吾视其辙

乱 , 望其旗靡 , 故逐之。”

【例句】在我边防部队猛烈炮火的轰击

下 , 敌军 ～, 落荒而逃了。

【近义】丢盔卸甲

折戟沉沙
【注音】zhéjǐchén shā

【释义】戟 : 古代的一种兵器。戟被折

断沉没在泥沙里。形容失败得十分

惨重。

【出处】唐·杜牧《赤壁》诗 : “折戟沉沙

铁未销 , 自将磨洗认前朝。”

【例句】林彪一伙反革命分子, 妄图颠

覆社会主义 , 其结果落得个 ～的下

场。

zhen

针锋相对
【注音】zhēn fēnɡxiānɡduì

【释义】针尖对针尖。比喻双方的策

略、论点及行动等尖锐地对立。

【出处】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

十五 : “一切回答, 如针锋相投, 无纤

毫参差。”

【例句】我们要同破坏公物的行为做 ～

的斗争。

【反义】逆来顺受  百依百顺

珍禽异兽
【注音】zhēn qín yìs hòu

【释义】珍 : 宝贵的。稀有而珍贵的飞

禽走兽。

【出处】《再寄小读者》: “现在却有这么

多的珍禽异兽 , 每年每月都增加新种

类。”

【例句】这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有

许多珍稀植物 , 还有不少 ～。

真金不怕火炼
【注音】zhēn jīn bùpàhuǒliàn

【释义】比喻立场坚定、意志坚强或清

白正直的人 , 能经得起任何考验。

【例句】～,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经过

火与血的考验 , 更加英勇无畏了。

真才实学
【注音】zhēn cái s híxué

【释义】本指真正切合实用的才能、学

问。后泛指真正的本领, 扎实的功

夫。

【出处】宋·王十朋《梅溪王忠文公集

·与王运使四首》: “知其所得必真才

实学。”

【例句】他的根底深厚 , 学问扎实 , 是一

位有 ～的人。

【反义】滥竽充数

真相大白
【注音】zhēn xiànɡdàbái

【释义】真相: 本来的面目; 大白: 彻底

弄清楚。事情的真实情况彻底弄清

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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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我们要彻底揭露敌人的阴谋,

使 ～于天下!

真凭实据
【注音】zhēn pínɡshíjù

【释义】真实的才干与学问。

【出处】《夜》: “已被收起了 , 号码十七、

十八 , 这是铁一般的真凭实据!

【例句】对任何事情下结论都应当先有

～, 不能想当然。

【近义】凿凿有据  白纸黑字

【反义】空口无凭  不足为凭

真情实意
【注音】zhēn qíng shíyì

【释义】真实的情意。形容对人真诚。

【出处】明·李贽《焚书·豫约》: “劝尔

等勿哭勿哀 , 而我复言之哀哀, 真情

实意 , 固自不可强也。”

【例句】这是人家的 ～, 你可不要再推

托了。

【近义】诚心诚意

【反义】虚情假意

真伪莫辨
【注音】zhēn wěi mòbiàn

【释义】是真、是假分辨不出来。比喻

事物的是非难分辨。

【例句】～的钱币最好送到银行去鉴

别。

【近义】不辨真伪

【反义】明辨是非

真心实意
【注音】zhēn xīn shíyì

【释义】真实诚恳的心意。

【出处】《歧路灯》二十八回: 扣算只费

二千金 , 这也是他们大商真心诚意置

买。”

【例句】他 ～来道歉, 你怎么把他拒之

门外?

【近义】真心诚意  诚心诚意

【反义】虚情假意

真知灼见
【注音】zhēn zhīzhuójiàn

【释义】灼 : 明白, 透彻。正确而透彻的

见解。

【出处】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三:

“真知灼见者 , 尚且有误 , 何况其他! ”

【例句】鲁迅的杂文有着 ～, 蕴含着深

刻的哲理 , 发人深省。

【近义】远见卓识

【反义】道听途说

枕戈待旦
【注音】zhěn ɡēdài dàn

【释义】戈 : 古代的一种兵器。旦: 天

亮。头枕兵器 , 等待天亮。形容杀敌

心切 , 一刻也不松懈。

【出处】唐·房玄龄等《晋书·刘琨

传》: “吾枕戈待旦 , 志枭逆虏 , 常恐祖

生先吾著鞭。”

【典故】晋代名将刘琨少年时胸怀大

志 , 他和好友祖逖二人同眠共起, 同

练武功。当他听说祖逖杀敌立功, 已

被朝廷重用 , 心情十分激动, 给亲友

写道 : “我常常头枕兵器躺着等待天

亮 , 立志杀敌 , 并担心落在祖逖的后

面。”后来 , 刘琨被升为并州刺史, 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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愍帝即位后又升为大将军。

【例句】得到敌寇将要来犯的情报后,

乡亲们 ～, 决心痛击敌人。

【近义】常备不懈

【反义】高枕无忧

振臂一呼
【注音】zhèn bìyīhū

【释义】振 : 挥动。挥动手臂, 大声疾

呼。多指发出号召。

【出处】汉·李陵《答苏武书》: “然陵振

臂一呼 , 创病皆起。”

【例句】只见他在前面 ～, 浩浩荡荡的

游行队伍开始出发了。

振奋人心
【注音】zhèn fèn rén xīn

【释义】使人们的情绪高涨, 精神振作

奋发。

【例句】这几件事 , 他们都办得不错 , 确

实起到了 ～, 激励士气的作用。

【近义】震撼人心

【辨析】～和“震撼人心”都有使人振奋

的意思。“震撼人心”语义较重 , 指使

人心里产生巨大震动; ～语义较轻,

指使人精神奋发振作。

振聋发聩
【注音】zhèn lónɡfākuì

【释义】发 : 开启。聩: 耳聋。声响很

大 , 使耳聋的人都清醒听见。比喻用

惊人的言论使糊涂麻木的人清醒过

来。

【出处】郭沫若《洪波曲》3: “老教育家

⋯⋯声音是这么刚健 , 像乡里老百姓

说话的那样 , 而又那么的振聋发聩。”

【例句】王刚的文章大胆针砭时弊 , ～,

受到人们的好评。

振振有词
【注音】zhèn zhèn yǒu cí

【释义】振振: 理直气壮的样子。形容

理由似乎很充分而说个没完。

【出处】梁启超《关税权问题》: “呜呼!

今者外人之以排外相诬者 , 既振振有

词 , 其乌可更为无谋之举, 以授之口

实也。”

【例句】别看他讲得 ～的, 其实心虚得

很。

【近义】理直气壮

【反义】哑口无言

震耳欲聋
【注音】zhèn ěr yùlónɡ

【释义】震得人的耳朵都要聋了。形容

声音特别大。

【出处】沙汀《呼嚎》: “每座茶馆里都人

声鼎沸 , 而超越这个, 则是茶堂倌震

耳欲聋的吆喝声。”

【例句】一到晚上 , 这里到处播放乐曲 ,

音量毫无节制 , ～, 彻夜不息。

震撼人心
【注音】zhèn hàn rén xīn

【释义】震 : 震动 ; 撼 : 摇动。形容某件

事对人心有极大的震动。

【例句】中国运动员在第十一届亚运会

上取得了金牌总数第一的好成绩, 当

这 ～的消息传来时 , 全国人民无不欢

欣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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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天动地
【注音】zhèn tiān dòng dì

【释义】声音震动天地。形容力量、声

音声势浩大。也形容事件、场面令人

惊骇。

【出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

水》: “涛涌波襄, 雷詙电泄, 震天动

地。”亦作“震天骇地”。

【例句】远处忽然响起 ～的喊杀声。

【近义】惊天动地

zhenɡ

争长论短
【注音】zhēng cháng lùn duǎn

【释义】长、短 : 这里比喻正确和错误,

是非或优劣。争论谁高谁低 , 谁优谁

劣 ; 计较利害得失。

【例句】在这些细小问题上, 大家就不

要 ～了。

【近义】臧否人物

争分夺秒
【注音】zhēng fēn duómiǎo

【释义】形容对时间抓得很紧, 不放过

一分一秒。

【出处】唐·房玄龄等《晋书·陶侃

传》: “大禹圣者, 乃惜寸阴, 至于众

人 , 当惜分阳。”亦作“分秒必争”。

【例句】白求恩大夫在硝烟和战火中,

不顾个人安危 , ～地为伤员做手术。

【近义】只争朝夕

【反义】蹉跎岁月

争风吃醋
【注音】zhēnɡfēnɡchīcù

【释义】因男女关系而嫉妒、争吵。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一:

“那月香好副嘴脸 , 年已长成 , 倘或有

意留他 , 也不见得。那时我争风吃醋

便迟了。”

【例句】两个美国水兵为了一个酒吧女

郎而 ～, 大打出手, 引来了一群看热

闹的人。

【近义】勾心斗角

争妍斗奇
【注音】zhēnɡqídòu yàn

【释义】形容百花竞放 , 色彩十分艳丽。

也比喻服饰等竞相显示华美。

【出处】《茶花赋》: “花期一到, 各样品

种的花儿争妍斗奇 , 那才美呢。”

【例句】校园里百花 ～, 令人流连忘返。

争权夺利
【注音】zhēnɡquán duólì

【释义】争夺权力和利益。

【出处】李大钊《大哀篇》: “钻营运动、

争权攘利之不暇 , 奚暇计及民生哉?”

【例句】那些 ～的小人必然会遭到人民

的唾弃。

【近义】争名夺利

争先恐后
【注音】zhēnɡxiān kǒnɡhòu

【释义】争着赶在前头 , 唯恐落后。

【出处】清·吴趼人《二十目睹之怪现

状》: “便都争先恐后的去了, 督办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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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也来不及。”

【例句】大家 ～购买国库券, 以支援国

家建设。

【近义】不甘人后

【反义】甘处下游

争名夺利
【注音】zhēnɡmínɡduólì

【释义】争夺名誉、利益。

【出处】元·马致远《黄粱梦》第一折:

“想世人争名夺利 , 何苦如此! ”

【例句】爸爸几十年如一日地默默工

作 , 从不 ～。

峥嵘岁月
【注音】zhēnɡrónɡsuìyuè

【释义】峥嵘 : 山势高峻奇特的样子 , 引

申为不平凡, 不寻常。指不平凡的年

月。

【出处】毛泽东《沁园春·长沙》: “携来

百侣曾游 ,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例句】在大革命的 ～, 我们经历了严

峻的考验。

蒸蒸日上
【注音】zhēnɡzhēnɡrìshànɡ

【释义】蒸蒸 : 兴盛的样子。日上 : 逐日

向上。兴旺繁荣 , 天天向上。形容发

展迅速。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五十

二回 : “你世兄⋯⋯还怕不蒸蒸日上

吗?”

【例句】但愿你的事业 ～, 明年我们见

面时 , 贵公司又有新的发展。

【近义】如日方升

【反义】江河日下

正本清源
【注音】zhènɡběn qīnɡyuán

【释义】正 : 使端正, 整顿。本 : 树根。

源 : 水源。扶正树根, 清理水源。比

喻从根本上整顿清理, 彻底解决问

题。

【出处】《清史稿·程含章传》: “正本清

源之道 , 在河员大法小廉 , 实心修筑 ,

加意堤防 , 自能久安长治。”

【例句】～的工作是艰巨复杂的, 必须

下大力气抓好。

正道直行
【注音】zhènɡdào zhíxínɡ

【释义】道 : 说话。行 : 做事。公正无私

地讲话办事。

【出处】《屈原列传》: “屈平正道直行 ,

竭忠尽智 , 以事其君。”

【例句】张书记一向 ～。

【近义】直道而行

正大光明
【注音】zhènɡdàɡuānɡmínɡ

【释义】公正无私 , 坦白磊落。

【出处】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三

十八·答周益公》: “至若范公之心,

则其正大光明, 固无宿怨, 而惓惓之

义 , 实在国家。”

【例句】我做事 ～, 有什么可指责的!

【近义】光明磊落

【反义】鬼鬼祟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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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气凛然
【注音】zhènɡqìlǐn rán

【释义】比喻忠臣义士仿佛有一种威慑

的力量 , 使人对他敬畏。

【例句】～的革命志士即使被捕入狱,

也使敌人吓得发抖。

【近义】正义凛然

【反义】腼颜人世

正儿八经
【注音】zhènɡér bājīnɡ

【释义】正式的 ; 严肃而认真。

【出处】《笑的武器》: “俨然一副认真挤

奶的得意神态 , 在公牛的腹部下正儿

八经地工作着。”

【例句】他发言时总是做着 ～的样子。

【近义】一本正经

正襟危坐
【注音】zhènɡjīn wēi zuò

【释义】襟 : 衣襟。正 : 端正。危坐 : 高

坐。整理好衣襟 , 端端正正地坐着。

形容恭敬、严肃的样子。也形容拘谨

的样子。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日者列

传》: “宋忠、贾谊瞿然而悟 , 猎缨正襟

危坐。”

【例句】旧时庙里的弥勒佛形象十分逗

人喜爱 , 他袒胸露肚 , 笑口常开 , 从不

像别的菩萨那样做出 ～的样子。

【辨析】“正”不可读作“zhēnɡ”。

正人君子
【注音】zhènɡrén jūn zǐ

【释义】指旧正派、道德高尚的人。现

多用来讽刺假装正经的人。

【出处】宋代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八:

“然世或见人文章铺陈仁义道德, 便

谓之正人君子。”

【例句】他表面上道貌岸然 , 像个 ～, 实

际上一肚子坏水, 是个十足的伪君

子。

【近义】仁人君子  志士仁人

【反义】豺狼虎豹

正颜厉色
【注音】zhènɡyán lìs è

【释义】正 : 严正。颜、色 : 脸上的表情、

神色。严厉。形容神情、态度非常严

厉。

【出处】《官场现形记》二十八回 : “顿时

又收住了笑 , 做出一副正颜厉色的样

子。”

【例句】李老师从来都是 ～的, 同学们

都不敢和他接近。

【近义】正言厉色  不苟言笑  一本正

经

【反义】和颜悦色  嬉皮笑脸

正中下怀
【注音】zhènɡzhònɡxiàhuái

【释义】正 : 恰好。中: 投合。下怀: 指

自己的心意。正好符合自己的心意。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 “蔡福听

了 , 心 中暗喜。如此发放 , 正中 下

怀。”

【例句】听说你要请我吃饭 , ～, 我很高

兴。

【近义】正中己怀

·649· zhènɡ 正



 Z

【反义】出其不意

【辨析】“中”不可读作“zhōnɡ”。

证据确凿
【注音】zhèng jùquèzuò

【释义】确凿 : 真实的凭据。证据真实,

有凭有据。

【例句】这件事已 ～, 你用不着再掩饰

了。

【近义】铁证如山

【反义】不足为凭

郑人买履
【注音】zhèng rén mǎi lǚ

【释义】履 : 鞋。比喻只相信书本和教

条 , 不顾客观实际的人。

【出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

有个郑国人想买鞋 , 在家量好了脚的

尺码 , 去买鞋时把尺码忘在家里了,

结果没买到鞋。别人问他为什么不

用脚穿上试试 , 他说: “宁信度, 无自

信也。”

【例句】做事情要灵活 , 不能死搬教条,

不然就会闹出“～”那样的笑话。

【近义】刻舟求剑

郑重其事
【注音】zhènɡzhònɡqís hì

【释义】形容说话办事态度十分严肃认

真。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五十

九回 : “等到引见领凭下来, 又去辞

行。沈中堂见面之后, 果然郑重其事

的拿出一封亲笔信来 , 叫他带去给山

东巡抚。

【例句】他 ～地洗了手 , 才与我握手。

【近义】一丝不苟

【反义】掉以轻心

政通人和
【注音】zhènɡtōnɡrén hé

【释义】政治清明 , 百姓和睦。

【出处】《岳阳楼记》: “越明年, 政通人

和 , 百废具( 俱) 兴。”

【例句】我们的国家 ～, 人民安居乐业。

zhi

之乎者也
【注音】zhīhūzhěyě

【释义】文言文中常见的四个虚词。借

指半文不白或咬文嚼字的话。

【出处】《怎样丢掉学行腔》: “戏曲里,

旧小说里 , 往往讽刺秀才爱说‘之乎

者也’。”

【例句】他说话满口 ～, 常常让人不知

所云。

【近义】咬文嚼字

支离破碎
【注音】zhīlípòsuì

【释义】支离 : 分散 , 残缺。形容零散破

碎 , 不成整体。

【出处】《庄子·人间世》: “夫支离其形

者 , 犹足以养其身 , 终其天年, 又况支

离其德者乎?”

【例句】小明一不小心 , 花瓶落地 , 摔得

～。

【近义】四分五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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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浑然一体

知己知彼
【注音】zhījǐzhībǐ

【释义】彼 : 指对方。对于对方和自己

的情况都了解。常指对敌我双方的

情况都了解。

【出处】《孙子·谋攻》: “知己知彼, 先

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 此百战百胜

之术也。”

【例句】无论对敌作战, 还是向自然开

战 , 都要 ～, 才能克敌制胜, 达到预期

的目的。

【近义】胸中有数

知法犯法
【注音】zhīfǎfàn fǎ

【释义】知 : 知晓。懂得法律却故意违

犯。指明知故犯。

【出处】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四回:

“七八个人一齐拥了进来 , 看见女人、

和尚一桌子坐着 , 刘说道: ‘好快活!

和尚、妇人大青天白日调情! 好僧官

老爷! 知法犯法! ’”

【例句】谁叫他 ～, 理当从重惩处。

【近义】以身试法  明知故犯

知难而退
【注音】zhīnán ér tuì

【释义】原指作战时应见机行动, 形势

不利就要退却。后用以形容害怕困

难而退缩不前。

【出处】《左传·宣公十二年》: “见可而

进 , 知难而退 , 军之善政也。”

【例句】我们应该见困难就上, 不应该

～, 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些。

【近义】畏缩不前

【反义】再接再厉

知其不可而为之
【注音】zhīqíbùkěér wéi zhī

【释义】为 : 做。明知做不到的却要尽

力地去做到底。形容意志坚决。有

时也形容固执。

【出处】《谭嗣同》: “天下事知其不可而

为之 , 足下试入日本使馆 , 谒伊藤氏 ,

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

【例句】成语“～”出自《谭嗣同》。

知其一, 不知其二
【注音】zhīqíyī, bùzhīqíèr

【释义】只知道它一个方面的情况, 不

知道客观存在另一方面的情况。形

容对事物的了解不全面。

【出处】郭沫若《蔡文姬》1 幕 : “大姐你

是只知其一 , 不知其二。曹丞相爱兵

如命 , 视民如伤。”

【例句】其实, 并不都是那样, 你是 ～,

所以你的论断不对。

【反义】了如指掌

知过必改
【注音】zhīɡuòbìɡǎi

【释义】知道了过错, 必定改正。

【出处】南朝·梁·周兴嗣《千字文》:

“知过必改 , 得能莫忘。”

【例句】你只要 ～, 一定会成为一个好

同志。

【近义】知过能改

【反义】将错就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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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遇之恩
【注音】zhīyùzhīēn

【释义】给予赏识或重用的恩情。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 “只因

一时知遇之感 , 不觉为之一哭。”

【例句】诸葛亮为蜀汉大业操劳一生,

是为报答刘备的 ～。

【近义】大恩大德

【反义】切骨之恨

知足常乐
【注音】zhīzúchánɡlè

【释义】知道满足, 就总是快乐。形容

安于已经得到的利益、地位等。

【例句】我姐姐是个 ～的人。

【近义】乐无知命

【反义】愤愤不平

知人论世
【注音】zhīrén lùn shì

【释义】世 : 时代。原指要研究一个历

史人物所处的时代才能了解他。后

泛指鉴别人物的好坏 , 议论世事的得

失。

【出处】《孟子·万章下》“颂 ( 诵 ) 其

诗 , 读其书, 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

其世也。”

【例句】他们一下班, 就坐在茶馆里 ～,

洋洋自得。

知人善任
【注音】zhīrén shàn rèn

【释义】知人: 能识别人的贤愚善恶。

任 : 任用, 使用。了解并且善于使用

人。

【出处】宋·刘敞《张忠定谥议》: “神宗

圣考 , 知人善任 , 使每尽其用。”

【例句】这位厂长政治性强 , 业务熟练 ,

又能 ～, 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近义】任人唯贤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注音】zhīwúbùyán, yán wúbùjìn

【释义】只要知道的没有不说出来的,

说就毫无保留。

【出处】宋·苏洵《衡论上·远虑》: 圣

人之任腹心之臣也⋯⋯知无不言, 言

无不尽。”

【例句】请大家 ～, 把意见讲充分 , 开好

这个会。

【近义】畅所欲言  和盘托出

【反义】守口如瓶  含糊其辞

执法如山
【注音】zhífǎrúshān

【释义】比喻执行法律坚决 , 毫不动摇。

【出处】清·李绿园《歧路灯》八十八

回 : “本道言出如箭, 执法如山, 三尺

法不能为不肖者宥也。”

【例句】这位法官 ～, 案子落在他手上 ,

总是公正对待。

【近义】公正不阿

【反义】徇私枉法

执迷不悟
【注音】zhímíbùwù

【释义】执 : 坚持, 固执。迷 : 迷惑。固

执己见 , 坚持错误而不觉悟。

【出处】唐·姚思廉《梁书·武帝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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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执迷不悟 , 距逆王师, 大众一临 , 刑

兹罔赦 , 所谓火烈高原 , 芝兰同泯。”

【例句】我们对他曾经作过多次劝告,

但他 ～, 结果落得如此下场。

【近义】至死不悟

【反义】迷途知返

直道而行
【注音】zhídào ér xínɡ

【释义】正直公道地办事。指毫无偏

私。

【出处】《训俭示康》: “夫俭则寡 , 君子

寡欲则不役于物, 可以直道而行。”

【例句】小李一向做事 ～, 因此得罪了

不少人。

【反义】欺软怕硬  趋炎附势

直截了当
【注音】zhíjiéliǎo dànɡ

【释义】直截: 率直, 不绕弯子。了当:

了结妥当。形容说话、做事干脆爽

快。

【出处】《谈谈朱自清的散文》: “作者为

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威尼斯的桥很

多⋯⋯’。非要转弯抹角地说‘并非

没有’云云呢?”

【例句】李大爷说话、办事 ～, 认真干

脆。

【近义】开门见山  单刀直入  斩钉截

铁

【反义】拐弯抹角  夹枪带棒

【辨析】～和“开门见山”都有不转弯抹

角之间。但 ～多用于形容说话、做事

方面 , 可受程度副词“最”、“很”等修

饰 ; “开门见山”多用于说话, 写文章

方面 , 常修饰“说”一类动词, 不能用

于做事方面。

直抒胸臆
【注音】zhíshūx iōnɡyì

【释义】抒 : 抒发。胸臆 : 心里, 引申为

心意。直率地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

【出处】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十回:

“杜公七律 , ⋯⋯能直抒胸臆 , 广酬事

物之变而无碍。”

【例句】这首诗 ～, 明白易懂。

直言不讳
【注音】zhíyán bùhuì

【释义】直 : 坦率。讳: 顾忌。说话坦

率 , 毫无顾忌。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齐策》: “闻

先生直言不讳。”

【例句】这里没有外人, 有话你就 ～地

说吧。

【近义】秉笔直书  心直口快

【反义】支吾其词  借题发挥

直捣黄龙
【注音】zhídǎo huánɡlónɡ

【释义】直接捣毁敌人的巢穴。捣: 捣

毁。黄龙 : 黄龙府, 金人腹地。现泛

指敌人腹地。

【出处】元·脱脱等《宋史·岳飞传》:

“飞大喜 , 语其下曰: ‘今番直抵黄龙

府 , 与诸君痛饮耳。’”

【例句】吴玉章诗: “～君莫解, 福星高

照古神州。”

【近义】身入虎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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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抒己见
【注音】zhíshūjǐjiàn

【释义】直 : 直爽。抒 : 抒发, 表达。坦

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

【出处】清·方苞《与李刚主书》: “倘鉴

愚诚 , 取平生的述訾�6朱子之语, 一

切稚芟 , 而直抒己见, 以共明孔子之

道。”

【例句】座谈会上 , 人们 ～, 讨论得十分

热烈。

【近义】直抒胸臆

【反义】转弯抹角

直言正论
【注音】zhíyán zhènɡlùn

【释义】正直公道的言论。

【出处】宋·邵伯温《闻见前录》: “王荆

公始用事 , 公以直言正论折之, 不能

胜。”

【例句】你可以 ～地指责我 , 没什么。

【近义】正言正谏

【反义】恶言恶语

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注音】zhǐjiǎn shùmù, bùjiàn sēn lín

【释义】只看见局部, 看不见整体。比

喻认识片面 , 或目光短浅。

【出处】胡考《两重奏》23 章 : “看问题

就带有偏见⋯⋯这叫做只见树木 , 不

见森林。”

【例句】做全局工作的同志尤其应当把

眼光放远大些 , 处理问题时不能 ～。

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注音】zhǐxǔzhōu ɡuān fànɡhuǒ, bù

xǔbǎi xìnɡdiǎn dēnɡ

【释义】州官: 古代一州的长官。比喻

反动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 , 而百姓的

正当活动却要受到无理限制。也指

胡作非为的人限制别人的正当权利。

【出处】茅盾《汉奸》: “只许州官放火 ,

不许百姓点灯。做汉奸卖国贼原是

大人先生们的专利品。”

【例句】你不是常去高级舞厅吗? 怎么

我去了一次你就大发脾气 , 你这不是

～吗?

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成针
【注音】zhǐyào ɡōnɡfu shēn, tiěchǔ

móchénɡzhēn

【释义】杵 : 舂米或捶衣用的棒槌。比

喻人只要有毅力, 肯下功夫, 再难的

事也能做成。

【出处】宋·祝穆《方舆胜览》第五十三

卷载 : 相传唐代诗人李白读书之时,

曾遇一老媪, 磨杵不辍, 问何为, 媪

答 : 欲磨成针。白受感动, 由此奋发

而终有大成就。

【例句】老师经常用 ～的故事, 教育我

们在学习上要取得成就 , 就要刻苦努

力 , 坚持不懈。

只争朝夕
【注音】zhǐzhēnɡzhāo xī

【释义】朝 : 早上。朝夕 : 一朝一夕, 指

很短的时间 , 抓紧所有的点滴时间。

·159·zhí- zhǐ直只



Z  

【出处】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

志》: “一万年太久 , 只争朝夕。”

【例句】每一个中国人都要用 ～的精

神 , 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反义】少壮不努力 , 老大徒伤悲

纸上谈兵
【注音】zhǐshànɡtán bīnɡ

【释义】兵 : 用兵 , 打仗。在纸面上谈用

兵的策略。比喻不根据实际 , 只凭书

本知识空发议论。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七十六

回 : “可见咱们天天是舍近求远 , 现有

这样的诗人在此, 却天天去纸上谈

兵。”

【例句】不致力于教育事业和人才的培

养 , 振兴科技就只能是 ～。

纸醉金迷
【注音】zhǐzùi jīn mí

【释义】比喻使人沉迷的繁华富丽的环

境。也形容奢侈豪华的享乐生活。

【出处】杨朔《樱花雨》: “在那五光十

色、纸醉金迷的纷乱生活中, 有些事

物给我的刺激特别深。”

【例句】他每天都浸泡在歌舞厅里, 过

着 ～的生活。

【近义】灯红酒绿  花天酒地

【反义】省吃俭用  艰苦朴素

指挥若定
【注音】zhǐhuīruòdìnɡ

【释义】若 : 如 , 像。定 : 定局。指挥调

度 , 就像已成定局。形容指挥沉着镇

定 , 极有把握 , 稳操胜算。

【出处】唐·杜甫《咏怀古迹》诗之五:

“伯仲之间见伊吕, 指挥若定失萧

曹。”

【例句】他运筹帷幄, ～, 颇有大将风

度。

【近义】用兵如神

【辨析】～和“如臂使指”都有从容指挥

的意思。但“如臂使指”没有明显的

表露“有胜利把握”的意思 ; 而 ～有这

种明显的意思。

指鹿为马
【注音】zhǐlùwéi mǎ

【释义】指着鹿, 说是马。比喻有意颠

倒黑白 , 混淆是非。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

纪》: “赵高欲为乱 , 恐群臣不听 , 乃先

设验 , 持鹿献于二世, 曰 : ‘马也。’二

世笑曰: ‘丞相误邪? 谓鹿为马。’问

左右 , 左右或默 , 或言马以阿顺 赵

高。”

【例句】老板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 不

惜 ～, 做伙计的 , 还有什么话好说。

【近义】颠倒黑白

【反义】循名责实

指顾之间
【注音】zhíɡùzhījiān

【释义】就像手一点、眼一看那么简单

快捷的事。亦作“指顾之际”。

【例句】这事情叫我做得要两天工夫,

但对他来讲只是 ～。

【近义】手到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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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不胜屈
【注音】zhíbúshènɡqū

【释义】扳着指头也数不过来( 不胜 : 不

能承受) 。形容数量很多。

【出处】明·沈德符《万万野获编》: “而

贫弱者或衣食不给 , 其小有才者至窜

入匪类 , 以辱先人 , 以余所见 , 指不胜

屈。”

【例句】现在的爱情小说真是 ～。

【近义】不计其数

【反义】屈指可数

指腹为婚
【注音】zhífùwéi hūn

【释义】双方家长将腹中胎儿结为婚

姻。

【出处】《魏书·王宝兴传》: “汝等将来

所生 , 皆我之自出 , 可指腹为亲。”

【例句】新中国法律规定, 不允许父母

包办婚姻 , 更别说 ～了。

【近义】青梅竹马

指日可下
【注音】zhírìkěx ià

【释义】指明日就可以攻下。

【出处】宋·辛弃疾《美芹十论》: “故臣

以为兵出沐阳 , 则山东指日可下。”

【例句】你们已陷入重围 , 若我军进攻,

那是 ～。

【近义】指日可待

【反义】遥遥无期

指天誓日
【注音】zhítiān s hìrì

【释义】指着苍天 , 对着太阳发誓。

【出处】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指

天日涕泣 , 誓生死不相背负, 其若可

信。”

【例句】他 ～地表示愿意与之同生死共

祸福。

【近义】指天为誓

【反义】背信弃义

指名道姓
【注音】zhǐmínɡdào xìnɡ

【释义】明确而直接地说出别人的姓

名。

【出处】《笑的武器》: 他的内部讽刺画 ,

虽不指名道姓 , 也有些同志总爱‘对

号入座’。”

【例句】他竟然在会上 ～地对别人进行

人身攻击 , 真是肆无忌惮。

指日可待
【注音】zhǐrìkědài

【释义】指日 : 可以指出一定的日期 , 即

为期不远; 待 : 期待。形容不久就可

以实现。

【出处】宋·曾肇《论内批直付有司》:

“推今日欲治之心 , 为之不已 , 太平之

功 , 指日可待。”

【例句】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

【反义】遥遥无期

指桑骂槐
【注音】zhǐsānɡmàhuái

【释义】表面上指着桑树, 其实在骂槐

树。比喻明明指着甲 , 而其实是在骂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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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六十

二回 : “他每日那边指桑树骂槐树 , 百

般称快。”

【例句】你以为他真是骂自己的女儿

么 , 其实是 ～, 让我听的。

【近义】旁敲侧击

【反义】直言不讳

指手画脚
【注音】zhǐshǒu huàjiǎo

【释义】说话时手脚做出各种动作。形

容说话时放肆得意的样子。也形容

站在一边发号施令、乱加指点的样

子。

【出处】明·冯梦龙《东周列国》七回:

“二将方在壁垒之上 , 指手画脚。”

【例句】他什么都不懂 , 还在这里 ～。

【近义】评头论足

指天画地
【注音】zhǐtiān huàdì

【释义】边说话边用手比划。形容说话

时毫无顾忌、言辞激烈的神态举止。

形容说话时举止放肆、目中无人的样

子。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侯

霸传》: “( 歆) 指天画地 , 言甚刚切 , 坐

免归田里。”

【例句】这泼妇 , ～, 骂个不休。

咫尺天涯
【注音】zhǐchǐtiān yá

【释义】咫 : 古代长度单位, 古代为八

寸 , 合现六寸二分二厘。天涯 : 天边。

比喻虽相距很近 , 但像远在天边, 很

难见面。

【出处】元代关汉卿《二十换头·题

情》: “马头咫尺天涯远, 易去难相

见。”

【例句】文革期间 , 爷爷被打成了“反动

学术权威”, 关进了牛棚 , 他和我们全

家 ～, 很难见面。

【近义】寸步千里

【反义】远在天边 , 近在眼前

趾高气扬
【注音】zhǐɡāo qìyánɡ

【释义】趾高: 走路时脚抬得很高。形

容骄傲自满 , 得意忘形。

【出处】《左传·桓公十三年》: “楚屈瑕

伐罗 , 斗伯比送之 , 还 , 谓其御曰 : ‘莫

敖 ( 屈瑕字 ) 必败, 举趾高, 心不固

矣。’”

【例句】他那种 ～的态度真让人受不

了。

【近义】神气活现

【反义】低三下四

至高无上
【注音】zhìɡāo wúshànɡ

【释义】至高: 最高。高到没有更高的

了。形容高于一切。

【出处】巴金《天鹅之歌》: “最后还引用

英国诗人布朗宁的话 , 说爱情是至高

无上的。”

【例句】他把艺术看得很神圣, 认为它

～。

【近义】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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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理名言
【注音】zhìlǐmínɡyán

【释义】至 : 最。名: 著名。最有道理、

最为精辟的话。形容很有价值的言

论。

【出处】清·李绿园《歧路灯》四十回:

“俗语云 : ‘揭债要忍 , 还债要狠’这两

句⋯⋯却是至理名言。”

【例句】 �天才出于勤奋”这是一句 ～。

【近义】金玉之言

【反义】不经之谈

至死不变
【注音】zhìsǐbùbiàn

【释义】至 : 到。到死都不改变。

【出处】《礼记·中庸》: “国无道, 至死

不变 , 强哉矫。”

【例句】江姐被捕后, 遭到敌人的威逼

利诱和严刑拷打 , 但她为革命奋斗终

身的意志 ～。

【反义】反复无常

至纤至悉
【注音】zhīxiān zhìxī

【释义】纤 : 细致。悉 : 全 , 详尽。极其

精细周详。

【出处】清代魏源《治篇》: “王道至纤至

悉。”

【例句】这篇文章 ～, 故事情节十分感

人。

志大才疏
【注音】zhìdàcái shū

【释义】疏 : 粗疏 , 浅薄。志向很大而才

能低下。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孔

融传》: “融负其高气 , 志在靖难 , 而才

疏意广 , 迄无成功。”

【典故】孔融 , 东汉末年鲁国人 , 孔子二

十世孙。他能诗善文 , 曾任北海相,

时称“孔北海”。

汉献帝时 , 曹操让孔融到朝廷担任

将作大匠 , 负责管理宫室、宗高及其

他土木营建程。后来 , 曹操又让他担

任少府 , 掌管御衣、宝货、珍膳等。

孔融在政治上极力鼓吹复古 , 对曹

操的许多政策持讽刺、反对态度。

建安十三年 ( 公年 208 年) , 东吴

孙权的使者来访。当着使者的面, 孔

融又讪谤了曹操。

在此情况下, 曹操忍无可忍, 盛怒

之下 , 下令将孔融杀了。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评论孔融

时 , 说他志大才疏 , 虽有志反对曹操 ,

拥戴献帝 , 安定汉朝天下, 但才能有

限 , 一事无成。

【例句】～的人 , 尤其应该到基层去 , 从

一点一滴的实际工作做起。

【近义】眼高手低

志士仁人
【注音】zhìshìrén rén

【释义】旧指有宏伟志向和高尚道德的

人。现指热爱祖国并立志为祖国的

繁荣富强献身的人。

【出处】茅盾《可爱的故乡》: “仅仅民国

以来的志士仁人、革命先烈就可以列

出长长的名单。”

【例句】在中国近代史上, ～曾经苦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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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近义】仁人君子  正人君子

【反义】豺狼虎豹  害群之马

志同道合
【注音】zhìtónɡdào hé

【释义】道 : 思想体系, 指信仰, 理想。

志向相同 , 理想一致。形容彼此志趣

一致。

【出处】《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

传》: “及其见举于汤武周文, 诚道合

志同。”

【例句】我们三人是 ～的朋友。

【近义】情投意合

【反义】貌合神离

志在四方
【注音】zhìzài sìfānɡ

【释义】四方 : 指天下。指有远大志向,

不死守于一地, 往往远行以建功立

业。

【例句】青年人 ～, 何必一定要留在大

城市才行呢?

治病救人
【注音】zhìbìnɡjiùrén

【释义】治好病人的疾病, 把他挽救过

来。比喻真心诚意地帮助人改正缺

点错误。

【出处】《早》: “( 鲁迅) 为治病救人 , 从

而救国 , 最初立志学医。”

【例句】对待犯错误的同志, 应当抱着

～的态度 , 而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

【近义】救死扶伤

【反义】见死不救  不教而诛

治国安民
【注音】zhìɡuóān mín

【释义】治 : 治理 ; 安 : 使安定。治理国

家 , 使人民安居乐业。

【出处】《汉书·食货志上》: “财者⋯⋯

治国安民之本也。”

【例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党中央

实行了一整套 ～的措施。

质疑问难
【注音】zhìyìwèn nán

【释义】质 : 询问。问难 : 反复质问、辩

论。

【出处】《汉书·陈遵传》: “时有好事者

从之质疑问事 , 论道经书而已。”

【例句】～, 是指围绕事物边读边提出

问题 , 并通过分析思考解决问题, 从

而加深对读物理解的一种阅读方法。

炙手可热
【注音】zhìshǒu kěrè

【释义】炙 : 烤 , 烧。手一挨近就感到

热。比喻权势大 , 气焰盛。

【出处】唐·杜甫《丽人行》: “炙手可热

势绝伦。”

【例句】这是个 ～的人物, 攀附他的人

不知有多少。

【近义】势倾天下

栉风沐雨
【注音】zhìfēnɡmùyǔ

【释义】栉 : 理头发。沐 : 洗头。以风理

发 , 以雨洗头。形容在外奔波, 不避

风雨 , 历尽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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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晋·陈寿《三国志·魏书·鲍

勋传》: “栉风沐雨 , 不以时隙哉?”

【例句】他为完成徒步环游世界的壮

举 , 五年中 ～, 饱尝困苦 , 终于如愿以

偿。

【近义】披星戴月

【反义】轻裘肥马

智勇双全
【注音】zhìyǒnɡshuānɡquán

【释义】智谋和勇敢两方面都齐备了。

指既有智慧 , 又很勇敢。

【出处】元·关汉卿《五侯宴》第三折:

“某文通三略 , 武解六韬, 智勇双全,

寸铁在手 , 万夫不当之勇。”

【例句】陈毅元帅是位 ～的军事家。

【反义】有勇无谋

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
【注音】zhìzhěqiān lǜ, bìyǒu yīshī

【释义】智 : 聪明, 有智慧。虑 : 思考 , 谋

划。聪明人多次考虑或谋划 , 总有一

次会失误。

【出处】《问说》: “智者千虑 , 必有一失。

圣人所不知 , 未必不为愚人之所知;

愚人之所能, 未必非圣人之所不能

也。”

【例句】再聪明的人, 也会出现错误 , 因

为 ～。

【近义】千虑一失

【反义】愚者千虑, 必有一得  千虑一

得

掷地有声
【注音】zhìdìyǒu shēnɡ

【释义】掷 : 投、扔。本来形容文辞优

美、声调铿锵的文章。后来形容才华

很高。也赞美话语坚定有力, 意义深

远。

【出处】《世说新语·文学》: “孙兴公

( 孙绰) 作《天台赋》成, 以示范荣期

云 : ‘卿试掷地 , 要作金石声。’”

【例句】他的辩论 ～, 令人信服。

置若罔闻
【注音】zhìruòwǎnɡwén

【释义】罔 : 不, 没有。放在一边, 好像

没有听到一样。

【出处】明·朱国祯《涌幢小品·阁臣

相构》: “当中书言时 , 沈宜厉声力折 ,

只因心中恼他, 置若罔闻。推其微

意 , 谓便做也得。”

【例句】党中央已三令五申, 严禁请客

送礼 , 可是有的单位仍然 ～, 我行我

素。

【近义】置之不理

置之不理
【注音】zhìzhībùlǐ

【释义】置 : 搁置, 放下。理 : 理睬。放

在一边 , 不加理睬。形容对某人某事

十分冷淡。

【出处】清·顾炎武《华阴王氏宗祠

记》: “人主之于民 , 赋敛之而已尔 , 役

使之而已尔, 凡所以为厚生正德之

事 , 一切置之不理 , 而听民之所 自

为。”

【例句】老师批评他, 他 ～。

【近义】不闻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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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之度外
【注音】zhìzhīdùwài

【释义】度 : 打算 , 考虑。把它放在考虑

之外。形容不放在心上。

【出处】清·曾朴《孽海花》二十七回:

“七十老翁 , 死生早置之度外 , 由他去

吧。”

【例句】战场上 , 他一心想着革命事业,

完全把自己的生死 ～了。

【近义】置之不顾

【反义】心心念念

置之脑后
【注音】zhìzhīnǎo hòu

【释义】置 : 搁置。放在一边不再想起。

形容极不重视。

【出处】清·李宝嘉《文明小史》六回:

“孔、黄二人自问无愧, 遂亦置之脑

后。”

【例句】不可耽于游玩而把正事 ～。

【近义】置之度外

【反义】耿耿于怀

置之死地而后生
【注音】zhìzhīsǐdìér hòu shēng

【释义】死地: 无法生存的境地。放在

不拼命作战就会死的境地 , 然后才能

奋勇战斗 , 取得胜利 , 求得生存。

【出处】《孙子·九地》: “投之亡地然后

存 , 陷之死地然后生。”

【例句】这家乡镇企业被逼上绝路, 重

打锣鼓另开张 , 也许会出现 ～的奇

迹。

zhonɡ

中流砥柱
【注音】zhōnɡliúdǐzhù

【释义】砥柱: 山名, 在河南三门峡东,

屹立于黄河激流中, 形状似柱, 所以

得名。后比喻坚强有力并能起支柱

作用的重要人物或集体。

【出处】《晏子春秋·内篇·谏下》: “吾

尝从君济于河, 鼋衔左骖, 以入砥柱

之中流。”

【例句】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全国人民进

行建设的 ～。

【近义】一柱擎天

【反义】害群之马

中庸之道
【注音】zhōnɡyōnɡzhīdào

【释义】中庸 : 不过头也无不及叫中 , 平

常或不变叫庸 , 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标

准。后来指待人处事采取不偏不倚、

折中调和的态度。

【出处】《论语·雍也》: “中庸之为德

也 , 其至矣乎。”

【例句】他的做事原则不离 ～, 所以无

大成就。

【近义】执两用中

【反义】畸轻畸重

中原逐鹿
【注音】zhōnɡyuán zhúlù

【释义】中原 : 古代指我国中部 , 跟边疆

相对而言 ; 逐 : 追逐; 鹿 : 比喻政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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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逐的对象。旧时比喻群雄并起 , 在

中原争夺天下。也说“逐鹿中原”。

【出处】《史记·淮阴侯列传》: “秦失其

鹿 , 天下共逐之, 高材疾足者先登

焉。”

【例句】当年 , 刘邦、项羽争夺天下 , ～,

战事频频 , 最后 , 刘邦扫灭群雄 , 终于

一统天下。

忠心耿耿
【注音】zhōnɡxīn ɡěnɡɡěnɡ

【释义】耿耿: 忠诚的样子。指非常忠

诚。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五十七

回 : “当日今尊伯伯为国捐躯 , 虽大事

未成 , 然忠心耿耿 , 自能名垂不朽。

【例句】这位老政治家, 对国家和人民

～, 所以最受人民爱戴。

【近义】赤胆忠心

【反义】二三其德

忠言逆耳
【注音】zhōnɡyán nìér

【释义】忠言: 诚恳劝告的话; 逆耳: 不

顺耳 , 听不进。诚恳劝告的话, 往往

让人听起来不舒服。

【出处】《孔子家语·六本》: “良药苦于

口而利于病 , 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

【例句】许多人懂得良药苦口 , ～, 但并

不是人人如此。

忠于职守
【注音】zhōng yúzhíshǒu

【释义】职守: 坚守工作岗位。形容忠

诚地对待本职工作 , 一丝不苟。

【例句】他 ～, 任劳任怨 , 人们对他很尊

敬。

【近义】克尽职守

【反义】玩忽职守  尸位素餐

忠贞不渝
【注音】zhōng zhēn bùyú

【释义】忠贞: 意志或操守坚定不移;

渝 : 改变 , 违背。指忠诚坚定, 永不改

变。

【例句】他对于为之奋斗的事业 ～, 从

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

【近义】忠贞不贰

【反义】朝秦暮楚

【辨析】～和“坚贞不渝”都含有“十分

坚定 , 永不改变”的意思。区别在于

“坚贞”和“忠贞”: 当强调“有节操”

时 , 宜用“坚贞不渝”; 当强调“忠诚”

时 , 宜用 ～。

终南捷径
【注音】zhōnɡnán jiéjìnɡ

【释义】终南 : 终南山 , 在今陕西省西安

市西南。捷径 : 抄近路。

【出处】元·卢挚《蟾宫曲·咸阳怀

古》: “见终南捷径休忙, 茅宇松窗。”

【典故】唐朝时候, 有一个名叫卢藏用

的读书人 , 非常聪明, 很擅长写诗作

赋。

他考上了进士后 , 心里非常高兴。

可是朝廷并不委任他做官 , 这使他十

分苦恼。怎样才能够引起朝廷的注

意封他个官当呢?

他冥思苦想, 想出个好主意。于

是 , 他来到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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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中隐藏起来。每日里修身养性,

想以此清高的美名博得朝廷的赏识。

不久 , 卢藏用真的被皇帝召去做

官了。他欢喜得心花怒放, 指着终南

山高兴地说 :

“此中欠有嘉处。”

这时 , 有位名叫司马承真的人, 不

愿意做官 , 正想回天台山隐居。卢藏

用望着终南山 , 见梵宇僧楼与苍松翠

柏高下相间 , 红的火红, 白的雪白 , 青

的靛青 , 绿的碧绿 , 劝司马承真道 :

“此乃隐居的好地方啊: 何必一定

要回天台山呢?”

司马承真听了卢藏用的话后, 明

白他话中的含义, 嘲弄地说:

“对于一心求官的人来说 , 这座终

南山倒真是做官的捷径哩! ”

卢藏用听了 , 羞得满面通红。

【例句】有些人把入党看作做官的终南

捷径 , 这种思想和共产主义是毫不相

干的。

终身大事
【注音】zhōnɡs hēn dàshì

【释义】终身: 一辈子。关系一生的大

事。多指男婚女嫁。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六十五

回 : “但终身大事, 一生至一死, 非同

儿戏⋯⋯必得我拣个素日可心如意

的人 , 才跟他。”

【例句】都 30 岁的人了 , 自己的 ～也该

考虑了吧。

【近义】秦晋之好

钟鸣鼎食
【注音】zhōnɡmínɡdǐnɡshí

【释义】钟 : 乐器。鼎 : 古代烹煮食物的

器具。击钟奏乐 , 列鼎而食。形容古

代富贵人家生活奢侈豪华的排场。

【出处】《红楼梦》二回 : “谁知这样钟鸣

鼎食的人家儿, 如今养的儿孙, 竟一

代不如一代了! ”

【例句】他一直过着 ～的生活。

【反义】箪食瓢饮  恶衣恶食

众寡悬殊
【注音】zhònɡɡuǎxuán shū

【释义】众 : 多 ; 寡 : 少 ; 悬殊 : 差别很大。

指双方人数相差很大。

【出处】《隋书·杨善会传》: “每恨众寡

悬殊 , 未能灭贼。”

【例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 ～的形势

下 , 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等战术,

终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众口难调
【注音】zhònɡkǒu nán tiáo

【释义】调 : 协调。吃饭的人多 , 饭菜很

难调配得适合每个人的口味。比喻

不容易将众人的意见协调一致。

【出处】明·许钟琳《封神演义》三十

三 : “臣非纵子不忠 , 奈众口难调。”

【例句】～, 能够让大多数人满意 , 就不

错了。

【辨析】“调”不可读作“diào”。

众寡不敌
【注音】zhònɡɡuǎbùdí

·069· zhōnɡ- zhònɡ 终钟众



 Z

【释义】人少敌不过人多。

【出处】《三国志·郭淮传》: “( 刘) 备

欲渡汉水来攻。诸将议众寡不敌 , 备

便乘胜 , 欲依水为阵以拒之。”

【例句】敌人人多 , 我们人少 , ～所以只

能智取 , 不宜硬拼。

【近义】众寡悬殊

【反义】势均力敌

众擎易举
【注音】zhònɡqínɡyìjǔ

【释义】擎 : 往上托举。比喻大家齐心

协力 , 就容易把事情办好。

【出处】明·张岱《募修岳鄂王祠墓

疏》: “盖众擎易举 , 独立难友。”

【例句】你不用担心, ～, 好消息马上就

会传来。

【近义】众志成城

【反义】寡不敌众

众口铄金, 积毁销骨
【注音】zhònɡkǒu shuòjīn, jīhuǐxiāo

ɡǔ

【释义】铄、销 : 熔化。金 : 金属。毁 , 毁

谤。众口一词 , 足以熔化金属; 积众

毁谤 , 足以把人毁灭。

【出处】《琐忆》: “中国有句成语, 叫

‘众口铄金 , 积毁销骨’, 一次一次的

造谣毁谤 , 也可以将真相埋没。”

【例句】妈妈给我讲了成语 ～的意思。

【近义】异口同声

【辨析】“铄”不可读作“lè”。

众口一词
【注音】zhònɡkǒu yīcí

【释义】众多的人所说的都一样。

【出处】宋·朱熹《朱文公文集·按唐

仲友第三状》: “虽其中曲折, 未必尽

如所陈 , 然万口一词, 此其中必有可

信者。”

【例句】这件事 ～, 我没有理由怀疑它。

【近义】异口同声

【反义】众说纷纭  七嘴八舌

众目睽睽
【注音】zhònɡmùkuìkuì

【释义】睽睽: 瞪大眼睛注视的样子。

众人都睁大眼睛注视着。

【出处】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

河》: “我于是有所顾忌了, 尤其是在

众目睽睽的时候。”

【例句】大厅里 , 同学们在 ～之下 , 从容

地参加书法比赛。

【近义】众目昭彰  光天化日  十目所

视

【辨析】～和“大庭广众”都可以表示有

许多人的场合。但有很大区别: “大

庭广众”指聚集了很多人的公开场

合 ; ～则指许多人的眼睛注视的场

合。

众怒难犯
【注音】zhònɡnùnán fàn

【释义】犯 : 触犯。众人的愤怒不可冒

犯。指多数人的意愿不能违背。

【出处】清·刘鹗《老残游记》一回 : “只

是众怒难犯 , 快快回去罢! ”

【例句】这两个人见 ～, 只得改口认输。

灰溜溜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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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目昭彰
【注音】zhònɡmùzhāo zhānɡ

【释义】昭彰: 明显。群众的眼睛看得

十分清楚。

【出处】明·凌闬初《初刻拍案惊奇》第

十五卷 : “在你家搜出人腿来 , 众目昭

彰。”

【例句】这事 ～, 你不必再强词夺理了。

【辨析】“昭”不可读作“shào”。

众叛亲离
【注音】zhònɡpàn qīn lí

【释义】叛 : 背叛。大多数人和亲戚都

背离了自己。形容处境极为孤立。

【出处】《左传·隐公四年》: “夫州吁阻

兵而安忍 , 阻兵无众 , 安忍无亲 , 众叛

亲离 , 难以济矣。”

【典故】周文王次子武王姬发, 是一位

深受人民爱戴的仁君。他继承了前

人光明磊落的德行 , 又加上他慈爱和

善的性情 , 使他特别关心百姓, 所以

百姓也拥护爱戴他。那时商纣王对

百姓特别残暴凶恶 , 百姓不堪忍受。

武王继位的第二天, 因痛恨纣王

的残暴 , 体恤百姓的痛苦, 为替百姓

除害 , 武王决定出兵伐商。

在出兵前 , 武王在盟津( 今河南孟

县南) 大会诸侯 , 检阅军容 , 举行伐商

演习 , 召开了轰轰烈烈的誓师大会。

为鼓动士气 , 武王在誓师大会上说:

“商纣王残暴凶恶 , 原手下有很多人,

可是他多年来 , 对内重刑厚敛, 对外

默武好战 ; 荒于酒色 , 滥施专制淫威;

而又刚愎自用 , 拒谏饰非, 打击宗室

重臣 , 残害忠良, 现在已陷入众叛亲

离之下 , 陷于孤立之境。而我们民心

所向 , 各部族联合起来 , 同心同德, 一

定能推翻暴虐的商纣王。”

果然, 在牧野 ( 今河南淇县南 ) 会

战中 , 商兵于阵前起义 , 倒戈反击, 纣

王被逼登上鹿台自焚。

周武王建立西周王朝。

【例句】董事会宣布黄经理停职, 公司

职员群起而攻之 , 甚至连他平时最亲

信的李秘书 , 也不例外, 黄经理真可

谓 ～了。

【近义】舟中敌国

【反义】众望所归

众人广坐
【注音】zhònɡrén ɡuǎnɡzuò

【释义】指人数众多的公开场合。

【出处】《信陵君窃符救赵》: “于众人广

坐之中 , 不宜有所过 ( 拜访) , 今公子

故过之。”

【例句】他竟然在这 ～的场合中随地吐

痰 , 真没修养。

【近义】大庭广众

众矢之的
【注音】zhònɡshǐzhīdì

【释义】矢 : 箭。的 : 箭靶的中心。很多

箭射击的靶子。比喻大家集中攻击

的对象。

【出处】鲁迅《朝花夕拾·琐记》: “那时

为全城所笑骂的是一个开得不久的

学校 , 叫作中西学堂, 汉文之外 , 又教

些洋文和算学。然而已经成为众矢

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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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你太倔了 , 平时得罪的人多 , 所

以成了 ～。

【辨析】“矢”不可读作“shī”, 也不可写

作“失”。

众说纷纭
【注音】zhònɡs huōfēn yún

【释义】纷纭 : 言论、事情等多而杂乱。

说法多而杂。

【出处】元·戴表元《剡源集》第二十

卷 : “然当纯公既没, 众说纷纭, 卒能

坚忍植立。”

【例句】对于 ～的科学问题, 应该采取

慎重态度。

【反义】众口一词

众所周知
【注音】zhònɡs uǒzhōu zhī

【释义】周 : 普遍 , 全。大家都知道。

【出处】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十六

·大学三》: “虽十目视十手指, 众所

共知之处 , 变自七颠八倒了, 更如何

地谨独。”

【例句】～,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

领土的一部分。

【近义】有目共睹

众望所归
【注音】zhònɡwànɡsuǒɡuī

【释义】望 : 期望。归 : 归附。大家所一

致期望的。形容得到大家的信任和

敬仰。

【出处】宋·陈亮《复陆伯寿》: “舍试揭

榜 , 伏承遂释褐于崇化堂前, 众望所

归 , 此先增重 , 凡在友朋之列者 , 意气

为之光鲜。”

【例句】张老选为人大代表 , 是 ～。

【近义】人心所向

【反义】众叛亲离

众志成城
【注音】zhònɡzhìchénɡchénɡ

【释义】万众一心 , 力量就坚固如长城。

比喻大家团结一致 , 力量无比强大。

【出处】《国语·周语下》: “众心成城 ,

众口铄金。”

【典故】春秋时 , 周景王收集民间的铜 ,

用二十四年的时间铸了口大钟。乐

工告诉他钟声很和谐 , 他便对乐官州

鸩夸耀。州鸩说 : “天子铸造器物 , 百

姓很高兴 , 那才叫和谐; 如今铸这口

钟 , 劳民伤财 , 百姓无不怨恨, 我不知

算什么和谐。我们做事 , 凡是大家拥

护 , 没有不成功的 ; 凡是大家反对的 ,

没有不失败的。俗语说: 万众一心,

就像坚固的城墙; 众人的舆论, 可以

熔化金石般坚硬的东西。你办事不

得人心 , 终究会失败的。”

【例句】只要我们一心一德 , ～, 便可以

达到预定目的。

【近义】众擎易举

【反义】各行其是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注音】zhònɡɡuādéɡuā, zhònɡdòu

dédòu

【释义】意思是种什么就收什么。比喻

事物因果相应, 造了什么因, 就有什

么果。

【出处】《涅般经》: “种瓜得瓜, 种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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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

【例句】他辛勤耕作, 秋天取得了好成

绩 , 真是 ～。

【反义】劳而无获

重于泰山, 轻于鸿毛
【注音】zhònɡ yú tài s hān, qīnɡ yú

hónɡmáo

【释义】于 : 比。泰山: 我国著名高山,

在山东省。鸿 : 鸿雁。比泰山还重,

比鸿毛还轻。比喻意义或价值的大

小形成鲜明的对比。

【出处】《为人民服务》: “中国古代时候

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 ‘人

固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 或轻于鸿

毛。’”

【例句】死有 ～, 有识之士 , 应该死得其

所。

【辨析】“重”不可读作“chónɡ”。

zhou

周而复始
【注音】zhōu ér fùshǐ

【释义】周 : 环绕一圈。复: 又 , 再。循

环往复 , 一圈一圈地继续运转。

【出处】《管子·弟子职》: “先生既息,

各就其友 , 相切相蹉 , 各长其仪 , 周则

复始 , 是谓弟子之记。”

【例句】气候的春夏秋冬, 植物的生长

枯荣 , ～, 年年如此。

【近义】循环往复  生生不已

粥少僧多
【注音】zhōu shǎo sēng duō

【释义】准备的粥少, 化斋的和尚多。

比喻东西不够分配或供不应求。

【例句】现在的职称评定, 在高校出现

了 ～局面。

【近义】供不应求

【反义】供过于求

昼夜兼行
【注音】zhòu yèjiān xíng

【释义】兼 : 加倍。白天黑夜不停地行

走。形容急速地赶路。

【出处】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唐

书·末帝纪上》: “明宗将前军, 帝率

劲骑以从 , 昼夜兼行 , 率先下汴城。”

【例句】长岭一战失利, 华正云收集败

残人马 , ～。亦作“昼夜兼程”。

zhu

诛求无已
【注音】zhūqiúwúyǐ

【释义】诛 : 责求。诛求 : 指勒索。已 :

止。勒索敲诈 , 没完没了。

【出处】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

和财政问题》: “另外的错误观点, 就

是不顾人民的困难 , 只顾政府和军队

的需要 , 竭泽而渔 , 诛求无已。”

【例句】在旧社会, 统治阶级对劳苦大

众 ～, 因而引起人民的激烈反抗。

【近义】诛求无厌  贪得无厌

【反义】一介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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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光宝气
【注音】zhūɡuānɡbǎo qì

【释义】珠 : 珍珠。宝 : 宝石。形容服饰

华丽 , 像珍珠宝石一样闪闪发光。

【出处】鲁迅·《淮风月谈·难得糊

涂》: “那大概像古墓里的贵妇人似

的 , 满身都是珠光宝气了。”

【例句】在国庆节招待外交使节团的宴

会上 , 各国大使夫人个个 ～, 光彩耀

目。

【近义】珠围翠绕

【反义】衣衫褴褛

珠联璧合
【注音】zhūlián bìhé

【释义】珠 : 珍珠。璧 : 美玉。珍珠联成

串 , 美玉合在一起。比喻人才或美好

的事物聚集在一起。

【出处】北周·庾信《周�#州刺史广饶

公宇文公神道碑》: “发源篡胄, 叶派

枝分 , 开国承家 , 珠联璧合。”

【例句】新郎是世家子弟, 新娘是名门

闺秀 , 他们结为秦晋 , 真可说是 ～。

【近义】门当户对  郎才女貌

【反义】狗尾续貂

【辨析】～和“群英荟萃”都可指“杰出

的人才”聚集在一起。但“群英荟萃”

只可指人 , 不可用于物; ～即可指人,

又可指物。

诸如此类
【注音】zhūrúcǐlèi

【释义】诸 : 凡 , 众多。许多像这一类

的。

【出处】晋代葛洪《抱朴子·辨问》: “诸

如此类 , 不可具( 俱) 举。”

【例句】～的事 , 报纸电视台已报道不

少 , 不必大惊小怪。

诸子百家
【注音】zhūzǐbǎi jiā

【释义】诸、百: 形容众多。子: 古代有

学问的男人的美称 , 如孔子、老子、荀

子等。家 : 学术流派, 如儒家、道家、

法家等。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流派及

其代表人物的总称。

【出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廷尉

乃言贾生年少 , 颇通诸子百家之书。”

【例句】爷爷最爱读 ～的散文。

铢积寸累
【注音】zhūjīcùn lěi

【释义】铢 : 古代重量单位 , 一两的二十

四分之一。一铢一两地积累。形容

成功来之不易。

【出处】宋代苏轼《裙靴铭》: “寒女之

丝 , 铢积寸累。”

【例句】这些丰富的经验, 都是他在长

期工作中 ～, 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近义】日积月累

蛛丝马迹
【注音】zhūsīmǎjì

【释义】蜘蛛的细丝, 马的足迹。比喻

隐约可寻的线索和痕迹。

【出处】清·王家贲《别雅·序》“此书

则又大开通同转假之门, 泛滥浩博,

几疑天下无字不可通用 , 而实则蛛丝

马迹 , 原原本本 , 具在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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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警探凭凶案的 ～, 三天之内便

把凶手逮捕了。

【近义】雪泥鸿爪

【反义】无影无踪

煮豆燃萁
【注音】zhǔdòu rán qí

【释义】燃 : 烧。萁: 豆秸。锅中煮豆

粒 , 锅底烧豆秸。比喻骨肉相残。

【出处】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

曹植七步诗 : “煮豆持作羹 , 漉菽以为

汁。萁在釜下燃 , 豆在釜中泣。本是

同根生 , 相煎何太急! ”

【例句】马家为富不仁, 老父死后几个

儿子便 ～, 互相残害 , 争夺家产。

【近义】自相残杀

【反义】伯歌季舞

煮鹤焚琴
【注音】zhǔhèfén qín

【释义】把白鹤煮了吃 , 把琴当柴火烧。

比喻糟蹋美好的事物。

【出处】《水浒全传》三十八回 : “正所谓

怜香惜玉无情绪, 煮鹤焚琴惹是非。”

【例句】你这样做无疑是 ～, 得不到好

结果的。

助桀为虐
【注音】zhùjiéwéi nüè

【释义】杰 : 夏代的最后一个统治者 , 相

传是个暴君 ; 虐 : 残暴。协助桀干暴

虐的事。比喻帮助恶人干坏事。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留侯世

家》: “今始入秦 , 即安其乐 , 此所谓助

桀为虐。”亦作“助纣为虐”。

【例句】一小撮民族败类 ～, 帮助日本

侵略军残害抗日军民。

【近义】为虎作伥

【反义】除暴安良

助人为乐
【注音】zhùrén wéi lè

【释义】把帮助别人当成自己的快乐。

【例句】我们应该树立 ～的道德风尚。

助纣为虐
【注音】zhùzhòu wéi nüè

【释义】纣 : 商朝最后一个君主, 暴君。

虐 : 残暴。比喻帮助坏人干坏事。

【出处】唐·房玄龄等《晋书·武帝纪

论》: “昔武王伐纣 , 归倾宫之女 , 不可

助纣为虐。”

【例句】那些在“四人帮”横行时期 ～的

人 , 都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近义】为虎作伥

【反义】除暴安良

著书立说
【注音】zhùshūlìshuō

【释义】著书: 写书。立说 : 创立学说。

泛指为阐说自己的主张而从事著述。

【出处】唐·陈黯《言风》: “扬雄亦慕仲

尼之教者 , 以著书立言为事, 得自易

哉! ”

【例句】这些年 , 他摒绝一切交际应酬 ,

把全部精力都放在 ～上了。

【近义】名山世业

铸成大错
【注音】zhùchénɡdàcu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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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铸 : 把熔炼后的金属倒在模型

里制成器物。错 : 本为锉刀, 这里借

指错误。指造成了重大错误。

【出处】姚雪垠《李自成》卷一·十五

章 : “倘若我晚回一步, 岂不铸成大

错! ”

【典故】朱温本是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将

领 , 因作战失败 , 在左右的劝说下 , 投

降了唐朝 , 被赐名朱全忠。

后来 , 朱全忠在朝廷做节度使的

官。他的势力越来越大 , 曾领兵打败

了许多大将 , 占了不少地盘, 后来又

阴谋杀了唐昭宗 , 建立了后梁, 做了

皇帝。

当初 , 朱全忠的全家住在魏州的

罗绍威家 , 想借他的力量除掉魏州的

田承嗣。田承嗣招募了五千骁勇善

战的士兵 , 组成一支军队, 镇守着魏

州。这时正巧赶上罗绍威的儿子病

故 , 朱全忠借这个为名, 将兵士乔装

成家人 , 提囊挑担, 混入魏州。罗绍

威先派人偷偷地把魏州的武器破坏

了 , 结果魏州被偷袭, 城内八千户百

姓被杀得一个不剩。

朱全忠带兵进入魏州后, 住了半

年。罗绍威给他们牛羊七十万只 , 粮

食更是不计其数 , 又送给朱全忠金银

百万 , 结果将自己的积蓄挥霍一空。

罗绍威虽然赶跑了敌手, 占了魏州,

可是自己的兵力却日渐衰弱了。他

因此非常后悔 , 见人就说 :

“我做错了 , 就是把六州四十三县

的铁全聚在一起 , 也铸不成这么大的

错呀! ”

【例句】他因粗心大意 ～, 至今痛悔不

已。

筑室道谋
【注音】zhùshìdào móu

【释义】筑 : 盖房子。道谋 : 同过路的人

商量。比喻办事毫无主见而逢人就

问 , 结果人多口杂 , 办不成事。

【出处】梁启超《币制条议》: “其事全泯

灭于若有若无之间 , 岂筑室道谋是用

不溃于成耶?”

【例句】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是对的,

但 ～, 没有自己的主见, 也是办不好

事情的。

zhuɑ

抓耳挠腮
【注音】zhuāěr náo sāi

【释义】抓抓耳朵, 挠挠腮帮。形容心

思浮躁、焦急忙乱或苦闷生气的样

子。形容高兴喜悦的样子。

【出处】清·李绿园《歧路灯》七十四

回 : “我心中这个焦法, 抓耳挠腮, 也

不敢对你妗子说。”

【例句】这道题急得他 ～。

【反义】怡然自得

【辨析】“挠”不可读作“ráo”。

zhuɑn

专横跋扈
【注音】zhuān hènɡbáhù

【释义】专横: 专断蛮横 ; 跋扈 : 霸道 , 蛮

·769·zhù- zhuān筑抓专



Z  

不讲理。形容专断蛮横 , 任意妄为。

【出处】《后汉书·梁冀传》: “帝少而聪

慧 , 知冀骄横 , 尝朝郡臣 , 目冀曰 : ‘此

跋扈将军也。’”

【例句】领导者 ～, 就得不到群众的信

任和支持。

【反义】谦虚谨慎

专心致志
【注音】zhuān xīn zhìzhì

【释义】致 : 极 , 尽。指专心专意。

【出处】《孟子·告子上》: “今夫弈之为

数 , 小数也; 不得专心致志, 则不得

也。”

【典故】从前, 有一个下棋名手叫秋。

他的棋艺非常高。

有一年 , 有两个学生一起跟秋学

下棋。秋每天同时教两个人下棋。

其中有一个学生每次都非常专心地

跟老师学习 , 头不抬, 眼不歪。这样

他跟秋学习了一年, 棋艺有很大进

步 , 后来成为名手。

而另一个学生却相反, 他觉得下

棋没什么难的 , 所以每次老师讲解的

时候 , 他总是东瞧西望, 有时人坐在

那 , 眼睛也看着棋盘 , 可心里却想着,

能美餐一顿天鹅肉该多好! 有一次

老师在讲解一盘棋 , 突然问他说 : “该

吃掉什么啦?”他若有所思地回答说:

“该吃天鹅蛋 , 不 , 吃天鹅翅。”气得秋

哭笑不得。同是一个老师教 , 可他却

始终没有学到什么本事。

【例句】只要 ～, 勤学苦练 , 就一定能学

好英语。

【近义】一心无二  全神贯注

【反义】心不在焉  心猿意马

转祸为福
【注音】zhuǎn huòwéi fú

【释义】转 : 扭转 , 转变。遇到灾祸, 又

转变为幸福。后多用以形容坏事变

成好事的情况。

【出处】《战国策·燕策一》: “所谓转祸

为福 , 因败成功者也。”

【例句】他虽然没赶上那趟车 , 却 ～, 躲

过了一场车祸。

【近义】因祸得福  遇难成祥

转瞬之间
【注音】zhuǎn shùn zhījiān

【释义】瞬 : 转眼, 一眨眼。一转眼的时

间。形容极短的时间。

【例句】那辆汽车开得很快 , ～, 就不见

踪影了。

【近义】弹指之间

【反义】年深日久

转弯抹角
【注音】zhuǎn wān mòjiǎo

【释义】指走弯路拐转角。形容道路曲

折或走曲折的道路。也比喻说话不

直截了当。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二十三

回 : “磕磕撞撞 , 转弯抹角, 又走了半

会 , 才是内堂房屋。”

【例句】有话直说 , 别这么 ～地绕圈子。

【近义】迂回曲折

【反义】直截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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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危为安
【注音】zhuǎwēi wéi ān

【释义】指局势、病情等由危急转为平

安。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书录》: “转

危为安 , 运亡为存 , 亦可喜 , 亦可观。”

【例句】飞机失事损失惨重, 幸存者经

医生们的极力抢救 , 现已 ～了。

【近义】化险为夷

【反义】危机四伏

转败为胜
【注音】zhuǎn bài wéi shènɡ

【释义】由失败转为胜利。

【例句】在这场篮球比赛中, 我班最初

连连失利 , 后来改变了战术, 调整了

攻守力量 , 终于 ～。

转战千里
【注音】zhuǎn zhàn qiān lǐ

【释义】指长途辗转作战 , 经历路程远,

地方多 , 时间长。

【出处】南朝( 宋) 范晔《后汉书·吴汉

传》: “吾共诸君逾越险阻, 转战千

里。”

【例句】英勇的解放军 ～, 英勇杀敌 , 立

下了汗马功劳。

【近义】南征北战

zhuɑnɡ

装疯卖傻
【注音】zhuānɡfēnɡmài shǎ

【释义】故意装作疯疯癫癫、傻里傻气

的样子。

【例句】他 ～, 瞒过敌人耳目 , 在敌人不

注意时 , 巧妙地逃出了魔掌。

【近义】装聋作哑

【反义】正正经经

装聋作哑
【注音】zhuānɡlónɡzuòyǎ

【释义】假装耳聋口哑。形容故意不理

睬 , 装作不知或不懂。或故意置身事

外。

【出处】元·马致远《青衫泪》第四折:

“可怎生装聋作哑?”

【例句】对于社会的不良风气 , 不能 ～,

不闻不问。

装模作样
【注音】zhuānɡmúzuòyànɡ

【释义】模、样 : 姿态。装出了不起或不

同寻常的样子。

【出处】宋·史浩《荆钗记传奇》: “装模

作样 , 恼吾气满胸膛。”

【例句】她哭得很伤心, 但总使人疑心

她有些 ～。

【近义】装腔作势

装腔作势
【注音】zhuānɡqiānɡzuòshì

【释义】腔 : 腔调。势 : 姿式。故意拿腔

拿调 , 做出某种姿态以引人注意。形

容故意做作。

【出处】元·无名氏《杀狗劝夫》四折:

“教那厮越桩( 装) , 越作势。”

【例句】他讲演时总有些 ～, 不太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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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装模作样

装神弄鬼
【注音】zhuāng s hén nòng guǐ

【释义】原指巫师降神的骗人法术。后

指故弄玄虚用来欺骗人或故意捣鬼。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三十七

回 : “你们别和我装神弄鬼的 , 什么事

我不知道。”

【例句】你一天到晚 ～的, 到底想干什

么? 亦作“装神扮鬼”。

【近义】故弄玄虚

壮心不已
【注音】zhuàng xīn bùyǐ

【释义】壮心: 壮志, 宏伟或远大的志

向 ; 已 : 束 , 停止。指远大而宏伟的志

向不会衰退。

【出处】三国 ( 魏) 曹操《步出夏门行》:

“烈士暮年 , 壮心不已。”

【例句】虽是个老科员 , 可他却一直 ～,

希望自己能大展拳脚。

【近义】雄心勃勃

【反义】胸无大志

壮志凌云
【注音】zhuànɡzhìlínɡyún

【释义】凌 : 升高。凌云 : 直上云霄。志

向非常宏伟远大。

【出处】《理想的阶梯》: “以超越一切古

人的壮志凌云, 用刻苦勤奋的汗水,

去浇开灿烂的理想之花。”

【例句】我们要发扬先辈们 ～的开拓精

神 , 建设好祖国。

【近义】凌云之志  雄心壮志

【反义】胸无大志

壮志未酬
【注音】zhuànɡzhìwèi chóu

【释义】酬 : 实现。远大的志向没有实

现。

【出处】唐代李频《春日思归》诗 : “壮志

未酬三尺剑 , 故乡空隔万重山。”

【例句】岳飞 ～, 就被人陷害了。

【辨析】“未”不可写作“末”。

zhui

追亡逐北
【注音】zhuīwánɡzhúběi

【释义】亡 : 逃跑。北 : 打败仗。追击败

逃的敌人。

【出处】《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有余

力而制其敝 , 追亡逐北 , 伏尸百万, 流

血漂卤。”

【例句】我军在解放东三省之后, 一路

～, 直捣蒋家王朝的老巢。

zhun

谆谆不倦
【注音】zhūn zhūn bùjuàn

【释义】谆谆 : 反复告诫 , 再三叮咛的样

子。耐心恳切地教导而不知疲倦。

【出处】宋·程颐《明道先生行状》: “先

生从容告语 , 谆谆不倦。”

【例句】现在回想起来, 我真是辜负了

父亲平日里对我 ～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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谆谆告诫
【注音】zhūn zhūn gào jiè

【释义】谆谆: 诚恳耐心的样子; 诫: 规

劝。指诚恳耐心地规劝。

【出处】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六 : “临

遗之际 , 谆谆告诫 , 务要安民。”

【例句】老师的 ～, 一直印在我的脑海。

【近义】谆谆教导

谆谆教导
【注音】zhūn zhūn jiào dǎo

【释义】耐心恳切地教训、劝导。

【例句】老师的 ～, 使我们懂得了怎样

做人。

【近义】谆谆告诫

zhuo

拙手笨脚
【注音】zhuōs hǒu bèn jiǎo

【释义】拙 : 笨。形容手脚笨拙 , 办事不

灵巧。

【出处】《花市》: “拙手笨脚没人要, 就

把你嫁到严村吃萝卜去! ”

【例句】老板嫌他 ～, 所以就辞退了。

卓有成效
【注音】zhuōyǒu chénɡxiào

【释义】卓 : 卓越, 突出。有优异的成

绩、效果。

【出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斗争

是他的生命要素。而他进行斗争的

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 是极少见

的。”

【例句】张老师刻苦钻研 , 教学工作 ～。

【近义】不同凡响  绝伦逸群  超尘出

俗 超群出众  人才出众

捉襟见肘
【注音】zhuōjīn jiàn zhǒu

【释义】捉 : 拉。襟: 衣襟 , 即衣服胸前

的部分。手去整理衣襟 , 却露出了胳

膊肘。形容衣服褴褛 , 生活贫困。也

比喻困难很多, 顾此失彼, 应付不过

来。

【出处】《庄子·让王》: “曾子居卫, 十

年不制衣 , 正冠而缨绝 , 捉衿而 肘

见。”孔子的弟子曾参居住在卫国 , 十

年没添置过衣服。有一次他要把帽

子戴正 , 帽带便挣断了。他整理一下

衣襟 , 就露出了胳膊肘 ; 他提起鞋子 ,

脚后跟又露出来了。可是他毫不在

乎这些 , 朗读起《诗经》来 , 声音如钟、

磬般洪亮。

【例句】公司已处于 ～的窘迫境地, 看

来已距倒闭不远了。

【近义】左支右绌

【反义】绰绰有余

捉摸不定
【注音】zhuōmōbùdìng

【释义】不能确切地揣测、猜测。形容

变化无常 , 无法猜测预料。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二回 : “却

说朱武、杨春两个正在寨里猜疑, 捉

摸不定。”

【例句】他到底会不会受处分 , ～。

【近义】捉摸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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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贼要赃
【注音】zhuōzéi yào zāng

【释义】抓盗贼, 必须看到赃物。指必

须要有真凭实据。

【出处】宋·胡太初《昼帘绪论·治

狱》: “谚 曰 : ‘捉 贼 捉 赃 , 捉 奸 捉

双。’”

【例句】～, 这是处理刑事案件中盗窃

案的重要一点。亦作“捉贼捉赃”。

【近义】捉奸要双

擢发难数
【注音】zhuófànán shǔ

【释义】擢 : 拨。拨下头发来数很难数

清。形容罪恶极多。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范雎蔡泽

列传》: “擢贾 ( 须贾) 之发 , 以赎贾之

罪 , 尚不足。”

【例句】这个恶霸横行乡里 , 欺压百姓,

犯下的罪行真是 ～。

【近义】罄竹难书

zi

孜孜不倦
【注音】zīzībùjuàn

【释义】孜孜: 努力不懈的样子。勤奋

努力 , 不知疲倦。

【出处】《尚书·君陈》: “惟日孜孜, 无

敢逸豫。”

【例句】小田 ～地学习和实践, 现在成

为业务骨干了。

【辨析】～和“学而不厌”相比 : ～侧重

于勤奋而努力地学习 ; 而“学而不厌”

侧重于不知疲倦。

孜孜以求
【注音】zīzīyǐqiú

【释义】坚持不懈地、不停地努力追求。

【例句】他对科学知识 ～, 废寝忘食。

【近义】孜孜不倦

【反义】一暴十寒

龇牙咧嘴
【注音】zīyáliězuǐ

【释义】龇 : 露着; 咧 : 嘴向两边伸展。

露齿张口。形容因痛苦、惊恐而失态

或凶狠的样子。

【例句】他不慎跌了一跤, 扭伤了脚踝

骨 , 疼得 ～。

资深望重
【注音】zīshēng wàng zhòng

【释义】资格老 , 声望高。

【例句】他是一位 ～的老干部。

【近义】德高望重

趑趄不进
【注音】zījūbùjìn

【释义】趑趄: 迟疑不前的样子。形容

徘徊不敢前进。

【出处】唐·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

“足将进而趑趄 , 口将言而��。”

【例句】我们要勇于克服前进道路上的

种种艰难险阻 , 不能畏首畏尾 , ～。

【反义】勇往直前  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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锱铢必较
【注音】zīzhūbìjiào

【释义】锱、铢 : 都是古代很小的重量单

位。形容吝啬刻薄 , 连很少的钱或极

小的事都要计较。

【出处】鲁迅《厦门通信》3: “这里对于

教员的薪水 , 有时是锱铢必较的, 离

开学校十来天也想扣。”

【例句】他为人 ～, 小气至极。

【近义】斤斤计较  寸量铢称

子曰诗云
【注音】zǐyuēshīyún

【释义】子 : 指孔子。曰、云 : 说。诗 : 指

《诗经》。指“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

经典 , 这些书中常有“子曰”、“诗云”

的字眼。

【出处】《一件小事》: “几年来的文治武

力 , 在我早如幼小时候读过的‘子曰

诗云’一般 , 背不上半句了。”

【例句】老李读过几年 ～, 说起话来“之

乎者也”, 咬文嚼字的。

子虚乌有
【注音】zǐxūwūyǒu

【释义】子虚 : 虚妄的, 并非实有 ; 乌有:

哪里有。指虚构的、不存在的事情。

【出处】汉·班固《汉书·叙传下》: “文

艳用寡 , 子虚乌有。”

【例句】这部小说中的人物事件绝非

～, 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加工。

【近义】捕风捉影

【反义】千真万确

紫气东来
【注音】zǐqìdōng lái

【释义】紫气: 祥瑞之气。比喻吉祥的

征兆。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

子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刘向《列仙

传》: “老子西游, 关令尹喜望见有紫

气浮关 , 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

【例句】几十年来 , 他经历了很多不幸 ,

如今才一朝运转 , ～。

字里行间
【注音】zìlǐhánɡjiānɡ

【释义】文章的字句与行款中间。指对

其中蕴藏着思想感情而言。

【出处】南朝梁代简文帝《答新渝侯和

诗书》“风云吐于行间, 珠玉生于字

里。”

【例句】 �一件珍贵的衬衫》对周总理的

赞美之情 , 洋溢于 ～。

字斟句酌
【注音】zìzhēn jùzhuó

【释义】斟、酌: 考虑, 推敲。对每一字

每一句都认真推敲、琢磨。形容写

作、说话态度慎重 , 措辞严谨, 阅读理

解深入细致。

【出处】《简笔与繁笔》: “这提炼的功

夫 , 又并不全在下笔时的字斟句酌。”

【例句】不少同学写作文已经养成了 ～

的良好习惯。

自暴自弃
【注音】zìbào zìq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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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暴 : 损害, 糟蹋。弃 : 鄙弃。自

己糟蹋自己, 自己看不起自己。形容

一种自卑自贱、自甘落后的心理。

【出处】《孟子·离娄上》: “言非礼义,

谓之自暴也 ; 吾身不能居仁由义, 谓

之自弃也。”

【例句】你不能因为受了这一点处分,

就 ～、不求上进啊。

【近义】妄自菲薄

【反义】自强不息

自不待言
【注音】zìbùdài yán

【释义】自 : 自然, 当然。待 : 需要。言:

说。当然不需要说出来。表示毫无

疑问。

【出处】《一幅恬淡明丽的春之图》: “她

透露出的恬静安逸的美是自不待言

的。”

【例句】～, 他的意图非常的明显。

自不量力
【注音】zìbùliànɡlì

【释义】自己不能正确衡量自己的能

力。形容没有自知之明 , 过高估计自

己的力量。

【例句】小明说这话有些 ～。

自惭形秽
【注音】zìcán xínɡhuì

【释义】惭 : 羞愧。秽 : 肮脏。自己为自

己形象不体面而感到羞愧。形容因

为自觉不如别人或有缺点而感到惭

愧。

【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容止》: “珠玉在侧 , 觉我形秽。”

【例句】你不可因为知识贫乏而 ～。

【近义】妄自菲薄

【反义】自高自大

自出机杼
【注音】zìchūjīzhù

【释义】机杼 : 织布机和机梭 , 比喻诗文

的组织、构思。多指诗文不陷于陈旧

的模式 , 有自己的新意。

【出处】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宗派

图》: “余窃谓豫章自出机杼, 别成一

家。”

【例句】王导演 , 你这场戏的设计 , 真是

～, 不同凡响啊!

【近义】别出心裁

【反义】人云亦云  亦步亦趋

自成一家
【注音】zìcénɡyījiā

【释义】在某种学术、艺术或技术上有

独创的见解或独特的做法 , 形成自己

的体系和风格。

【出处】唐·刘知几《史通·载言》: “又

诗人之什 , 自成一家, 故风雅比兴, 非

三传所取。”

【例句】鲁迅的杂文 , 不但 ～, 而且足以

千秋不朽。

自吹自擂
【注音】zìchuīzìléi

【释义】擂 : 击。自己吹喇叭, 自己击

鼓。比喻自我吹嘘。

【出处】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五·

论‘文人相轻’———明术》: “除‘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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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之外 , 自吹自擂是究竟不很雅观

的。”

【例句】一个人的威信绝不是靠 ～建立

起来的。

【近义】大吹大擂

【反义】深藏若虚

自得其乐
【注音】zìdéqílè

【释义】自己感受到其中的乐趣。形容

一种自在得意的心态。

【例句】李爷爷一个人在那里拉琴 , ～。

自告奋勇
【注音】zìɡào fèn yǒnɡ

【释义】告 : 报告 , 表明。敢于表明自己

的勇气。形容主动要求承担某项艰

苦任务。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四十

回 : “就因着自告奋勇求个恩典 , 说奴

才情愿巴结这个缺。”

【例句】一个小孩落水了, 一青年 ～跃

入河中 , 把那孩子救了起来。

【近义】挺身而出

【反义】畏缩不前

自高自大
【注音】zìɡāo zìdà

【释义】把自己看得又高又大。形容自

以为了不起 , 看不起他人。

【出处】《颜氏家训·勉学》: “见人读数

十卷书 , 便自高大 , 凌忽长者 , 轻慢同

列。”

【例句】人要是 ～, 瞧不起别人 , 就不能

进步。

【反义】妄自菲薄

自顾不暇
【注音】zìɡùbùxiá

【释义】暇 : 空闲。不暇 : 没有时间, 忙

不过来。自己照顾自己都来不及。

【出处】清·钱彩《说岳全传》六回 : “我

们自顾不暇 , 那里还照应得你等。”

【例句】我现在已是 ～, 哪里救得了你

们。

【近义】自身难保

自给自足
【注音】zìjǐzìzú

【释义】给 : 供应。依靠自己生产满足

自己的需要。

【出处】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

党》: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

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

品 , 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

业品。”

【例句】～和自然经济不能促进生产的

飞跃发展。

自力更生
【注音】zìlìɡēnɡshēnɡ

【释义】更生: 新生。依靠自己的力量

获得新生。形容不依赖外援而靠自

己把事情办好。

【出处】茅盾《风雪华家岭》: “首先是旅

客都下车 , 开上‘头挡排’企图自力更

生。”

【例句】依靠别人总不是办法, 要想国

富民强 , 唯一的办法就是 ～。

【近义】自食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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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仰人鼻息

自鸣得意
【注音】zìmínɡdéyì

【释义】鸣 : 表示。自己表扬自己 , 显得

十分称心如意。形容洋洋得意的骄

傲神气。

【出处】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近有文侩 , 勾结小报 , 竟也作文奚落

先生以自鸣得意。”

【例句】老师表扬了他 , 他就在那里 ～。

【近义】沾沾自喜  扬扬得意

【反义】垂头丧气

自命不凡
【注音】zìmànɡbùfán

【释义】自命 : 自认为。自以为不平凡。

形容高傲自负的态度。

【出处】清·蒲松龄《聊斋志异》: “大洪

杨先生涟, 微时为楚名儒 , 自命不

凡。”

【例句】这位 ～的艺术家, 瞧不起他的

同行 , 结果被大家冷落, 弄得苦不堪

言。

【近义】夜郎自大

【反义】自惭形秽

自欺欺人
【注音】zìqīqīrén

【释义】既欺骗自己, 也欺骗别人 , 用自

己也不相信的去欺骗别人。形容别

有用心或虚伪无力的欺骗行为。

【例句】我们不能做一些 ～的事。

自强不息
【注音】zìqiánɡbùxī

【释义】强 : 努力上进。息 : 停止。自觉

地努力上进 , 毫不懈怠。

【出处】《周易·乾》: “天行建, 君子以

自强不息。”

【例句】他虽然长期处于困境, 但始终

～。

【近义】奋发图强

【反义】自暴自弃

自取灭亡
【注音】zìqǔmièwánɡ

【释义】自己的行为导致自己灭亡。形

容自寻死路。

【出处】《聊斋志异·聂政》: “至于刑

轲 , 力不中以谋秦 , 遂使绝裾而去, 自

取灭亡。”

【例句】南宋统治者面对敌人的无理要

求 , 一味割地求和, 甚至杀害主战派

将士 , 这种做法等于是 ～。

【近义】自掘坟墓  咎由自取  自取其

祸

自然而然
【注音】zìrán ér rán

【释义】自然: 自由发展, 不受外力影

响。然 : 这样。形容不知不觉之间就

会这样。

【出处】《人民工勤务员》: “难怪人们一

见到他做好事 , 就自然而然想起了雷

锋。”

【例句】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 ～地要消

除官僚主义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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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生自灭
【注音】zìs hēnɡzìmiè

【释义】自发地生成、发展 , 又自然地衰

朽、消亡。形容自然发展, 不受人力

影响。

【出处】唐·白居易《岭上云》诗: “自生

自灭成何事 , 能逐东风作雨无?”

【例句】在这个荒岛上 , 一切都是 ～的。

自私自利
【注音】zìs īzìlì

【释义】看重自己的私利。形容只顾自

己的利益 , 不为别人着想。

【出处】《纪念白求恩》: “我们大家要学

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

【例句】办任何事情都要出以公心, 不

能 ～。

【近义】各人自扫门前雪, 莫管他人瓦

上霜

【反义】大公无私

【辨析】～和“损人利己”相比 : ～侧重

私心重不顾他人、集体的利益; 而“损

人利己”侧重于损坏别人的利益以满

足自己。

自讨苦吃
【注音】zìtǎo kǔchī

【释义】苦 : 苦头。自己为自己找麻烦。

形容一种同时带来麻烦的追求或行

为。

【出处】《一件小事》: “车夫多事 , 也正

是自讨苦吃。”

【例句】对于数学 , 我有一种 ～的癖好,

那就是喜欢找最难的题来演算。

【近义】惹火烧身

【反义】自得其乐

自投罗网
【注音】zìtóu luówǎnɡ

【释义】罗网: 捕捉禽兽鱼类的工具。

自己投入罗网。比喻中计 , 或自己投

入绝境送死。

【出处】三国·魏·曹植《野田黄雀

行》: “不见篱间雀 , 见鹞自投罗。”

【例句】警方设下陷阱 , 让匪徒 ～。

【近义】飞蛾扑火

【反义】悬崖勒马

自我陶醉
【注音】zìwǒtáo zuì

【释义】陶醉: 乐于迷恋其中。形容在

某种行为或境界中盲目地自我欣赏。

【出处】唐·崔曙《九日登望仙台》: “且

欲近寻彭泽宰 , 陶然共醉菊花杯。”

【例句】这个画家整天对着自己作品

～, 以为自己就是当代的达·芬奇。

【近义】孤芳自赏

【反义】自知之明

自相矛盾
【注音】zìxiānɡmáo dùn

【释义】自己行事 , 前后不相对应 , 发生

了冲突。

【出处】战国时 , 楚国有一个卖长矛和

盾牌的人 , 上街叫卖。他先夸自己的

盾牌非常坚固, 任何锐器都刺不穿。

接着又夸自己的长矛非常锋利 , 任何

坚固的东西都能刺穿。旁边有人问

道 : “用你的长矛来刺你的盾牌 , 会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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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呢?”这人就无言回答了。

【典故】从前 , 有个铁匠 , 打了一把矛一

张盾到街上去卖。

到了市场 , 他大声叫卖 , 招来了好

多围观的人。于是他举起他的盾牌,

吹嘘说 : “大家看看我的盾 , 是天下最

最坚固的, 什么东西都不能把它刺

穿。”过了一会儿, 他见没人买, 就又

举起它的矛 , 吹嘘说: “我的矛, 是天

下最最锋利的矛 , 无论什么坚硬的东

西 , 它都可以刺透。”

围观的人听了哄笑起来。有个人

逗趣地问他 : “那么, 拿你的矛, 刺你

的盾 , 怎么样呢?”

那个卖盾的人 , 支支吾吾, 半天答

不出话来。

这句成语比喻言论前后抵触。

【例句】这个家伙说的话前后 ～。

【辨析】“矛”不可写作“茅”。

自言自语
【注音】zìyán zìyǔ

【释义】自己跟自己说话。

【出处】《药》: “那老女人又走近几步,

细看了一遍 , 自言自语地说 : ‘这没有

根 , 不像自己开的⋯⋯’”

【例句】他从办公室出来 , ～, 也不知在

说什么。

【近义】��自语  念念有词

自以为是
【注音】zìyǐwéi s hì

【释义】是 : 正确。自己认为自己对。

形容一种主观、不虚心的态度。

【出处】《孟子·尽心下》: “自以为是,

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 故曰德之贼

也。”

【例句】你向他提意见是多余的, 他这

个人一向 ～。

【近义】刚愎自用

【反义】从谏如流

【辨析】“为”不可读作“wèi”。

自圆其说
【注音】zìyuán qíshuō

【释义】圆 : 使之圆满、完整。把自己的

说法表达得周全、圆通。形容使自己

所说的话没有漏洞。

【例句】这件事他不能 ～。

自怨自艾
【注音】zìyuàn zìyì

【释义】艾 : 通“刈”, 割草, 比喻改正。

原指怨恨自己的错误, 并加以改正。

后单指怨恨。

【出处】《孟子·万章上》“太甲晦过 , 自

怨自艾 , 于桐处仁迁义。”

【例句】他终日 ～, 因为赌博害得他失

业多时 , 妻儿也生活无着。

【近义】�悔无及

【反义】怨天尤人

【辨析】“艾”不可读作“ài”。

自知之明
【注音】zìzhīzhīmínɡ

【释义】明 : 聪明, 明智。自己了解自己

的明智。形容有正确看待自己的能

力。

【出处】《老子》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 ,

自知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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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这次院领导换班, 他再不“让

贤”, 就没有 ～了。

自作自受
【注音】zìzuòzìshòu

【释义】自己做的事 , 后果由自己承受。

指自己做了坏事、错事, 使自己遭到

祸害。

【出处】《敦煌变文集·目连缘起》: “汝

母在生之日 , 都无一片善心, 终朝杀

害生灵 , 每日欺凌三宝。自作自受,

非天与人。”

【例句】我幼时常逃学 , 不肯读书 , 结果

没学到一点本领, 现在无计谋生 , ～。

【近义】自食其果

【反义】天从人愿

自作聪明
【注音】zìzuòcōnɡmínɡ

【释义】总以为聪明而轻率逞能。

【出处】《尚书·蔡仲之命》: “康济小

民 , 率自中 , 无作聪敏 , 乱归章。”

【例句】这位编辑 ～, 把作者原稿的精

华部分删改了。

【近义】强作解人

恣肆无忌
【注音】zìs ìwújì

【释义】恣 : 任意 , 放纵。形容任意胡作

非为 , 无所顾忌。

【例句】那些 ～的暴徒, 受到了法律的

制裁。

【近义】横行无忌

【反义】安分守己  循规蹈矩

恣意妄为
【注音】zìyìwàng wéi

【释义】恣意: 任意, 随意 ; 妄为 : 胡作非

为。指任意地胡作非为。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一百二

十回 : “恣意妄为, 穷兵屯戍, 上下无

不�怨。”

【例句】对于那些不顾党纪国法, ～的

公职人员 , 必须坚决清查处理。

【近义】为所欲为

【反义】谨小慎微

zonɡ

总而言之
【注音】zǒnɡér yán zhī

【释义】概括地来说。

【出处】《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总而言

之 , 不过说是‘落水狗’示始不可打,

或者谙直应该打而已。”

【例句】以上说了那么多, ～就是一句

话 : 百年大计 , 教育为本。

【近义】一方蔽之  归根结底

总角之好
【注音】zǒng jiǎo zhīhǎo

【释义】总角 : 古时儿童把头发扎成髻 ,

像角 , 后借指幼年时期。指幼年结交

的好朋友。

【出处】《三国志·吴志·周瑜传》南朝

( 宋) 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周公瑾

英俊异才 , 与孤有总角之好。”

【例句】阔别多年的 ～, 再度重逢 ,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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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感到分外高兴。

【近义】青梅竹马

纵横捭阖
【注音】zònɡhénɡbǎi hé

【释义】纵横: 合纵连横。捭: 开。阖:

闭。战国时策士为推行合纵或连横

策略而进行游说的手段。后形容在

政治、外交上进行分化瓦解或拉拢的

手段。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十八回:

“当日孔子既没 , 儒分为八 ; 其他纵横

捭阖 , 波谲云诡。”

【例句】他是个喜欢 ～的政客。

纵横驰骋
【注音】zònɡhénɡchíchěnɡ

【释义】纵 : 南北方向。横: 东西方向。

驰骋 : 骑马奔驰。形容往来奔驰, 不

受任何阻挡。比喻作战英勇 , 所向无

敌。也指写文章任意挥洒, 笔力雄

放。

【出处】陈毅《新四军军歌》: “扬子江头

淮河之滨 , 任我们纵横的驰骋。”

【例句】我们的铁道游击队, 在北方 ～,

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

【辨析】“骋”不可读作“pìnɡ”。

纵横交错
【注音】zònɡhénɡjiāo cuò

【释义】竖一条横一条的, 彼此交叉。

形容错综复杂。

【出处】《壮士横戈》: “纵横交错的战壕

似迷宫。”

【例句】大城市里有 ～的大街小巷。

【近义】经纬万端

zou

走漏风声
【注音】zǒu lòu fēng shēng

【释义】风声 : 消息。指泄露机密、消息

等。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九十七

回 : “只因凤姐吩咐, 都不敢走漏风

声。”

【例句】会议规定, 所有开会人员只准

进 , 不准出, 以免 ～。

【近义】泄漏天机

走马观花
【注音】zǒu mǎɡuān huā

【释义】走马: 骑着马走。形容愉快得

意的情态。后用以比喻粗略观看, 观

察事物不深入、不细致。

【出处】唐·孟郊《登科后》诗 : “春风得

意马蹄疾 , 一日看尽长安花。”

【例句】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游览巴

黎 , 当然是 ～, 谈不到有很深刻的印

象。

【近义】浮光掠影

【反义】下马看花

走马上任
【注音】zǒu mǎshàng rèn

【释义】本指新官骑着马去担任官职。

今指担当某项新工作。有时含讽刺

意味。

【出处】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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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车驾必谋幸蜀 , 先以陈公走马赴

任。”亦作“走马赴任”。

【例句】接到聘书 , 他第二天便 ～。

【近义】下车伊始

【反义】削职为民

走南闯北
【注音】zǒu nán chuǎng běi

【释义】形容走的地方多 , 见过世面 , 有

阅历。

【例句】这些年他 ～, 搜集了一大批古

玩字画。

【近义】浪迹江湖

【反义】足不出户

走投无路
【注音】zǒu tóu wúlù

【释义】投 : 投奔。指无路可走。形容

处境极端困难 , 找不到出路。

【出处】元·杨显之《潇湘雨》第三折:

“淋的我走投无路。”

【例句】小李已经 ～了, 要不是你帮他

一把 , 恐怕他就做乞丐了。

zu

足不出户
【注音】zúbùchūhù

【释义】户 : 门。从未跨出过门。

【出处】《宇宙里有些什么》: “人类‘足

不出户’的时代就能够测算出。遥远

的星星体积有多大, 温度有多高, 有

什么元素 , 在怎样运动。”

【例句】他虽然瘫痪在床, 但凭借收音

机和电视机 , 也可以 ～而知天下事

了。

【近义】深居简出

【反义】走南闯北  浪迹江湖  浪迹天

涯

足智多谋
【注音】zúzhìduōmóu

【释义】智慧丰富, 计谋很多。形容善

于谋划和处事。

【出处】元·关汉卿《单刀会》三折 : “那

鲁子敬是个足智多谋的人。”

【例句】在我们连队, 就数他 ～。

【近义】多谋善断

【反义】计穷智短

zuɑn

钻牛角尖
【注音】zuān niújiǎo jiān

【释义】钻 : 钻研。比喻费力地去研究

无法解决或没有价值的问题。

【出处】《南州六月荔枝丹》: “假如是现

在 , 老师纵然没有见过鲜荔枝, 也可

以找出科学的资料 , 给有点钻牛角尖

的小学生解释明白吧。”

【例句】有人 ～, 想弄清到底是先有蛋

还是先有鸡 , 其实这只算个游戏, 并

无实际意义。

z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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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大恶极
【注音】zuìdàèjí

【释义】罪恶大到了极点。

【出处】清·李汝珍《镜花缘》十回 : “倘

天良丧尽 , 罪大恶极 , 消尽灵光 , 虎豹

看见与禽兽无异, 他才吃了。”

【例句】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发动第二次

世界大战 , ～。

【近义】弥天大罪  罪该万死

罪该万死
【注音】zuìɡāi wàn sǐ

【释义】万死 : 死一万次。罪恶之大 , 应

该处一万次死刑。形容罪大恶极 , 必

须严惩才能平息民愤。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传》九十七

回 : “孙安纳头便拜道: ‘孙某抗拒大

兵 , 罪该万死。’”

【例句】他是个作恶多端 , 民愤极大、～

的坏蛋。

【近义】死有余辜

【反义】情有可原

罪加一等
【注音】zuìjiāyīděng

【释义】罪 : 刑罚。再加一等处罚。指

给犯罪分子以重惩。

【出处】清·李雨堂《万花楼杨包狄演

义》八回 : “这胡坤先有治家不严之

罪 , 纵子殃发 , 实乃知法犯法 , 比庶民

罪加一等。”

【例句】若犯人不坦白交待反而诬陷他

人 , 是要 ～的。

【辨析】～和“罪上加罪”表示原来有

罪 , 又增添新罪”。 ～表示“量刑定罪

加重一等”。后者着眼于“罪”的增

加 ; 前者着眼于“处罚”的加重。

罪魁祸首
【注音】zuìkuíhuòs hǒu

【释义】魁 : 首领。首 : 头目。为害犯罪

的首恶者。

【出处】叶圣陶《邻居》: “弄得兴师动

众 , 你就是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

【例句】秦桧是杀死岳飞父子的 ～。

罪孽深重
【注音】zuìnièshen zhòng

【释义】孽 : 恶事, 罪过。罪恶或罪过极

重。

【出处】清·洪升《长生殿·埋玉》: “念

杨玉环 , 罪孽深重 , 望我佛度脱咱。”

【近义】罪大恶极

罪有应得
【注音】zuìyǒu yīng dé

【释义】指受到的惩罚完全应该。形容

罚当其罪。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二十

回 : “今日卑职故违大人禁令 , 自知罪

有应得。”

【例句】头号战犯被处以极刑, 这是一

切战争狂人 ～的下场。

【近义】咎由自取

【反义】罚不当罪

醉生梦死
【注音】zuìshēnɡmènɡsǐ

【释义】像在醉梦中那样糊里糊涂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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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形容生活目的不明确而颓废

沉沦。

【出处】宋·魏了翁《水调歌头·张太

博方送别壁津楼》词 : “客亦莞然成

笑 , 多少醉生梦死 , 转首总成埃。”

【例句】他 ～, 颓废到极点。

【近义】花天酒地  纸醉金迷

【反义】枕戈待旦

醉翁之意不在酒
【注音】zuìwēnɡzhīyìbùzài jiǔ

【释义】醉翁的兴趣并不在喝醉, 而另

有其他意思。比喻本意不在此而在

其他的方面。也比喻别有用心。

【出处】宋代欧阳修《醉翁亭记》: “太守

与客来饮于此 , 饮少辄醉, 而年又最

高 , 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

酒 , 在乎山水之间也。”后用以比喻本

意并不在此而在别的方面。

【例句】他并不是为吃鱼而钓鱼 , ～, 他

的钓鱼不过是为了修养身心。

【近义】别有用心

zun

尊老爱幼
【注音】zūn lǎo ài yòu

【释义】尊敬老人 , 爱抚孩子。

【出处】《孟子·梁惠王上》: “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 ; 幼吾幼 , 以及人之幼。”

【例句】大家都应具有 ～的好习惯。

尊师重道
【注音】zūn shīzhònɡdào

【释义】尊敬师长 , 重视师长的教诲。

【出处】汉·戴圣《礼记·学记》: “凡学

之道 , 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 道

尊 , 然后民知敬学。”

【例句】～是我们的传统美德。

【近义】师道尊严

zuo

左道旁门
【注音】zuǒdào qánɡmén

【释义】旁、左 : 邪 , 不正。门、道 : 指宗

教或学术的派别或体系。指不正派

的宗教或学术的派别。泛指不正经

的门径或不正派的东西。

【出处】清·壮者《扫迷帚》十三回 : “这

又不过是左道旁门 , 借书符念咒惑众

骗钱罢了。”

【例句】有人写符念咒 , 这是 ～, 不过为

惑众骗钱罢了。

【近义】邪门歪道

左顾右盼
【注音】zuǒɡùyòu pàn

【释义】顾、盼 : 看。左看看, 右看看。

形容仔细打量察看 , 或观望犹豫的样

子。

【出处】唐·李白《走笔赠独孤驸马》

诗 : “银鞍紫鍵照去日 , 左顾右盼生光

辉。”

【例句】他在大街上 ～, 好像在等人。

【近义】东张西望

【反义】目不斜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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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邻右舍
【注音】zuǒlín yòu shè

【释义】泛指周围邻居。

【出处】《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

“可怜崔宁和小娘子受刑不过, 只得

屈招了⋯⋯左邻右舍都指画了十

字。”

【例句】哥哥考上大学, ～纷纷向他祝

贺。

左支右绌
【注音】zuǒzhīyòu chù

【释义】射箭时左手支撑, 右手弯曲。

绌 : 屈 , 不足。指应付了这一面 , 便应

付不了那一面。

【出处】《战国策·西周策》: “我不能教

子支左屈右。”

【例句】这几件事使他 ～, 疲于应付。

【近义】捉襟见肘

【反义】左右逢源

左思右想
【注音】zuǒsīyòu xiǎnɡ

【释义】反复思考。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三十四

回 : “如此左思右想, 一时五内沸然。”

【例句】这件事你应该 ～, 反复琢磨。

【近义】深思熟虑  前思后想

左右逢源
【注音】zuǒyòu fénɡyuán

【释义】源 : 水源 , 源头。原指学问根底

深厚 , 如水源一样取之不尽。后形容

做事得心应手 , 非常顺利。也形容处

事圆滑 , 善于投机。

【出处】《孟子·离娄下》: “资之深, 则

取之左右逢其原( 源) 。”

【例句】小王这两年 ～, 件件买卖都赚

钱 , 已经是个小富翁了。

【近义】八面玲珑

【反义】事事棘手

左右开弓
【注音】zuǒyòu kāi ɡōnɡ

【释义】左右两手都能拉弓射箭。用以

比喻双手都在做同一动作 , 或从几方

面同时进行某一件事。

【出处】明·无名氏《太平宴》一折 : “临

阵能左右开弓 , 上马使飞挝无对。”

【例句】兴全痛哭流涕, 连声认罪, 还

～, 打了自己十几个嘴巴。

【近义】双管齐下

左右为难
【注音】zuǒyòu wéi nán

【释义】形容不管怎么做都有难处。

【出处】元·杨显之《潇湘雨》第一折:

“我欲待亲自去寻来 , 限次又紧 , 着老

夫左右两难 , 如何是好?”

【例句】这件事真叫他 ～。

【反义】进退自如  应付自如

作壁上观
【注音】zuòbìshànɡɡuān

【释义】壁 : 军队的营垒。在营垒上观

看别人交战。比喻置身事外, 坐观成

败。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

纪》: “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 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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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纵兵。及楚击秦, 诸侯皆从壁上

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 楚兵呼声

动地 , 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

【例句】对于歪风邪气, 我们不能熟视

无睹 , ～。

【近义】袖手旁观

【反义】路见不平 , 拔刀相助

作恶多端
【注音】zuòèduōduān

【释义】干的坏事非常多。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第四十二

回 : “想当初作恶多端, 这三四日斋

戒 , 那里就积得过来。”

【例句】这个 ～的强盗, 终于受到法律

的制裁。

【反义】乐善好施

作法自毙
【注音】zuòfǎzìbì

【释义】毙 : 倒下 , 引申指死。自己立法

使自己受害。比喻自作自受。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商群列传》

“为法之敝 , 一至此哉! ”

【例句】他 ～, 像哑子吃黄连 , 有苦说不

出。

【近义】作茧自缚

作奸犯科
【注音】zuòjiān fàn kē

【释义】作奸: 干坏事。科 : 科条, 法律

条文。为非作歹 , 触犯律条。

【出处】唐·白居易《江州赴忠州至江

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 “烛蛾谁

救护 , 蚕茧自缠萦。”

【例句】对那些 ～的人 , 我们决不手软。

【近义】违法乱纪

作茧自缚
【注音】zuòjiǎn zìfù

【释义】缚 : 束缚。吞吐丝作茧 , 把自己

包裹在里面。比喻自己束缚自己, 让

自己陷入困境。

【出处】唐·韩愈《祭柳子厚文》: “不善

为斫 , 血指汗颜。巧匠旁观, 缩手袖

间。”

【例句】他为得到一些好处, 跟那些坏

人搭上关系 , 不料被抓了起来, 真是

～。

作威作福
【注音】zuòwēi zuòfú

【释义】原指统治者独揽威权, 专行赏

罚 , 后指滥用权势 , 独断专行。

【出处】巴金《读〈新生〉及其他》: “一

方面是作威作福, 荒淫无耻; 另一方

面是辛勤劳动 , 受辱受苦。”

【例句】干部是人民的公仆, 而不是骑

在人民头上 ～的老爷。

【近义】横行霸道

作贼心虚
【注音】zuòzéi xīn xū

【释义】比喻干了坏事的人总怕知道或

察觉。

【出处】曹禺《北京人》一幕: “你看你这

做贼心虚的劲儿。”

【例句】看他那 ～的样子, 一定有事瞒

着大家。

【近义】光明正大  心胸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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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和“心怀鬼胎”都可形容人内

心有鬼。但 ～侧重指干了坏事后心

神不安的样子 ; 而“心怀鬼胎”则侧重

于准备干坏事前的样子。

坐不安席
【注音】zuòbùān xí

【释义】席 : 坐席 , 座位。在席位上不能

安稳地坐着。形容心绪不宁 , 坐立不

安。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

纪》: “且国兵新破 , 王坐不安席 , 扫境

内而专属于将军 , 国家安危, 在此一

举。”

【例句】他这几天总是 ～, 好像有心事。

【近义】卧不安席

【反义】处之泰然

坐吃山空
【注音】zuòchīshān kōnɡ

【释义】只花销而不生产, 即使财产堆

积如山 , 也会消耗干净。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五十

回 : “譬如有什么生意 , 也不妨做一两

桩。家当虽大, 断无坐吃山穷的道

理。”

【例句】听说他年轻时一味享受 , ～, 以

致成了败家子。

【近义】开源节流

坐地分赃
【注音】zuòdìfēn zānɡ

【释义】赃 : 赃物。指匪首或窝主不亲

自作案, 坐等分享同伙偷盗来的赃

物。

【出处】明·无名氏《八义双桂记·十

六出·探狱悲伤》: “昨日新发下一个

坐地分赃的强盗下来, 至今家信未

通 , 不免取他出来腾那他一番, 岂不

是好。”

【例句】这家伙 ～, 发了一笔横财。

坐观成败
【注音】zuòɡuān chénɡbài

【释义】对于别人的成功或失败采取客

观态度。

【出处】《史记·田叔列传》: “见兵事

起 , 欲坐观成败, 见胜者欲合从之, 有

两心。”

【例句】过去这几个小厂各行其是, 互

相 ～, 现在携手并进 , 互相合作。

【反义】见义勇为  拔刀相助

坐怀不乱
【注音】zuòhuái búluàn

【释义】比喻人很自持 , 不好女色。

【出处】《金瓶梅词话》五十七回 : “其实

水秀才原是坐怀不乱的 , 若哥请他来

家 , 凭你许多丫头小厮 , 来来去去, 你

看水秀才乱么? 再不乱的。”

【例句】这位先生, 我们相信他是个 ～

的君子。

【近义】不欺暗室

【反义】暗室可欺

坐视不救
【注音】zuòshìbújiù

【释义】旁观别人的危难而不加救助。

【出处】宋·洪迈《夷坚志》: “( 褚大 )

凶愎不孝 , 乡里恶之。母尝堕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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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视不救 , 有他人援之, 后加诟骂而

殴之。”

【例句】遭遇车祸时 , 我们不能 ～。

【近义】见死不救

【反义】奋不顾身

坐卧不安
【注音】zuòwòbùān

【释义】坐不稳, 睡不安。形容心情紧

张 , 情绪不安。

【出处】《周书·姚僧垣传》: “大将军襄

乐公贺兰隆先有气疾, 加以水肿, 喘

息奔急 , 坐卧不安。”

【例句】生产不景气, 工人不稳定 , 厂长

～。

【近义】坐立不安

【反义】心安理得

坐立不安
【注音】zuòlìbùān

【释义】坐也不是, 站也不是。形容心

事重重 , 焦躁不安。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全传》第四十

回 : “哥哥吃官司, 兄弟坐立不安, 又

无路可救。”

【例句】高考录取名单快公布了 , 她 ～,

惟恐自己不被录取。

坐山观虎斗
【注音】zuòsān ɡuān hǔdòu

【释义】坐在山上看老虎相斗。比喻对

对方的斗争采取旁观的态度 , 等待两

败俱伤的时候 , 再从中取利。

【出处】《战国策·秦策二》: “有两虎争

人而斗者 , 管庄子将刺之 , 管与止之,

曰 : ‘虎者, 戾虫; 人者, 甘饵也, 今两

虎争人而斗 , 小者必死 , 大者必伤, 子

待伤虎而刺之, 则是一举而兼两虎

也。’”

【例句】心狠手辣的王熙凤, 借秋桐之

手 , 发脱尤二姐 , 自己却 ～。

坐收渔利
【注音】zuòshōu yúlì

【释义】比喻利用别人之间的矛盾获得

利益。

【例句】他静静地观察这两家商场的商

战 , 自己好 ～。

【辨析】～和“坐享其成”都有“不出力

而获利”的意思。但 ～偏重于指利用

别人矛盾而获得利益 ; “坐享其成”没

有此意。

坐而论道
【注音】zuòér lùn dào

【释义】原指大臣陪伴帝王议论政事。

后指坐着空谈大道理。

【出处】冯玉祥《我的生活》22 章 : “至

若坐而论道 , 那我比姜太公还年轻的

多呢! ”

【例句】领导干部应该到群众中去解决

实际问题 , 而不能 ～。

【近义】纸上谈兵

【反义】坐言起行

坐井观天
【注音】zuòjǐnɡɡuān tiān

【释义】坐在井里看天。比喻目光狭

小 , 见识短浅。

【出处】唐·韩愈《原道》: “坐井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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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 曰天小者 , 非天小也。”

【例句】他自认为了不起, 常用 ～来讽

刺别人。

【近义】管中窥豹

【反义】见多识广

坐享其成
【注音】zuòxiǎnɡqíchénɡ

【释义】自己不出力, 坐享别人的劳动

成果。

【出处】朱自清《冬天》: “我们有时也自

己动手 , 但炉子实在太高了, 总还是

坐享其成的多。”

【例句】即使你是富翁 , 也不能 ～。

【近义】不劳而获  分我杯羹

【反义】自力更生  自食其力

坐以待毙
【注音】zuòyǐdài bì

【释义】毙 : 死。坐着等死。指遇到危

险或困难时 , 不采取积极措施, 等待

灾难临头。

【出处】《管子·参患》: “短兵待远矢,

与坐而待死者同实。”亦作“坐待其

毙”、“坐而待毙”。

【例句】大家都感到与其 ～, 不如起而

斗争。

【近义】束手待毙

【反义】垂死挣扎

坐以待旦
【注音】zuǒyǐdài dàn

【释义】旦 : 天亮。坐着等待天亮。形

容做事十分勤勉。也形容因心中烦

躁或其他原因而无法入睡。

【出处】《尚书·太甲上》: “先王昧爽 ,

丕显 , 坐以待旦, 旁求俊彦, 启迪后

人 , 无越厥命以自覆。”

【例句】母亲入院后, 她一直守候在床

前 , ～, 不敢离开一步。

坐拥百城
【注音】zuòyōng bǎi chéng

【释义】拥 : 拥有。拥有一万卷书 , 胜过

管理一百座城。比喻拥有丰富的藏

书。

【出处】北齐·魏收《魏书·李谧传》:

“每曰 : ‘丈夫拥书万卷, 何假南面百

城。’遂绝迹下�, 杜门却扫, 弃产营

书 , 手自删削 , 卷无重复者四千有余

矣。”【例句】别看他粗茶淡饭, 却 ～,

自得其乐。

座无虚席
【注音】zuòwúxūxí

【释义】虚 : 空。席 : 座位。座位没有空

着的。形容观众、听众或宾客很多。

【出处】《晋书·王浑传》: “座无空席 ,

门不停宾。”

【例句】歌星们在那里演出 , 场场爆满 ,

～。

【近义】高朋满座  济济一堂

做贼心虚
【注音】zuòzéi xīn xū

【释义】心虚: 内心不安。比喻做了坏

事的人心里不安, 总怕别人觉察出

来。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龙门

远禅师》: “问: ‘有句无句 , 如藤倚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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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如何?’师云 : ‘作贼心虚。’”

【例句】俗话说 ～, 干了坏事的人 , 总是

心神不安 , 疑神疑鬼, 跟一般人不一

样。

做好做歹
【注音】zuòhǎo zuòdǎi

【释义】歹 : 坏。即好说歹说。指想尽

方法劝说。

【例句】大家 ～, 总算把她劝了出去。

做小伏低
【注音】zuòxiǎo fúdī

【释义】顺从地处于低微的地位。形容

低声下气 , 委曲求全。

【出处】元·白朴《墙头马上》四折 : “他

那里做小伏低劝芳醑 , 将一杯满饮醉

模糊。”

【例句】看他那 ～的样子 , 真令人恶心。

【近义】卑躬屈膝

【反义】称王称霸  妄自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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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汉语拼音方案

( 一) 字 母 表

字母 :

名称 :

Aa Bb Cc Dd Ee Ff Gg

ㄚ ㄅㄝ ㄘㄝ ㄌㄝ ㄜ ㄝㄈ ㄍㄝ

Hh I i Ji Kk L l M m N n

ㄏㄚ ㄧ ㄐㄧㄝ ㄎㄝ ㄝㄌ ㄝㄇ ㄋㄝ

Oo Pp Qq R r S s Tt U u

ㄛ ㄆㄝ ㄑㄧㄡ ㄚㄦ ㄝㄙ ㄊㄝ X

V v Ww Xx Yy Zz

ㄘㄝ Xㄚ ㄒㄧ ㄧㄚ ㄗㄝ

v 只用来拼写外来语、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

字母的手写体依照拉丁字母的一般书写习惯。

( 二) 声 母 表

b p m f d t n l

ㄅ玻 ㄆ坡 ㄇ摸 ㄈ拂 ㄉ得 ㄊ特 ㄋ讷 ㄌ勒

g k h j q x

ㄍ哥 ㄎ科 ㄏ喝 ㄐ基 ㄑ欺 ㄒ希

zh ch sh r z c s

ㄓ知 ㄔ蚩 ㄕ诗 ㄖ日 ㄗ资 ㄘ雌 ㄙ思

在给汉字注音的时候 , 为了使拼式简短, zh ch sh 可以省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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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韵 母 表

i

ㄧ    衣

u

ㄨ    乌

ü

ㄩ    迂

ɑ

ㄚ    啊

iɑ

ㄧㄚ   呀

uɑ

ㄨㄚ   蛙

o

ㄛ    �

uo

ㄨㄛ   窝

e

ㄜ    鹅

ie

ㄧㄝ   耶

üe

ㄩㄝ   约

ɑi

ㄞ    哀

uɑi

ㄨㄞ   歪

ei

ㄟ    矣欠

uei

ㄨㄟ   威

ɑo

ㄠ    熬

iɑo

ㄧㄠ   腰

ou

ㄡ    欧

iou

ㄧㄡ   忧

ɑn

ㄢ    安

iɑn

ㄧㄢ   烟

uɑn

ㄨㄢ   弯

üɑn

ㄩㄢ   冤

en

ㄣ    恩

in

ㄧㄣ   因

uen

ㄨㄣ   温

ün

ㄩㄣ   晕

ɑng

ㄤ    昂

iɑng

ㄧㄤ   央

uɑng

ㄨㄤ   汪

eng

ㄥ 亨的韵母

ing

ㄧㄥ   英

ueng

ㄨㄤ   翁

ong

( ㄨㄥ) 轰的韵母

iong

ㄩㄥ   雍

( 1) 知、蚩、诗、日、资、雌、思”等七个音节的韵母用 i, 即 : 知、蚩、诗、日、资、

雌、思等字拼作 zhi, chi, shi, r i, zi, ci, s i。

( 2) 韵母儿写成 er , 用做韵尾的时候写成 r。例如 : “儿童”拼作 ertong, “花

儿”拼作 huɑr。

( 3) 韵母ㄝ单用的时候写成 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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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行的韵母 , 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 , 写成 : yi( 衣 ) , yɑ( 呀) , ye( 耶) , yɑo

( 腰) , you( 忧) , yɑn( 烟) , yin( 因) , yɑng( 央) , ying( 英) , yong( 雍) 。

u 行的韵母 , 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 写成: wu( 乌) , wɑ( 蛙 ) , wo

( 窝) , wɑi ( 歪 ) , wei ( 威 ) , wɑn ( 弯 ) , wen ( 温 ) , wɑng( 汪) ,

weng( 翁) 。

ü行的韵母 , 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 写成 : yu( 迂 ) , yue( 约) , yuɑn

( 冤) , yun( 晕) ; ü上两点省略。

ü行的韵母跟声母 j, q, x 拼的时候, 写成: ju( 居) , qu( 区) , xu

( 虚) , ü上两点也省略 ; 但是跟声母 n, l 拼的时候 , 仍然写成 nü

( 女) , lü( 吕) 。

( 5) ou, uei, uen 前面加声母的时候, 写成: iu, ui, un, 例如 niu( 牛) , gui

( 归) , lun( 论) 。

( 6) 在给汉字注音的时候 , 为了使拼式简短 , ng 可以省作 �。

( 四) 声 调 符 号

阴平 阳平 上声 下声
ˉ � � �

声调符号标在音节的主要母音上 , 轻声不标。例如 :

妈 mā  麻 má  马 mǎ  骂 mà  吗 mɑ

( 阴平) ( 阳平) ( 上声) ( 去声) ( 轻声)

( 五) 隔 音 符 号

ɑ, o, e 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他音节后面的时候 , 如果音节的界限发生混淆 ,

用隔音符号( �) 隔开 , 例如 : pi�ɑo( 皮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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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用标点符号用法简表

名 称 符号 用 法 说 明 举  例

句 号 。
 表示一句话完

了之后的停顿。
 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

逗 号 ,
 表示一句话中

间的停顿。
 只要天不下雨 , 我们就去。

顿 号 、

 表示句中并列

的词或词组之间

的停顿。

 能源是发展农业、工业、国防、科

学技术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

要物质基础。

分 号 ;

 表示一句话中

并列分句之间的

停顿。

 不批判唯心论 , 就不能发展唯物

论 ; 不批判形而上学 , 就不能发展

唯物辩证法。

冒 号 :  用以揭示下文。
 生活告诉人们: 胜利属于奋斗

者。

问 号 ?  用在问句之后。  如果冬天来了 , 春天还会远吗?

感情号① ! 表示强烈的感情。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引号②

“ ”

‘ ’

『 』

「 」

 1. 表示引用的

部分。

 孔子 说 : “三人行 , 必有我 师

焉。”

 2. 表示特定的

称谓或需要着重

指出的部分。

 他们当中许多人是身体好、学习

好、工作好的“三好”学生。

 3. 表示讽刺或

否定的意思。

 你可真是一 个高明 的“理 论

家”。

括号③ (  )
 表示文中注释

的部分。

 四大发明 ( 指南针、造纸、火药、

活字印刷 ) 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骄

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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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 称 符号 用 法 说 明 举  例

省略号④ ⋯⋯
 表示这里省略

了一些词语。

 这个厂现在可以生产电机、变压

器、水泵、电线⋯⋯上百种产品。

破折号⑤ ———

 1. 表示底下是

解释、说明的部分,

有括号的作用。

 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西

安。

 2. 表示意思的

递进。

 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

团结

 3. 表示意思的

转折。

 他告诉弟弟 , 这是《新华字典》,

是一本很好的工具书, ———以后 ,

看书读报, 认不得的字 , 一查它, 不

仅知道读法 , 还能知道这个字怎么

用。

连接号⑥ ———

 1. 表示时 间、

地点、数目等的起

止。

 “西安———北京”直达快车

 2. 表示相关的

人或事物的联系。
 今晚球赛: 北京队———广东队

书名号⑦
《 》

〈 〉

 表 示书 籍、文

件、报刊、文章等

的名称。

 《毛泽东选集》《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人民日报》

间隔号 ·

 1. 表示月份和

日期之间的分界。
 “五·四”运动。

 2. 表示某些民

族人名中的音界。
 诺尔曼·白求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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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 称 符号 用 法 说 明 举  例

着重号 ·
 表示文中需要

强调的部分。

 我们不仅要认识世界, 而且还要

改造世界。

  附注  ①感情号也叫“感叹号”或“惊叹号”。

②“ ”『 』叫双引号 , ‘ ’「 」叫单引号。

“ ”‘ ’用于横行文字 , 『 』「 」用于直行文字。只需要一种引

号时 , 横行文字用“ ”, 直行文字用『 』或「 」都可以。引号中再

用引号时 , 一般双引号在外, 单引号在内 , 直行文字也有单引号在外

的。

③常见的括号还有几种 , 如〔〕[ ] , 多用做文章注释的标号或根据需

要作为某种标记。

④省略号一般用六个圆点 , 占两个字的位置。

⑤破折号占两个字的位置。

⑥连接号占一个字或两个字的位置。

⑦书名号内再用书名号时 , 双书名号《 》在外 , 单书名号〈 〉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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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词类名称简表

名称 定  义 语 法 特 点 类 别 举 例

( 一)
名
 
词
 

( 附)
方
位

词

 表示人或

事物名称的
词。

 ①前面可以加数量
词( 一个人) 。
 ②前面不能加不、
很之类的副词 ( 不能

说“不房子”、“很桌
子”) 。
 ③后面不能加时态
助词了 ( 不能说“学
校了”) 。

①具体

名词

人、牛、山、水、

工厂、学校

②抽象
名词

友谊、立场、观
点、政治、思想

 名词中表
示方向位置
的词。

 常用在名词或名词
性词组的后面。

东、西、南、北、
前、后、中间、
下边

( 二)
代
 
 
词

 具有替代
或指示作用
的词。

 ①能够替代或指示

各类实词。
 ②一般带修饰成
分。

①人称
代词

我、你、他、你
们、他们

②指示
代词

这、那、这儿、
那里

③疑问

代词

谁、什么、哪、

多少

( 二)
 
动

 
词

 表示行为
动作或发生

变化的词。

 ①前面可以加副词

( 刚走、非常惦记) 。
 ②后面一般能加
着、了、过这类时态助
词 , 表示动作的持续、

完成或过去 ( 看着、
看了、看过) 。
 ③多数能重叠 ( 想
想、讨论讨论) 。

① 不 及
物 动 词

( 自 动
词)

醒、病、游行、觉

悟

② 及 物
动词( 他
动词)

看、写、打、调

查、讨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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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定  义 语 法 特 点 类 别 举 例

︵
附
一
︶
能
愿
动
词
︵
助
动
词
︶
︵
附
二
︶
趋
向
动
词

 表 示 可
能、必要或
愿望等意思

的词。

 ①不能重叠。
 ②后面不能加着、

了、过表示时态。
 ③经常用在动词、
形容词前。

①表示

可能的
能、能够、可以

②表示
必要的

该、应、应当

③表示
愿意的

敢、肯、愿意

表示动作的

趋向的词。

 ①不能重叠。
 ②经常用在动词、
形容词后。

来、去、上、下、
进、出、进来、出
去、上来、下去

( 四)
形

容
词

 表示人或
事物的性质

或 状 态 的
词。

 ①前面可以加副词
( 很好、不坏) 。

 ②后面能加着、了、
过这类时态助词, 表
示持续、完成或过去
( 红着、红了、红过) 。

 ③一部分能重叠
( 大大、慢慢儿、清清
楚楚) 。

①性质

形容词

好、坏、大、小、
方、高、美丽、
英明、宽广

②状态
形容词

通红、雪白、红
彤彤、黑不溜

秋

( 五)
数
 
 
词

 表示数目
的词。

 常和量词结合, 数
词量词结合起来称为

数量词。

①基数
一、二、百、千、
万、亿

②序数
第一、第二、初

三

③分数
二分之一、五分
之二

④倍数 一倍、十倍、百倍

⑤概数
几 ( 个)、十来
(个)、一百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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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定  义 语 法 特 点 类 别 举 例

( 六)
量

词

 表示事物
或动作单位
的词。

 ①常和数词或指示
代词这、那结合。
 ②单音节量词能重
叠 , 重 叠 之 后 含 有
“每”的意思 ( 个个、
条条是每个、每条的
意思) 。

①名量
词 ( 物
量词)

一个( 人) 、一
把( 镰刀) 、一
屋子( 人) 、这
匹马

②动量
词

去一次、说一
遍、看一眼

( 七)
副

词

 用 来 修
饰、限制动
词、形容词
或其他副词
的词。

 一般只能用在动
词、形容词或其他副
词前作状语。一般不
能和名词组合。

①表示
程度的

很、太、最、十
分、非常

②表示
范围的

都、全、只、统
统、仅仅

③表示
时间的

正、刚、又、曾
经、终于

④表示
否定的

不、未、没 有
( 看见)

⑤表示
语气的

偏偏、也许、简
直、难道

( 八)
 
介

词
( 次
动
词)

 起转介作
用的词 , 一
般 用 在 名
词、代词或
名词性词组
的前边 , 合
起来组成介
词结构 , 以
表示处所、
时间、状态、
方式、原因、
目的、比较
对 象 等 意
思。

 ①介词后边不能加
时态助词着、了、过。
 ②不能重叠。
 ③不能单说, 也不
能单独作谓语, 必须
放在名词、代词或名
词性词组前边组成介
词结构。
 ④介词结构也不能
单说 , 不能单独作谓
语 , 它在句中主要是
作状语 , 有少数也能
作补语或定语。

①表示
对 象,
关系的

把、被、对、对
于、关于、连、
同

②表示
处 所、
方向的

在、向、从、往、
朝

③表示
时间的

从、自从、当

④表示
状态方
式的

用、以、按照

⑤表示
原因的

由于、因、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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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定  义 语 法 特 点 类 别 举 例

介
 
词

⑥表示
目的的

为、为了、为着

⑦表示
比较的 比、跟、同

⑧表示
排除的 除了

( 九)
连

词

 连接词、词
组或句子, 表
示它们之间
的各种关系
的词。

 只能起连接作用,不能
起修饰作用和补充作用。

①表示
联合关
系的

和、跟、与、同、
及、而、或、或
者

②表示
偏正关
系的

如果、只要、因
为、虽 然、即
使、不但

( 十)
助

词

 附 着 在
词、词组、句
子后 , 起辅
助 作 用 的
词。

 ①独立性最差, 意
义最不实在。
 ②每个词的个性很
强。

①结构
助词 的、地、得

②时态
助词 着、了、过

( 十一)
语
气
词

 附着在句
子之后 , 表
示一定语气
的词

 不单独使用, 可以
使句子在语气上发生
变化。

吗、呢、吧

( 十二)
叹

词

  表示感
叹、应答的
词

 在句中的位置比较
灵活 , 通常不同其他
名词、动词、形容词等
发生特定的关系, 也
不充当一般的句子成
分 , 它能独立成句。

①表示
喜悦的

哈哈

②表示
悲痛的

唉、哎哟

③表示
愤怒的 哼、呸

④表示
惊讶的

唉呀、咦

⑤表示
呼唤的

喂

⑥表示
答应的 �、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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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定  义 语 法 特 点 类 别 举 例

( 十三)
象
声
词

 模拟事物
声音的词。

①经常充任修饰语。
②能单说。

 走到山边,
便听见哗哗哗
的水声

 ��! 摩托
车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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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四、计量单位简表

( 一) 公制计量单位表
长 度

名

称

微

米
忽米 丝米 毫米 厘米 分米 米 十米 百米 公里 ( 千米)

等

数
10 微米 10 忽米 10 丝米 10 毫米 10 厘米 10 分米 10 米 100 米 1000 米

面 积

名称 平方毫米 平方厘米 平方分米 平方米 平方公里

等数 100 平方毫米 100 平方厘米 100 平方分米
1000000
平方米

地 积

名  称 平方米 公  亩 公顷 方公里

等  数 100 平方米 100 公亩 100 公顷

体 积

名  称 立方毫米 立方厘米 立方分米( 升 ) 立方米

等  数 1000 立方毫米 1000 立方厘米 1000 立方分米

容 量

名称 毫升 厘升 分升
升

( 1 升 = 1 立方分米)
十升 百升 千升

等数 10 毫升 10 厘升 10 分升 10 升 100 升 1000 升

重量( 质量单位名称同* )
名

称

毫

克
厘克 分克 克 十克 百克 公斤 公担 吨

等

数
10 毫克 10 厘克 10 分克 10 克 100 克 1000 克 100 公斤 100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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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的概念和质量的概念是根本不同的。

( 二) 市制计量单位表

长 度

名称 毫 厘 分 寸 尺 丈 里

等数 10 毫 10 厘 10 分 10 寸 10 尺 150 丈

面 积

名称

平
方
毫 平方厘 平方分 平方寸 平方尺 平方丈 平方里

等数
100

平方毫
100

平方厘
100

平方分
100

平方寸
100

平方尺
22500
平方丈

地 积

名  称 毫 厘 分 亩 顷

等  数 10 毫 10 厘 10 分 10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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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量

名称 丝 毫 厘 分 钱 两 斤 担

等数 10 丝 10 毫 10 厘 10 分 10 钱 10 两 ( 旧制 16 两) 100 斤

  见前公制计量单位表重量表注。

容 量

名  称 撮 勺 合 升 斗 石

等数 10 撮 10 勺 10 合 10 升 10 斗

( 三) 计量单位比较表
( 英制单位均为旧制 , 英国决定自 1965 年 5 月采用公制* )

长度比较表

1 公里( 千米 ) = 2 市里    = 0. 621 英里    = 0. 540 海里

1 米     = 3 市尺    = 3. 281 英尺

1 市里    = 0. 5 公里    = 0. 311 英里   = 0. 270 海里

1 市尺    = 0. 333 米    =1. 094 英尺

1 英里    = 1. 609 公里    = 3. 219 市里  = 0. 869 海里

1 英尺    = 0. 305 米    =0. 914 市尺

1 英寸    = 2. 540 厘米    = 0. 762 市寸

1 海里    = 1. 852 公里    = 3. 704 市里  = 1. 151 英里

  英制  1 英里 = 1760 码   1 码 = 3 英尺   1 英尺 = 12 英寸

* 长度单位的公制又称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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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积比较表

1 公顷 = 15 市亩 = 2. 471 英亩

1 市亩 = 6. 667 公亩 = 0. 164 英亩

1 英亩 = 0. 405 公顷 = 6. 070 市亩

1 俄亩 = 1. 093 公顷 = 16. 388 市亩

  本表 1 市亩按 60 平方丈计算。

重量
*
比较表  磅( 英制)

1 公斤 = 2 市斤 = 2. 205 英磅

1 市斤 = 0. 5 公斤 = 1. 102 英磅

1 英磅( 常衡 ) = 0. 454 公斤 = 0. 907 市斤

1 盎司( 英制、常衡) * * = 28. 3495 克 = 0. 567 市两

1 盎司( 英制、金药衡 ) * * = 31. 1035 克 = 0. 6221 市两

1 普特( 俄制 ) = 16. 38 公斤 = 32. 76 市斤

  * 见前公制计量单位表重量表注。

* * 英制常衡 1 磅 = 金药衡     1. 215 磅

英制金药衡 1 盎司( 英两) = 155. 5 克拉 ; 1 克拉 = 0. 2 克

容量比较表

1 升 = 1 市升 = 0. 220 英加仑

1 英加仑 = 4. 546 升 = 4. 564

1 英蒲氏耳 = 36. 368 升 = 36. 368 市升

 英制  1 蒲氏耳 = 8 加仑   ( 干量)

1 加仑  = 8 品脱   ( 液量)

世界平均比重的原油通常以 1 吨按 7. 3 桶( 每桶为 42 美制加仑) 或 1. 17 千

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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