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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betic Glossary

佟灶躁佻灶倮 佟灶择怎佗灶 伽灶

A 安静12 安全12 岸2
遭佟灶 遭伽灶枣伲 遭侉蚤扎i 遭蚤佴凿藻 遭侃灶倮 遭佼遭燥

B 搬11 办法8 被子4 别的8 冰11 伯伯5
糟佗蚤 糟澡佴灶倮 糟澡怎佗灶 糟澡怎伽灶 糟澡怎佟灶倮 糟澡俦灶贼蚤佟灶 糟佻

C 才4 城1 船10 串10 窗3 春天11 次12
糟侪灶倮皂i灶倮 糟佼灶倮 凿伽燥

聪明8 从…到…2
凿伲燥 凿伽燥糟澡俅 凿佶灶倮 凿侃 凿佻择蚤俨 凿侬灶倮 凿怎侪皂藻

D 岛2 到处12 登2 滴7 地球12 懂11 多么11
枣佶蚤糟澡佗灶倮 枣佶灶倮枣俅

F 非常12 丰富11
倮佟灶倮 倮佟灶倮 倮怎伽 倮怎佟灶糟澡佗 倮怎伲灶倮糟澡伲灶倮 倮怎佼躁蚤佟

G 刚6 缸8 挂6 观察11 广场1 国家3
澡伽灶 澡伲燥糟澡u 澡伽燥 澡佶 澡怎佟灶倮 澡怎侬躁蚤伽灶

H 汗7 好处4 号12 喝5 慌8 火箭10
躁佻 赠侑 躁蚤佟灶 躁蚤伽灶噪佟灶倮 躁蚤伽灶 躁蚤佶 躁蚤佶

J 既…也…5 尖10 健康4 箭10 皆7 接6
躁侃灶澡侔怎 躁佻灶遭俅 躁蚤俪 躁蚤俅

今后1 进步1 久9 救8
噪伽燥 噪佶 噪侑蒺伽蚤 噪俦 噪俪 噪怎伽蚤

K 靠9 颗9 可爱2 哭8 苦7 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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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佟燥 造侏 造佾皂蚤倩灶 造蚤佗灶 造怎侔

L 捞6 离9 里面3 连9 落7
皂佗燥遭佾 皂侑蚤造佻 皂侉灶倮 皂侏 皂蚤伽燥 皂侏灶倮扎i

M 毛笔10 美丽2 梦12 迷3 妙11 名字2
皂侏灶倮造蚤伽灶倮 皂侏灶倮贼蚤佟灶

明亮9 明天11
灶伽造佾 灶伽皂藻 灶伽泽澡侏 灶伽赠伽灶倮 灶侏 灶俪造佻

N 那里1 那么5 那时1 那样5 泥12 努力9
灶怎伲灶

暖4
责佗灶 责侉灶倮 责蚤伽燥 责侏灶倮倮怎侬 责俨贼倩燥

P 盘7 碰6 票1 苹果10 葡萄10
择蚤伲灶 择蚤佗燥 择侃灶蒺伽蚤 择侃灶倮 择侏灶倮 择蚤俨 择怎佗灶

Q 浅5 桥2 亲爱1 清9 晴11 球12 全1
择俨灶

群6
则佴灶造侉蚤

R 人类12
泽伲灶 泽澡伽蚤 泽澡伽灶倮造倩蚤 泽澡佗燥zi 泽澡佶灶 泽澡佶灶

S 伞11 晒4 上来6 勺子9 伸6 深5
泽澡佴灶皂藻 泽澡佶灶倮凿侔灶倮 泽澡佶灶倮赠侃灶 泽澡佾 泽澡侏枣佶灶 泽澡侏贼o怎

什么10 生动2 声音12 使8 十分2 石头8
泽澡侏曾蚤伽灶 泽澡佻躁蚤侉 泽澡俨 泽澡俪 泽澡怎佾责侏灶倮 泽澡侬怎凿俦

实现12 世界12 熟4 数9 水平1 首都1
贼佗蚤 贼侏倮佟燥 贼侃灶倮 贼俦则佗灶

T 抬6 提高1 厅3 突然5
憎佟灶 憎佗灶 憎伲灶泽澡倩灶倮 憎佴灶憎俅 憎侔

W 弯10 完2 晚上6 文物3 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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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侃遭侑蚤 曾佻 曾佻曾侃灶 曾蚤伽皂蚤倩灶 曾蚤伽 曾蚤佟灶倮 曾蚤伽灶倮

X 西北2 戏8 细心11 下面6 吓8 香3 像5
曾蚤伲燥泽澡侏 曾蚤伲燥曾侃灶 曾侃灶噪俪 曾佻灶 曾佻灶枣佶灶倮 曾侃灶倮曾i灶倮

小时12 小心5 辛苦 信1 信封1 星星9
赠佗灶 赠佗灶倮倮怎佟灶倮 赠伲灶倮 赠侉 赠侉憎伲灶 赠侃枣怎 赠侏凿佻灶倮

Y 沿2 阳光12 仰9 叶11 夜晚9 衣服4 一定5
赠侏赠伽灶倮 赠佾择蚤佗灶 赠佻扎澡侏 赠佼怎责蚤伽燥 赠佼怎曾佻 赠侬怎凿藻

一样3 以前3 一直6 邮票1 游戏8 有的8
赠侬怎择俅 赠俨泽澡佻 赠俪泽伲灶 赠俪赠佗灶 赠怎佗灶 赠怎佗灶造佗蚤

有趣3 于是6 雨伞11 语言11 圆10 原来5
赠怎侉择蚤俨

月球12
扎佗 扎澡伽燥 扎澡侉曾蚤佶 扎澡佶灶倮择俪 扎澡侉灶倮 扎澡侉灶倮扎伽蚤 扎澡佾澡伲燥

Z 砸8 照4 这些3 争取1 正5 正在11 只好5
扎澡佾赠侬怎 扎澡侪灶倮曾侃灶 扎澡俅 扎澡俅皂侏灶倮 扎澡怎佟灶倮 扎佻则佗灶

只有8 中心2 柱2 著名9 装8 自然11
扎怎佻澡伲燥 扎怎侔

最好5 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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