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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  條目安排：

（1）	 本詞典的主要使用對象為中小學生、語文教師和其他中等文化

程度的讀者。

（2）	 本詞典收入具有相同、相近意義的現代漢語常用同義詞語以及

具有相反、相對意義的反義詞語合共 6000 餘組。

（3）	 正文條目按首字的漢語拼音順序排列，條目首字同音時則依筆

畫由少到多排列。

（4）	 正文內容包括：詞目、拼音、釋義、舉例、對應的同義詞及反

義詞、辨析。

	 以常見、多用者為詞目，包括單音詞、雙音詞和四字詞語。

2.  注音：

（1）	 詞目與對應的同反義詞均按《漢語拼音方案》標注普通話讀音。

（2）	 多音節詞或短語的注音一律分寫，輕聲字不標調號。一般輕

讀、間或重讀的字，注音上標調號，注音前再加圓點。「一」、

「不」若有變調，則按變調標注。

3.  釋義：

（1）	 釋義力求簡潔明瞭。

（2）	 一個詞有多個義項時，只列出有同義或反義關係的義項。

（3）	 多個義項用 1.	 2.	 3. 等分列。

	 	 i



4.  舉例：

（1）	 單音節詞目的舉例儘量選用多音節詞，多音節詞目的舉例則用

短語或句子。

（2）	 例子中用「∼」表示詞目，用「︱」分隔例子。	

5.  對應的同義詞及反義詞：

（1）	 詞目有多個義項時，對應的同義詞及反義詞分別列在各個義項

之下，以	同 	及	反 	列明。

（2）	 對應的同義詞語不舉例；對應的反義詞舉例。

6.  辨析：

	 對有些詞的詞義、用法等作簡要說明。	

7.  檢字：

	 本詞典正文條目按首字的漢語拼音順序排列，另附筆畫檢字

表，方便讀者查閱。

ii	 	 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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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哀 ~i　心中悲傷；很悲痛  ∼愁︱
悲∼︱喜怒∼樂︱來人一再∼求，想
跟老闆見上一面。
同【悲】 b$i 
反【樂】 l& 快∼︱歡∼︱∼不可支。
反【喜】 x) ∼悅︱∼慶︱∼滋滋的︱
露出驚∼的神情。
反【歡】 hu~n ∼樂︱∼歌笑語︱他們
開始還好好的，後來竟鬧得不∼而散。

「哀」屬於書面語，多組成合成詞或
短語中使用。

哀愁	~i ch1u　悲愁；憂愁  滿腹
∼︱∼的情緒︱眼中充滿了∼的神
情。
同【哀戚】 ~i q*

「哀戚」比較莊重，屬於書面文言詞
語，如說「哀戚萬分」、「分外哀戚」。

哀求	~i qi5　央告；苦苦地請求  
∼了半天也沒用︱來訪者帶着∼的表
情訴說個不停。
同【請求】 q)ng qi5
同【央求】 y~ng qi5
同【懇求】 k^n qi5

「哀求」強調情緒方面，多指可憐地
向人請求，突出哀告請求，多用於
弱者對強者、下級對上級、無權勢
者對有權勢者等。「央求」強調懇
切，如說「一再央求經理不要炒他魷
魚」。「懇求」突出誠懇的態度。「請

求」突出提出要求，希望得到滿足或
同意，如說「戰士們請求馬上出征」。

哀傷	~i sh~ng　心裏十分傷心；
悲傷  ∼至極︱神情中露出∼︱唱機
播放着∼的樂曲。
同【悲傷】 b$i sh~ng 
反【歡樂】 hu~n l& ∼的舞曲︱呈現
出∼的氣氛︱公園裏飄盪着孩子們∼
的歌聲。
反【高興】 g~o x_ng 別∼得太早︱我
向大家說一件∼的事︱比賽結果令大
家特別∼。
反【快樂】 ku#i l& ∼無比︱祝各位朋
友節日∼。
反【歡欣】 hu~n x*n 聽了這個消息，
同學們∼鼓舞。
反【快活】 ku#i huo 老人退休後，日
子過得挺∼的。

挨近	~i j_n　靠近  孩子慢慢∼老
師︱你那台電腦不要∼牆壁。
反【遠離】 yu@n l(  ∼家園︱教育學生
∼毒品︱老人自小∼故鄉，外出謀生。

矮 @i　1. （人）身材短小  兩人一
高一∼︱那孩子長得太∼。
反【高】 g~o 增∼︱你看，又來了一
個∼個兒。
2. 上下距離比較短的  東西都放在∼
牆後面︱那屋子顯得比較∼。
同【低】 d*

「矮」可以用於指身材短小。「低」不
可用以指身材，只用於物體、建築
等，如說「地勢低」、「現在潮位比
較低」、「那幅畫兒你掛得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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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高】 g~o 登∼︱∼空作業︱山∼
路遠︱只有站得∼才能看得遠。
3. 等級、地位低的  ∼一級︱自己的
條件不好，常常覺得∼人一等。
同【低】 d* 
反【高】 g~o ∼檔︱∼級︱∼層次︱
此人棋藝∼超，不可小覷。

矮小	@i xi@o　又矮又小  身材∼︱
∼的個頭︱∼的櫃子放不下多少東西。
同【短小】 du@n xi@o

「矮小」一般用於人，多指人的身材，
也可指其他有形物體，如樹木、建
築物、山脈等。「短小」除了指人，
還可用於器物，如說「那把刀的柄過
於短小，實在無法使用」。

反【高大】 g~o d# 身子∼︱形象∼︱
∼的招牌︱那個男人長得∼而肥胖。
反【魁梧】 ku( w5 身子∼高大，像座
鐵塔。
反【偉岸】 w^i #n ∼的身軀︱村口有
一棵∼挺拔的大樹。

愛 #i　1. （因感情深而）喜歡、熱
愛  ∼國︱才半年他就∼上了這份工
作︱小伙子一直∼着那位姑娘。
反【恨】 h&n ∼之入骨︱產生∼意︱
∼鐵不成鋼。
反【憎】 z$ng 愛∼分明︱這人面目
十分可∼。
反【厭】 y#n 令人生∼。
2. （對某事）感興趣  她就∼說笑
話︱我平時∼聽流行音樂。
反【厭】 y#n ∼食︱這類故事我早就
聽∼了。
反【惡】 w7 各人的好∼不同。
反【嫌】 xi!n 他們都∼我老了︱你可

別∼祖母嘮叨。

愛不釋手	#i b5 sh_ sh2u　因非
常喜歡而不捨得放下  那本書雖然已
經看了多遍仍然∼。
反【不屑一顧】 b5 xi& y( g7 她對來人
∼︱很多人對舊衣服∼。

「愛不釋手」突出不忍心放下。「不
屑一顧」強調不值得看，表示看不起。

愛財如命	#i c!i r5 m_ng　十分
吝惜錢財，就像吝惜生命一樣  人們
都知道他是一個∼的守財奴。
反【揮金如土】 hu* j*n r5 t6 他家祖上
本來很興旺的，遇上這麼個∼的二世
祖就不行了。

兩個成語都用於貶義。「愛財如命」
突出過於愛惜錢財，一點也不捨得
用。「揮金如土」強調任意揮霍而毫
不愛惜。

愛戴	#i d#i　敬愛、熱愛並誠心
擁護  領袖深受∼︱學生∼老師︱作
品體現着對逝者的∼之情。
同【擁戴】 y`ng d#i
同【敬愛】 j_ng #i

「愛戴」感情色彩莊重，突出敬重而
擁護，常用於對領袖、導師、德高
望重的專家或英雄等。「擁戴」側重
於擁護某人出任某職務，如說「選民
擁戴他出任市長」。「愛戴」和「擁
戴」只用作動詞。「敬愛」含有親切
的意思，可用作動詞或形容詞，如
說「敬愛父母」、「敬愛的讀者」、「敬
愛的客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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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	#i gu1　熱愛自己的祖國  發
揚∼精神︱老人一貫∼︱支持國貨是
一種∼行為。
反【賣國】 m#i gu1 漢奸∼︱師生們
痛斥那伙人可恥的∼行徑。
反【叛國】 p#n gu1 ∼投敵。

愛好	#i h#o　1. 喜愛；喜好  ∼
和平︱∼體育活動。
同【喜好】 x) h#o
反【憎惡】 z$ng w7 臉上顯出∼的神
情︱這種行徑使人∼。
反【討厭】 t@o y#n 我很∼他的那些
做法︱他這麼一次次來煩人，你不覺
得∼嗎？
反【厭惡】 y#n w7 令人∼︱對此感
到非常∼。
2. （對某些事物）興趣濃厚  ∼集郵。
同【嗜好】 sh_ h#o

「愛好」帶褒義，可用於具體事物或
抽象事物，如說「愛好數學」、「愛
好動漫」、「愛好打保齡球」等；也
用作名詞，如說「這是他多年的愛
好」。「喜好」突出對事物的愛意並
積極參與，如說「喜好山水畫」、「她
歷來喜好綠茶」。「嗜好」屬中性詞，
指特別深的愛好，能用於有益的活
動，如「嗜好園藝」；亦能用於不良
的習慣、行為，如說「嗜好煙酒」、

「嗜好打麻將」、「不良的嗜好傷害
了他的身體」。

愛護	#i h7　珍愛並加以保護  ∼
兒童︱∼公共財產︱請保護環境，∼
我們的家園。
同【愛惜】 #i x*
同【珍惜】 zh$n x*

「愛護」兼有「愛惜」和「保護」的意
思，偏重於「護」，適用範圍較廣。

「愛惜」突出「惜」，強調因喜歡、重
視而不捨得損壞及浪費，適用對象
多為容易消耗的事物，如說「愛惜財
物」、「要愛惜糧食」；也用於人和
時間，如說「要愛惜大好時光」、「請
愛惜自己」。「珍惜」的對象多是貴
重物品或人的感情，如說「十分珍惜
這枚結婚戒指」、「珍惜友誼」、「珍
惜真摯的情誼」等。

反【傷害】 sh~ng  h# i 受到極大的
∼︱你不能去∼她。
反【破壞】 p3 hu#i 肆意∼公物︱不
准任意∼公共財物。
反【摧殘】 cu* c!n 橫加∼︱∼幼小
的心靈。
反【損害】 s6n h#i 嚴重∼︱不能如
此∼公司的利益。
反【殘害】 c!n h#i 他的那些∼兒童
的行為令人髮指。
反【戕害】 qi~ng h#i ∼健康︱∼身
心︱∼婦女兒童。

「愛護」多指愛惜並保護，對象是人、
生物或其他事物。「戕害」屬於書面
語。

愛慕	#i m7　因內心嚮往、喜歡
或者敬重而樂於接近  互生∼之情︱
別這麼∼虛榮︱∼之心溢於言表。
同【傾慕】 q*ng m7
同【羨慕】 xi#n m7

「愛慕」偏重於「愛」，適用於人及
思想或意識方面。「傾慕」側重於

「傾」，只用於人，如說「相互傾



A

4      #i－ ~n   愛曖安

慕」、「令人傾慕」。「羨慕」指因見
到他人條件比自己優越而希望自己
也能獲得，如說「十分羨慕他家的條
件」、「她以羨慕的眼光看着對方」。

反【嫌棄】 xi!n q_ 遭人∼︱不應該∼
老人。
反【憎惡】 z$ng w7 我∼那種虛偽的
腔調。
反【討厭】 t@o y#n 我很∼那個人的
虛浮作風。
反【痛恨】 t3ng h&n 十分∼︱我∼自
己覺悟得太晚，給大家帶來諸多麻煩。
反【鄙視】 b) sh_ 人們極為∼不勞而
獲的做法。

愛惜	#i x*　非常愛護；很珍惜  ∼
糧食︱∼財物︱∼大家努力的成果。
反【浪費】 l#ng  f& i ∼資源︱∼時
間︱我們反對這種∼行為。
反【糟蹋】 z~o·t# 不能如此∼自己︱
別∼自己的身體︱當地的自然環境被
∼得不像樣子。

「愛惜」多用於時間、人力和財物等。

曖昧	#i m&i　1. （態度、意思）含
糊、不清晰、不明朗  態度∼︱觀點
比較∼。
同【含糊】 h!n hu
反【明朗】 m(ng l@ng ∼的觀點︱∼
的敘事風格︱你的態度應該更加∼一
些。
反【鮮明】 xi~n m(ng 立場∼︱∼的
觀點︱我方的態度很∼。
2. （行為）不光明；關係不正常（常用
於男女關係）  行為∼︱他倆的關係
很∼。

反【光明】 gu~ng m(ng ∼磊落︱行為
∼︱我覺得這些事都很∼正大。
3. 光線暗淡  這條林間小路∼不明。
反【光亮】 gu~ng li#ng ∼的桌面︱大
廳裏一片∼。

安 ~n　1. 安穩；平靜  ∼如泰山︱
國泰民∼︱得知那件事情後，他天天
坐立不∼。
反【煩】 f!n 覺得很∼︱心∼意亂。
反【亂】 lu#n 心∼如麻︱你們一鬧，
現在事情都∼了。
2. 平安；安全  居∼思危︱轉危為∼。
反【危】 w$i ∼在旦夕︱∼如累卵。

安定	~n d_ng　1. （生活、時局、
秩序等）情況穩定、平靜正常而沒有
騷擾  心神∼︱生活∼︱尋求∼的環
境。
同【安寧】 ~n n(ng
同【穩定】 w^n d_ng

「安定」偏重於「安」，多用作形容
詞；也可作動詞，突出使平靜，如
說「安定人心」、「你去安定一下她
的情緒」。「安寧」不作動詞用。「穩
定」突出穩而不亂，如說「情緒穩
定」、「穩定局面」、「穩定物價」。

反【動盪】 d3ng d#ng ∼不安︱防止
社會∼。
反【動亂】 d3ng lu#n 蓄意製造∼。
反【騷亂】 s~o lu#n 發生局部∼。
2. 使安穩平靜  ∼人心。
反【擾亂】 r@o lu#n ∼人們的情緒︱
這種做法∼了正常的教學秩序。

「安定」突出安，強調各方面都很正
常，沒有紛擾，多指形勢、局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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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也指心情、情緒。「動亂」指
社會發生嚴重騷亂。

安分	~n f&n　規矩而守本分  他
很∼守己︱為人要∼一些才好。
同【本分】 b^n f&n
反【非分】 f$i f&n ∼的企圖︱你們不
要對此有∼之想。

安分守己	~n f&n sh2u j)　安於
本分，不違法，保持品節  老人一生
∼︱我做人歷來∼，不會無事生非。
反【惹是生非】 r^ sh_ sh$ng f$i 你們
別在那裏∼了︱我老是擔心那幾個人
會∼。

「安分守己」突出安於自己的本分，
不做違法亂紀的事情。「惹是生非」
突出常常招惹他人，惹出麻煩或事
端。

安靜	~n j_ng　沒有聲音，不吵不
鬧  環境∼︱請保持∼︱我需要一個
∼的空間︱為了這事，她的心情一直
∼不下來。
同【寧靜】 n(ng j_ng
同【寂靜】 j_ j_ng
同【平靜】 p(ng j_ng
同【恬靜】 ti!n j_ng
同【清靜】 q*ng j_ng

「安靜」語意較輕，突出環境不嘈雜，
沒有聲音，也可用於生活的狀態。

「寧靜」突出安寧而沒有攪擾，多用
於文學語體，如說「寧靜的江面」、

「近日心中頗不寧靜」。「寂靜」突出
沒有一點兒聲響，只指環境情況，如

說「寂靜的夜晚」、「寂靜的森林」。
「平靜」突出心情沒有動盪或波動，
如說「心情不能平靜」、「激動的情
緒慢慢平靜下來」。「恬靜」突出「靜」
的狀態；還指文靜，屬於書面語，如
說「恬靜大方」、「恬靜的氣氛」、「環
境恬靜幽雅」。「清靜」突出「清」，
強調不雜亂、沒有干擾，如說「清靜
的街角」、「落得耳根清靜」。

反【嘈雜】 c!o z! 人聲∼︱∼的叫賣
聲︱過於∼的環境，使我無法安心學
習。
反【喧鬧】 xu~n n#o 環境非常∼︱
∼的會場裏偶爾也有柔美的樂曲聲傳
來。
反【喧囂】 xu~n xi~o 一片∼︱到處
是∼的聲浪。

安居樂業	~n j4 l& y&　生活安
定，工作愉快，指安定的社會環境  
人民追求∼的生活。
反【顛沛流離】 di~n p&i li5 l( 多年來
∼，生活無着。

「顛沛流離」指生活相當困苦，四處
流浪。

安樂	~n l&　生活富足而安寧  生
活∼︱當地經濟繁榮，民眾∼。
反【憂患】 y`u hu#n 即使很富足，也
應當有∼意識︱古語云「生於∼，死
於安樂」。
反【艱辛】 ji~n x*n 生活∼︱牢牢記
住先輩們創業的∼。

「安樂」突出安定富足並且快樂。「憂
患」突出艱難而讓人感覺憂慮。



A

6      ~n   安

安謐	~n m_　（環境、地方）安
寧、平靜  環境∼︱分外∼︱∼的夜
晚。
同【靜謐】 j_ng m_

「安謐」強調環境安穩，令人心情平
靜。「靜謐」突出毫無聲息，多用於
文藝描寫，如「靜謐的河岸」。「安
謐」、「靜謐」均屬於書面語。

安眠	~n mi!n　安穩地熟睡着  吃
了這種藥會使人∼︱煩得讓人無法
∼。
同【安息】 ~n x*

「安眠」突出睡得安穩，有很強的形
象色彩。「安息」 強調停止一切活
動，多用於對死者表示悼念，如說

「爺爺，您安息吧！」

反【失眠】 sh* mi!n 他為此整夜∼︱
她最近常常∼，是因為比較緊張的緣
故。

安寧	~n n(ng　1. 安定而沒有騷
擾  確保一方∼。
反【混亂】 h7n lu#n 局面∼︱製造∼
狀況︱一片∼。
反【動盪】 d3ng d#ng ∼不安︱那是
個∼的年代。
2. （心情）平靜  最近工作上事情太
多，使人不得∼。
反【煩亂】 f!n lu#n ∼不寧︱心裏老
是∼不定。

安排	~n p!i　有秩序地處理或籌
辦  精心∼︱∼勞動力︱合理∼時
間︱∼好一天的工作。
同【安頓】 ~n d7n

同【安置】 ~n zh_
同【佈置】 b7 zh_
同【部署】 b7 sh6

「安排」突出區分先後主次、輕重緩
急，有條不紊地處理人或事，多與

「時間」、「住所」、「食宿」等詞搭
配，適用範圍較廣，但不用於具體
動作。「佈置」突出在某個地方安
排、陳列物件，使之符合需要，多
與「任務」、「環境」等詞搭配，如
說「佈置會場」。「部署」多用於比
較重要的場合和比較重大的事情，
如說「部署兵力」、「部署救災措
施」。

安全	~n qu!n　沒有危險；（事
情的進行）有保障  ∼返航︱∼抵
達︱請注意交通∼︱加強∼防範措
施。
同【平安】 p(ng ~n

「安全」突出有保障，不受威脅，多
用於生命、環境等，常與「生產」、

「交通」、「操作」、「財產」、「感覺」
等詞搭配。「平安」突出太平無事，
多用於人身，如說「平安到達」、「平
安度過每一天」、「好人一生平安」。

反【危急】 w$i j( 情況十分∼︱∼關
頭他挺身而出。
反【危險】 w$i xi@n 他們冒着生命∼
搶救受災者︱部隊無意中走進了∼地
段。

安如泰山	~n r5 t#i sh~n　 指
像泰山那樣穩固，不可動搖  地位∼。
反【危如累卵】 w$i r5 l^i lu@n 整個基
業∼，即將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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