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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betic Glossary

伽灶伽灶
A 暗暗12

遭伲燥 遭佻灶倮则佴灶 遭俅
B 饱2 病人12 部12

糟伽蚤 糟佟灶倮怎伲灶 糟澡佗 糟澡伲燥 糟澡佴灶 糟澡佶灶倮 糟澡佶灶倮扎伽灶
C 菜2 餐馆2 茶2 炒2 沉10 称10 称赞10

糟澡佴灶倮倮侪灶倮 糟澡佴灶倮造佻 糟澡侉灶倮 糟澡侃躁侃灶倮 糟澡侏 糟澡俦灶躁蚤佴
成功9 成立8 秤10 吃惊4 迟7 春节8
糟佼灶倮糟佾 糟佼灶倮造佗蚤 糟俅灶 糟怎侔憎俅
从此6 从来5 寸7 错误12
凿伽泽澡佶灶倮 凿伽曾怎佴 凿伽灶 凿佟灶倮灶蚤佗灶 凿佟灶倮泽澡侏 凿佟燥 凿侑蚤

D 大声4 大学11 但12 当年8 当时8 刀1 得4
凿佻皂蚤伽灶 凿俅倮怎侔 凿俅灶 凿怎侪泽澡伲燥

 地面9 度过11 顿2 多少11
佴则扎蚤

E 儿子10
枣佟曾蚤伽灶 枣伲灶扎澡侉灶倮 枣佴灶倮 枣俅择侃灶

F 发现 12 反正4 缝7 父亲12
倮伲蚤遭蚤伽灶 倮佟灶躁佻灶倮 倮伲灶噪怎伽蚤 倮伲灶凿伽燥 倮伲灶曾蚤侉 倮佟灶倮糟佗蚤

G 改变12 干净3 赶快6 感到6 感谢12 刚才10
倮佟燥泽俅 倮侉扎澡侬灶倮 倮侪灶倮糟澡佴灶倮 倮侪灶倮造俅 倮侔怎 倮怎佟灶
高速3 各种1 工程9 公路3 够5 官10
倮怎佟灶倮则佼灶倮 倮怎侃

  光 荣9 归7
澡佟澡佟 澡伲蚤憎伽蚤 澡佗灶倮 澡伲燥糟澡侃 澡佴泽澡佻 澡怎佗择蚤佗燥

H 哈哈5 海外8 行1 好吃2 合适12 华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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澡怎佗则佴灶 澡怎伽蚤

华人8 坏4
躁侃 躁侃凿伽灶 躁侏造藻 躁侏 躁侏扎澡侪灶倮 躁佻灶蚤伽灶

J 鸡2 鸡蛋2 极了2 急6 集中8 纪念9 
躁蚤伽 躁蚤伲灶凿佟灶 躁蚤伽灶 躁蚤佶扎澡藻 躁蚤佴 躁蚤侑凿佗 躁蚤侉

 架5 简单11 剑6 接着2 节8  解答11 借4
躁佻灶 躁侃灶倮倮怎侔 躁蚤俅泽澡佻
近4 经过11 就是10
噪伽灶遭佻灶倮 噪伽灶遭怎择佾 噪佶 噪侑 噪侉噪俪 噪侔灶倮

K 看病12 看不起12 棵6 渴5 刻苦12 空2
造佗蚤扎佻 造伲燥则佴灶 造佴蚤 造侉蚤 造侏噪佟蚤 造佻择i

L 来自 老人11 雷9 累5 离开1  力气5
造佻泽澡佾 造蚤伽灶 造蚤伽灶曾侏 造蚤伽灶倮 造佻灶倮憎伽蚤
历史8 练1 练习1 辆3 另外9
皂伲蚤皂倩蚤 皂伽蚤 皂佴蚤赠侬怎 皂侑蚤 皂侑蚤赠怎佗灶

M 买卖8 卖8 没有5 每6 美元2
灶伲则 灶伽则 灶佗灶枣佟灶倮 灶侏灶 灶佼灶倮皂侏灶

N 哪儿10 那儿4 南方10 您4 农民6
责佗灶倮遭蚤佟灶 责蚤伽燥造蚤倩灶倮 责俦

P 旁边3 漂亮1 扑4
择侏 择佻糟澡佶 择蚤佗灶贼蚤佟灶 择蚤佗灶倮 择蚤佶 择侃灶扎佻 择侃灶倮

Q 旗9 汽车3 前天1 墙10 切10 亲自12 轻4
择蚤佼灶倮 择俅灶蚤佗灶

 穷12 去年4
则佗灶澡侔怎 则佻赠侔灶倮责佾灶 则侔怎 则俨倮怎侬

R 然后3 日用品1 肉2 如果5
泽澡佟 泽澡佟灶倮凿蚤伽灶 泽澡伽灶倮择怎 泽澡侉 泽澡佶灶倮 泽澡侏躁蚤佟灶 泽澡佾扎澡侪灶倮

S 杀10 商店1 上去12 射9 升9 时间11 始终5
泽澡俦遭佟燥 泽澡俅曾怎佴 泽澡俅扎佻 泽澡怎佟 泽澡俅灶造佻 泽佾 泽怎佟灶

 书包1 数学11 数字3 刷3 顺利9 死6 酸5
贼佗灶 贼佟灶倮 贼伲燥造俅灶 贼侏 贼蚤佟灶择佻 贼蚤佶 贼侃灶倮泽澡怎侪

T 谈3 汤2 讨论11 题11 天气5 贴8 听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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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佼灶倮赠佻 贼怎佾
 同意12 腿10

憎侑蚤凿伽 憎侉蚤曾侃灶倮 憎侉蚤凿伽燥 憎佴灶扎佻 憎侉灶贼侏 憎俪
W 伟大 12 卫星9 味道2 文字12 问题11 舞8

曾蚤伽择u 曾蚤佟灶泽澡e灶倮 曾蚤伽灶 曾蚤伽灶倮  曾蚤佴 曾侏灶倮 曾蚤俦曾蚤
X 下去6 先生3 线7 象10 鞋1 行4 休息6

曾俪凿怎侪
许多1
赠佗灶泽侉 赠佗燥 赠伽燥泽澡蚤 赠侃 躁蚤俅 赠侃枣怎 赠佾择蚤佗灶

Y 颜色1 摇10 要是1 一…就…11 衣服5 以前6
赠佾憎佴蚤 赠佾 赠侃灶憎侉蚤 赠侃灶倮憎佴灶 赠侃灶倮曾蚤佼灶倮 赠侔灶倮造佻
以为11 椅11 因为12 英文1 英雄9 用力5
赠佼怎 赠俨泽澡佻 赠俨噪怎伽蚤 赠怎佗灶扎澡俦遭佾

 油3 于是4 愉快11 圆珠笔1
扎佟灶倮 扎澡佟蚤 扎澡伽灶 扎澡佗燥躁侏 扎澡伲燥 扎澡侉倮藻 扎澡侉则

Z 脏4 摘5 站3 着急6 找4 这个1 这儿4
扎澡侉泽澡侏 扎澡侃 扎澡佾 扎澡佻扎伽燥 扎澡侪灶倮躁蚤佟灶 扎澡侪灶倮赠俨 扎澡侔灶倮
这时3 支1 指3 制造1 中间6 终于9 重10
扎澡俪赠蚤 扎澡怎伽灶倮 扎怎佻澡侔怎
主意10 撞6 最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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