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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betic Glossary

遭倩 遭佟灶倮 遭伲燥 遭侑灶扎i
B 吧10 帮12 宝7 本子2 

遭佾 遭蚤佴 遭俅 遭俅泽澡伲燥
笔2 别6 不2 不少 6 
糟澡佗灶倮 糟澡伽灶倮 糟澡伽灶倮倮佶 糟佼灶倮

C 长11 唱5 唱歌5 从11
凿伽则e灶 凿伽灶 凿e 凿e 凿蚤伲灶则 凿侪灶倮贼蚤佟灶

D 大人9 蛋5 地8 得7 点儿12 冬天9
凿侪灶倮曾i 凿侔灶倮 凿侔灶倮憎俅 凿侔灶倮憎俅赠怎佗灶 凿侪u 凿俨 凿怎佻遭u择佾
东西5 动9 动物12 动物园12 都8 读1 对不起4
侉

E 饿6
枣佟 枣佗灶倮 枣佗灶倮躁蚤佟灶 枣伽灶倮躁蚤伽 枣伽灶倮曾怎佴 枣佶蚤

F 发10 房6 房间6 放假12 放学3 飞9
倮伽燥泽u 倮佶倮e 倮佶 倮侑蚤 倮佶灶 倮侪灶倮扎怎侔 倮侪灶倮赠怎佗灶

G 告诉3 哥哥5 歌1 给5 跟8 工作7 公园12
倮俪造伲燥 倮怎佟 倮怎佟灶倮皂侏灶倮 倮怎佼
古老11 瓜10 光明9 国11
澡佗蚤 澡佗蚤扎i 澡伲蚤 澡伲蚤赠佗灶倮 澡伽灶赠俪 澡伽灶扎佻

H 还6 孩子4 海12 海洋12 汉语1 汉字1
澡佴 澡侑灶 澡俨 澡怎伽 澡怎佻
河9 很8 湖9 画1 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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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佻 躁蚤伽 躁蚤伽灶 躁蚤佟灶倮 躁蚤伲灶倮 躁蚤佟燥 躁蚤伽燥 躁蚤伽燥
J  记4 假12 件7 江11 讲2 教1 叫11 教2

躁蚤伽燥泽澡佻 躁蚤侑躁蚤e 躁侃灶灶蚤佗灶 躁侃灶贼蚤佟灶 躁u佴凿e
 教室2 姐姐5 今年5 今天3 觉得8

噪伲 噪佟蚤澡怎佟 噪佟蚤曾侃灶 噪侑泽澡佻 噪怎伽蚤造侉
K 卡5 开花10 开心3 可是6 快乐12

造佾 造蚤伲灶倮 l蚤俨

L 里2 两7 流9
皂倩 皂伲蚤 皂佴蚤 皂佴蚤倮怎佟灶曾蚤 皂蚤伽灶遭佟燥 皂蚤佗燥

M 吗2 买5 没4 没关系4 面包5 苗10
皂侏灶倮扎i 皂侏灶倮遭倩蚤 皂俪择侃灶

名字11 明白8 母亲11
灶伲 灶伲造i 灶伽 灶伲燥 灶蚤俨灶伲蚤

N 哪8 哪里9 那2 脑7 牛奶5
责佴灶倮赠o怎

P 朋友3
择佾灶倮

Q 请4
泽澡佴蚤 泽澡佶灶倮则佻 泽澡佻 泽澡侪怎泽澡i 泽澡俦 泽澡俅 泽澡怎佟灶倮

S  谁3 生日5 事6 收拾6 书2 树10 双7
泽澡怎佾倮怎侬 泽怎佻

水果5 岁5
贼佟 贼佟皂藻灶 贼佟 贼蚤佗燥 贼侃灶倮

T 它11 它们11 她2 条11 听3
憎佗灶 憎佗灶躁俅 憎伽灶 憎侉蚤泽澡佴灶皂藻 憎侉灶 憎侬皂藻灶

W 玩5 玩具5 万7 为什么8 问3 我们1
曾佾 曾佾澡怎倩灶 曾蚤伽憎俪 曾蚤伽贼蚤佟灶

X 洗6 喜欢1 下午3 夏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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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蚤伲灶倮 曾蚤侑 曾蚤侉曾蚤e 曾侃灶倮择侃

想9 写1 谢谢4 星期3
赠佗 赠伽燥 赠侑 赠侉 赠佾澡侔怎 赠佼怎赠侬灶倮 赠侔怎

Y  芽10 要10 也8 夜9 以后12 游泳12 又7
赠怎伲灶 赠怎侉造蚤倩灶倮
远8 月亮8
扎伽蚤 扎伽蚤 扎伽蚤躁蚤伽灶 扎澡佟灶倮 z澡伲灶倮 扎澡侉皂藻 扎澡侪灶倮澡怎佗

Z 在1 再4 再见4 张5 长9 这么9 中华11
扎澡侬灶倮zi 扎澡侔灶倮 扎怎佻 扎怎佼贼蚤佟灶 扎怎侔

种子10 种10 最11 昨天5 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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