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小伙子

風華正茂 風流少年 青春年華 身強力壯  風流俊逸 健壯如牛

氣宇軒昂 風姿秀逸 引人注目 威風凜凜 年紀輕輕 初生之犢

血氣方剛 黃金時代 熱血青年 雄姿英發 英姿勃發 溫文爾雅

風度翩翩

2. 姑娘

青春年華 青春妙齡 青春美貌 年青女郎 錦瑟年華 豆寇年華

二八芳齡 如花似玉 絕代佳人 天生麗質 傾國傾城 花容玉貌

閉月羞花 沉魚落雁 國色天姿 婀娜多姿 黃花少女 黃花閨女

3.氣質

溫柔敦厚 落落大方 舉止端莊 平和恬淡 冰清玉洁 從容恬靜

舉止文雅 儀態端莊 文靜嫻雅 端莊典稚 氣質高雅 沉靜穩重

從容嫻靜 沉靜嫻淑 素雅大方

  4.神態

眉開眼笑 含羞帶笑 緊鎖眉頭 喜溢眉梢 忸怩作態 鬱鬱寡歡 

春風滿面 頑皮撒嬌 神采飄逸 笑語不斷 矯揉造作 多愁善感

喜眉笑眼 浮華淺薄 風姿綽約

5.打扮

花枝招展 打扮入時 服裝新穎 服飾新潮 濃妝淡抹 悉心打扮

塗脂抹粉 打扮得體

6.嬰兒

黃口小兒 褪褓小兒 小不點兒 挺肚蹬腳 大聲嚎哭 拼命啼哭

呱呱墜地 蹣珊學步 牙牙學語  

 

字詞貧乏向來是學生寫作的通毛病。

四字詞語

因此，特為學生提供常用的四字詞語。如要豐富寫作的內涵，那就要多看幾遍啦！



7.學生

聖人之徒 門牆桃李 得意門生 清寒學士 自面書生 一介書生

高門弟子 高足弟子 公門桃李 文弱書生 落魄書生  徒子徒孫

私塾弟子 再傳弟子 莘莘學子

8.好學

孜孜不倦 勤習苦練 求知若渴 好學不倦 手不釋卷 專心致志

勤奮鑽研 勤勉好學 埋頭苦幹 敏而好學 質疑問難 尋根究柢

發奮苦讀 潛心鑽研 挑燈夜讀 溯本窮源 一絲不苟 虛心好學

聚精會神 刻苦學習

9.老師

萬世師表 至聖先師 為人師表 良師淨友  嚴師益友 良師益友

10.育人

循循善誘 教導有方  苦口婆心 熱忱負責 老而彌堅 寬厚仁愛

熱愛學生 平易近人  言傳身教 待人以誠 恪守職責 動之以情

誨人不倦 精心育人  辛勤耕耘 曉之以理 育人有方 嘔心瀝血

11.文人才華

才華橫溢 才高八斗 七步成詩 妙筆生花 爐火純青 神來之筆

斗酒百篇 文思敏捷 文思如泉 筆意縱橫 筆藝超逸 揮灑自如

文思泉湧 得心應手 點石成金 筆墨酣暢 一氣呵成

12. 胖

心寬體胖 體圓膘壯 挺胸凸肚 腦滿腸肥 肥頭大耳 肥頭胖耳

挺胸疊肚 挺胸腆肚 痴肥臃腫 環肥燕瘦 肥頭大面 腹大如瓠

臃腫不堪 腹大便便  滾瓜流油

 

13. 瘦  

燕瘦環肥 瘦骨棱棱 瘦骨嶙峋 瘦筋巴骨 瘦小枯乾 皮包骨頭

骨瘦如柴    瘦骨伶仃 骨頭架子 一把骨頭 形銷骨立



14.眼

粗眉大眼 濃眉大眼 細眉細眼 眼似清泉 眼如秋水 眼橫秋波

迷糊睡眼 美目流盼 有眼無珠 眼送秋波 眼若餓鷹 眼若星星

眼睛明亮 眼睛發亮 眼如丹鳳 眼放光華 眼冒金星 眼窩深陷

15.目光

目光炯炯 目光如炬 目光犀利 目光如劍 目光呆滯 目光敏銳

目光刺人 目光如鼠 目光逼人 目光慈祥 目光溫和 目光如電

目光灼人 目光如豆

16.讒言

瘋言瘋語 瘋言醋語 流言蜚語 口舌是非 無稽之談 人言可畏

蜚語流言 閒言碎語 空穴來風 長舌如刀 胡言亂語 搬弄口舌

搬弄是非 播弄是非

17. 謊言

胡言亂語 胡說八道 胡說亂道 一派胡言 詭論巧辯 危言聳聽

信口胡說 信口開河 信口雌黃 調嘴學舌 調嘴弄舌 天花亂墜

妄下雌黃 巧舌如簧 不實之詞 加油添醋 油嘴滑舌 夢中說夢

添枝加葉

18.惡語

出言不遜 出言元狀 刻薄揶揄 惡語詆人 破口大罵 狗血噴頭

呵佛罵祖 嘲笑唾罵 嚴語相加 赤口毒舌 出口傷人 咒罵天地

惡語相逼 惡語交加 惡語傷人 爭吵不休 血口噴人

19.語氣

低聲下氣 娓娓道來 婉轉陳述 義正詞嚴 慷慨陳詞 慷慨激昂

慢聲低語 措辭圓滑 風情洋溢 疾聲厲色 理直氣壯 義憤填膺

斬釘截鐵 鋒芒逼人 唇槍舌劍 咄咄逼人 鏗鏘有力

20.無言

沉默寡言 默不作聲  默然下語 三緘其口 金人三緘 矢口不談

默默無語 默默無言 默默無聲 不言不語 不聲不響 未置一詞

緘默不語 緘口不談 無可奉告 不置一詞 守口如瓶 避而不談

默默相向



21. 慍怒

面紅耳赤 怒形於色 滿面怒容 老羞成怒 氣惱不過 滿面怒容

怒目而視 憤然作色 拂袖而去 臉露慍色 惱羞成怒 氣急敗壞

22.驚慌

惊慌失措 周章失措 莫名所措 局促不安 坐立不安 慌不擇路

手足無措  手忙腳亂 茫然無措 心有餘悸 驚慌無狀 驚弓之鳥

驚慌不安 心慌膽落 大驚失色 驚魂未定 心慌意亂 不寒而慄

心驚肉跳 心驚膽戰

23.大笑

哄堂大笑 捧腹大笑 拊掌大笑 琅琅大笑 哈哈大笑 笑彎了腰

縱聲大笑 開懷大笑 縱情大笑 笑破肚皮

24.哭泣

痛哭流涕 涕位漣漣 啼飢號寒 哭哭啼啼   號啕大哭 悲痛欲絕

哭得天昏地暗 哭得日月無光 哭得兩眼通紅

25.悲痛

創巨痛深 切膚之痛 悲痛欲絕 肝腸欲絕 肝腸痛絕 心如刀割

如雷擊頂 痛不欲生 萬箭鑽心 心如刀絞 死去活來 痛人骨髓

痛定思痛 痛心疾首 腸斷魂消 肝腸寸斷 鑽心刺骨 悲深痛切

26.憎恨

恨人骨髓 恨之人骨 切齒痛恨 切齒之恨 食肉寢皮 千刀萬剮

嫉惡如仇 忍無可忍 憤世嫉俗 終天之恨  不共戴天  血海深仇

此恨綿綿 恨海難填 咬牙切齒

27.思緒

思緒萬千 思緒起伏 思緒紛亂 回首前塵 回首往事 浮想聯翩

思緒不寧 思潮澎湃 心馳萬里 隱忍不發 愁情別緒 思緒明朗

心馳神往 心不在焉 回味無窮 清晰思緒 起伏不定



 28.思念

思古幽情 思賢若渴 念念不忘 一日三秋 刻骨銘心 永銘不忘

念念在心 心嚮往之 心馳神往 永志不忘 朝思暮想 耿耿於懷

懷念不忘 戀戀不忘 銘心刻骨 望穿秋水 望雲之情 望眼欲穿

29.憂愁

愁悶憂苦 愁思不斷 愁結不解 閑愁萬種 食不甘味 異鄉客愁

愁思茫茫 愁腸百結 愁腸寸斷 食不下咽 離愁別緒 離情別恨

愁眉不展 愁眉緊鎖 日坐愁城 悲天憫人 憂從中來 凄清愁苦

孤獨愁苦 多愁善感

30.焦急

心急如焚 心焦如焚 急不可待 求勝心切 焦急萬分 五內俱焚

急不可耐 心焦火燎 心急如火 急於求成 求成心切 六神無主

 

31.激動

心潮澎湃  心潮激盪  心血來潮 激動不已  激動人心  心潮澎湃

心如鹿撞  心癢難撓  激情滿懷 不覺技癢

32.冷漠

麻木不仁 袖手旁觀 置身事外 熟視無睹 置若罔聞 不聞不問

等閒視之 充耳不聞 如風過耳 無動於衷 棄置不顧 置之不理

聽而不聞 視而不見 視若無睹 置之不顧    不以為意 一笑置之

不為所動 一笑了之

33.漠然

漠不關心 漠不經意 漠然處之 不理不睬 心不在焉 不屑一顧

漠不掛懷 漠然無情 漠然置之 漫不經心 木然無動 視同陌路

冷若冰霜 若無其事 愛理不理 視若無睹 袖手旁觀 置之不問

冷眼旁觀

34. 夏

熱氣逼人 熱氣蒸人 熱不可耐 赤日燙人 酷熱難擋 赤日炎炎

盛炎逼人 夏收大忙 夏樹蒼翠 烈日中天



35.和風

和風拂面 春風送暖 輕風陣陣 春風盪漾 風和日麗 春風拂面

輕風徐徐 涼風習習 清風徐來 拂面春風 風吹草低 東風裊裊

東風輕拂 春風浩盪 春風宜人 惠風和暢 晨風清爽 風平浪靜

暖風和煦

36.風雨

風調雨順 雨順風調 和風細雨 風雨交加 風雨交織 風雨驟至

斜風細雨 寒風細雨 風風雨雨 風雨無邊 風雨無情 風雨大作

頂風冒雨 熱風吹雨 凄風苦雨 風吹雨打 風雨洗禮 風狂雨猛

狂風暴雨

37.小雨

春雨迷蒙 春雨陣陣 煙雨茫茫 雨聲淅瀝 雨輕如紗 雨絲連綿

梅雨紛紛 細雨蒙蒙 雨絲風片 陰雨連綿 綿綿小雨 綿綿細雨

雨花紛揚 雨聲滴答 雨聲沙沙 如煙細雨 茫茫煙雨 毛毛細雨

絲絲雨星 點點滴滴

38.大雨

狂雨亂點 雨聲正酣 大雨淋漓 雨簾懸掛 雨幕茫茫 雨聲嘩嘩

大雨傾瀉 風雨大作 驟雨大作 狂風暴雨 風狂雨猛 風雨飄搖

暴雨突至 雷雨陣陣 雷雨交加

39.雷

春雷陣陣 一聲炸響 一聲炸雷 春雷滾滾 雷電交加 雷聲陣陣

晴天霹靂 雷聲轟鳴 雷聲隆隆 天打雷劈 五雷轟頂 雷聲震人

雷聲陣陣 雷打火燒 雷劈火燒 悶雷低沉 沉沉悶雷 春雷響動

驚雷轟頂 雷聲大作 雷聲震天 夏雷驟雨

40.電

電光閃閃 電光四射 電閃雷鳴 電似金箭 電光火石 電光石火

雷電交加 電光閃耀 電光閃爍 劃破長空 雷電襲擊 雷電大作

電光熠熠 電似火蛇 電似火龍



41.湖

湖水清澈 湖水漣漪 湖水柔和 湖平如鏡 月映湖中 湖波盪漾

湖水碧綠 湖水耀金 湖水盪漾 湖波漣漣 湖波雪湧 湖波翻滾

湖水浩森 湖色碧綠 湖色蒙蒙 湖波翻騰 湖波拍岸 湖波洶湧

湖光山色 湖光峰影 山光水色 湖翻銀浪 湖閃金波 浮光躍金

水波不興 煙水空檬 風平浪靜 湖面平靜 湖光水色 湖色蔚藍

湖天一色 湖清水靜 湖光塔影

42. 城市

車水馬龍 絡繹不絕 川流不息 熙熙攘攘 接踵摩肩 花天錦地

車輛如梭 車馬喧囂 人口密集 秀麗如畫 風光如畫 風光秀美

43. 街巷

人山人海 萬頭攢動 人潮如流 垃圾成堆 七斜八歪 七彎八轉

熙熙攘攘 車水馬龍 燈火輝煌 寂靜無人 青百鋪地 歲月悠久

地勢低洼 經常漬水 臭氣薰天

　

44.參觀

行注目禮 肅然起敬 油然而生 碧波盪漾 硬果累累 舉世聞名

蒼松翠柏 凝醉觀賞 肅然起敬 身臨其境 心潮澎湃 心潮起伏

仔細端詳 登高遠眺 整裝待發 情不自禁 熱血沸騰 琳瑯滿目

興致勃勃 緬懷先烈 可歌可泣 歷史悠久 年代久遠 井然有序

油然而生 百感交集 前撲後繼 整整齊齊 四方四正 整齊劃一

感人肺腑 引人注目 稻谷飄香 有稜有角 線條流暢 寬敞明亮

浮想聯翩 古色古香 技藝精湛

資料來源： http://iktmctun.tripod.com/new_page_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