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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本书是专为小学生针对作文与口试考取高分而精心编
写的。
2 本书根据作文与口试可能涵盖的范围，将内容分为相
貌神情、言谈举止、品行生活、学习表现、亲情友
情、做事处世、生老病死、自然天气、景色旅游、花
草树木十大类。每一分类提供实用、精彩的常用语，
供学生参考、应用。
3 本书提供的精彩常用语包括词语、成语、谚语、俗
语、惯用语与歇后语，这些常用语源远流长，优美生
动，对应付作文与口试，十分实用。
4 学生如果能在作文与口试中适当地运用一些精彩的常
用语，就能使作文与口试显得更完美，从而达到加分
的目的，考取高分。
5 欢迎教师推荐采用，并提出意见，以便再版时修订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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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貌神情
如果你要表达……

可以用……

词语
被吓得脸色有点发青。

苍白 cAng bBi

老年人的态度、神色和蔼安详。

慈详 cG xiBng

脸上表情很死板。

呆呆 dAi dAi

肌肉不丰满，软弱无力。

瘦弱 shNu ruN

不显著地、不出声地笑。

微笑 wPi xiDo

微笑时眼皮微微合拢的样子。

笑眯眯 xiDo mF mF

微笑的样子。

笑嘻嘻 xiDo xF xF

显得很严肃而厉害。

严厉 yBn lI

相貌神情

如果你要表达……

可以用……

成语
内心活动不从语气和神态上表
现出来，显得态度很镇静。

不动声色

镇定自如，从容不迫。

不慌不忙

bV dNng shPng sS

bX huAng bX mBng

对别人不加理会，神情显得冷
淡。

不理不睬

心事重重，愁闷不乐的神情。

愁眉不展

bX lH bX cCi

chLu mQi bX zhCn

愁苦的神情。

愁眉苦脸
chLu mQi kW liCn

情绪低落、失落而精神不振的
样子。

垂头丧气

儿童、青少年容貌秀美。

唇红齿白

chuG tLu sDng qI

chVn hLng chH bBi

态度镇静，不慌不忙。

从容不迫
cLng rLng bV pN

相貌神情

如果你要表达……

迟钝的样子。

可以用……

呆头呆脑
dAi tLu dAi nCo

态度和蔼可亲。

和颜悦色
hQ yBn yuS sS

精神振作，情绪饱满。

精神焕发
jFng shQn huDn fA

不热情，不温和；态度严肃，
使人不容易接近。

冷若冰霜

用冷静或冷淡的态度从旁观
看。

冷眼旁观

愉快和蔼的面容。

满面春风

lRng ruN bFng shuAng

lRng yCn pBng guAn

mCn miDn chUn fPng

高兴愉快的样子。

眉开眼笑
mQi kAi yCn xiDo

年轻人容貌清秀俊美。

眉清目秀
mQi qFng mX xiX

从容镇静的样子。

面不改色
miDn bX gCi sS

相貌神情

如果你要表达……

可以用……

因急躁、害羞等脸上发红的样
子。

面红耳赤

女子容貌美丽。

明眸皓齿

miDn hLng Rr chI

mGng mLu hDo chH

容貌平常或丑陋。

其貌不扬
qG mDo bX yBng

精神饱满，身体健康。

容光焕发
rLng guAng huDn fA

脸上神态焕发，精神昂扬。

神采飞扬
shQn cCi fPi yBng

自以为优越而表现出得意或傲
慢的样子。

神气活现

脸色毫无异样，十分镇静。

神色自若

shQn qI huL xiDn

shQn sS zI ruN

嬉笑而不严肃的样子。

嘻皮笑脸
xF pG xiDo liCn

因为高兴而笑容满面的样子。

喜笑颜开
xH xiDo yBn kAi

相貌神情

如果你要表达……

自己感觉难为情的样子。

可以用……

羞人答答
xiU rQn dA dA

精神振奋，气概昂扬。

意气风发
yI qI fPng 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