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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侉蚤 遭侏扎蚤 遭蚤伽灶 遭蚤佴则藻灶 遭佻灶倮 遭俅 遭俅
B 被12 鼻子 4 变5 别人12 病3 布9 步10

糟佟蚤 糟伲蚤 糟佴灶倮 糟澡佗灶倮 糟澡佗灶倮糟澡佗灶倮 糟澡侃 糟澡侪灶倮 糟澡俦造倩蚤
C 猜4 采4 层7 尝6 常常8 吃2 冲8 出来5

糟澡俦择怎 糟澡怎佗灶倮 糟佼灶倮择蚤佗灶
出去10 床7 从前12
凿伲噪佟蚤 凿伲扎澡佶灶 凿伽蚤 凿佶灶倮 凿侑灶倮 凿侃 凿佻凿蚤

D 打开6 打针3 带3 灯1 等2 低7 弟弟1
凿蚤伽灶 凿蚤伽燥 凿蚤伽燥 凿怎侬
店2 钓11 掉5 朵4
佴则贼佼灶倮 侑则凿怎燥

E 儿童2 耳朵4
枣佟皂侏灶倮 枣佟泽澡佟燥 枣伽灶 枣佟灶倮遭蚤伽灶 枣伽灶倮曾侃灶 枣俅

F 发明8 发烧3 饭2 方便9 放心3 付2
倮伽蚤 倮佟灶 倮伲灶皂伽燥 倮伽灶 倮伽灶澡怎佼则 倮佶灶遭侑灶 倮侉灶倮

G 盖8 干9 感冒3 干12 干活儿12 根本12 更7
倮侪灶倮赠怎佗灶 倮侬怎 倮俪凿伽蚤 倮俅泽澡蚤 倮俅曾蚤佟灶倮 倮俅赠佻 倮怎侃
公元9 狗6 古代9 故事2 故乡7 故意12 龟10

  倮怎侔造倩蚤 倮怎侔择怎
过来6 过去10
澡佗蚤泽澡佻 澡伲灶 澡侔怎造佗蚤 澡俨 澡俅泽澡蚤 澡怎伽遭伽燥 澡怎侏

H 还是8 喊12 后来8 壶8 护士3 画报2 回10
躁佾 躁蚤佟燥贼侪灶倮 躁蚤佶凿伽燥 躁蚤佴倮怎侬 躁佻灶倮 躁俪 躁怎佴曾侃灶

J 几11 交通1 街道1 结果11 静7 举7 决心9
噪伽灶躁蚤倩灶 噪佶曾怎佴躁蚤佟 噪侑赠佾 噪侉 噪侉遭侑灶 噪怎佟灶

K 看见1 科学家8 可以10 刻12 课本2 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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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佟 造佗灶倮 造佗燥凿侔灶倮 造侑灶倮 造佻噪侉 造蚤佗灶倮 造蚤佗灶倮 造佼怎
L 拉1 狼12 劳动4 冷5 立刻12 凉6 量3 楼7

皂伲泽澡伽灶倮 皂伲灶 皂伽灶 皂佗灶倮 皂佟燥 皂侉蚤皂e蚤
M 马上6 满6 慢10 忙1 猫6 妹妹1

灶佗 灶佴灶倮 n侔灶倮
N 拿2 能11 弄12

责佗 责伲燥 责侏 责蚤伽灶 责蚤伽灶 责蚤佟燥 责侔
P 爬10 跑5 皮9 片9 骗12 飘5 破9

择侃责蚤伽灶 择侏倮怎伽蚤 择佾造倩蚤 择佻 择佻 择蚤佟灶 择蚤佗灶
Q 欺骗12 奇怪8 起来2 气8 汽5 千7 钱2

则伽灶倮 则佴灶皂藻灶 则佴灶倮则佗灶
R 让8 人们5 仍然10

泽伽蚤 泽佟灶曾侃灶蒺侉则赠佻 泽澡佶灶遭蚤佟灶 泽澡佶灶倮择佻 泽澡佶灶倮
S 赛10 三心二意11 身边10 生气11 声12

泽澡侃 泽澡侏澡o怎 泽澡佻赠伽灶 泽澡侬怎 泽澡俦凿蚤伽灶 泽澡怎佻躁蚤伽燥
诗7 时候8 试验8 首7 书店2 睡觉5
贼佟皂藻灶 贼佗灶倮 贼蚤佗灶 贼蚤伽燥 贼侃灶倮躁蚤倩灶 贼侏灶倮 贼俅

T 他们6 糖6 甜6 跳5 听见6 停1 兔6
憎伲灶倮 憎伽灶倮

W 往1 望7
曾蚤伽造倩蚤 曾蚤佗灶 曾蚤伽灶扎伽蚤 曾蚤伽燥

X 下来5 咸6 现在2 笑11
赠佗灶 赠伲灶躁i灶倮 赠伽燥 赠侃赠怎伽灶 赠侏 赠佾躁侃灶倮

Y 盐6 眼睛4 药3 医院3 疑7 已经11
赠佻遭蚤佟灶 赠佻遭蚤佟灶 赠佻凿蚤伲灶则 赠侏澡怎佻则 赠侬怎皂侏灶倮

  一边…一边4… 一点儿3 一会儿11 有名8
赠侬怎泽澡侏澡燥怎

  有时候5
扎侑灶皂藻 扎澡侉赠伽灶倮 扎澡佶灶 扎澡佶灶倮 扎澡侃凿伽燥 扎澡佾 扎澡俨

Z 怎么11 这样10 针3 争6 知道5 纸9 竹9
扎澡怎佟灶曾侃灶 扎澡怎侃 扎澡怎侪 扎佻躁佾 扎怎佾

  专心11 追10 捉11 自己6 嘴4

中文 3 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