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前儿童最容易理解的 649 个字 (分类字词形式) 
注：黄色标注的字词为没有在“最常用 1000 字”中出现的字词。 

 

人们：妈妈 爸爸 哥哥 姐姐 弟弟 妹妹 儿子 女儿 孙子 孙女 

爷爷 奶奶 姥姥 姥爷 姑姑 舅舅 姨妈 叔父 朋友 叔叔 阿姨 老

师 警察 医生 大人 孩子 宝宝 你们 我们 他们 她们 咱们 大家 

同学 小朋友 男孩 女孩 儿童 自己 别人 公主 王子 妖怪 客人 

邻居 

 

数字：数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 半个 两个  

 

颜色：颜色 红黄绿蓝粉紫橘棕灰白黑金银 

 

形状：圆形 正方形 长方形 椭圆 心形 三角形 球  

 

身体：身体 头 头发 脸 眉毛 眼睛 鼻子 嘴 耳朵 下巴 脖子  

肩膀 胳膊 手 手指头 手心 手背 指甲 肚子 后背 腿 脚 翅膀 

尾巴  

 

自然：自然 宇宙 世界 太阳系 太阳 星星 地球 月亮 云彩 天 

地 土 石头 沙子 刮风 下雨 打雷 闪电 下雪 彩虹 山 海 海滩 

沙滩 湖 河 水 火 冰 树 树林 树叶 树皮 树枝 花 草 木头 

 

动物：动物 猫 狗 鸡 公鸡 母鸡 鸭子 鹅 兔子 野兔 火鸡 马 

牛 野牛 羊 猪 野猪 大熊猫 小熊猫 老虎 棕熊 黑熊 狼 狐狸 

大猩猩 猴子 松鼠 土拨鼠 老鼠 狮子 大象 长颈鹿 梅花鹿  

河马 犀牛 袋鼠 树袋熊 鸟 燕子 蝴蝶 蜻蜓 鱼 金鱼 鲸鱼  

海豚 鲨鱼 海龟 乌龟 鳄鱼 蛇 蚂蚁 蜜蜂 蜗牛 虫子 龙 恐龙 

 



食物：早饭 午饭 晚饭 水果 苹果 香蕉 梨 桃 西瓜 芒果 菠萝 

荔枝 橘子 柚子 葡萄 枣 果汁 蔬菜 黄瓜 西红柿 芹菜 豆角  

菠菜 南瓜 茄子 白菜 韭菜 青椒 辣椒 萝卜 干果 花生 瓜子  

西瓜子 葡萄干 开心果 核桃 玉米 馒头 面包 大米 米饭 米粥 

包子 饺子 粽子 花卷 元宵 面条 比萨 豆腐 猪肉 牛肉 鸡蛋  

鹌鹑蛋 牛奶 酸奶 零食 蛋糕 饼干 点心 冰激凌 冰棍 巧克力 

棒棒糖 棉花糖 水 蜂蜜 糖 健康食品 垃圾食品  

 

日常用品：桌子 椅子 凳子 床 床单 枕头 被子 牙膏 牙刷  

杯子 毛巾 碗 盘 勺子 叉子 筷子 眼镜 书 本 铅笔 彩笔 蜡笔 

剪子 表 钟 书包 电视 电话 手机 电脑 台灯 电灯 沙发 钢琴 

指甲刀 生日蜡烛 镜子 冰箱 洗衣机 垃圾箱 垃圾桶 回收箱  

盒子 铲子 桶 浇水壶 照相机 钱 书架 门 窗户 墙 纸 本 电池

皮球 足球 篮球 玻璃球 跳绳 滑板车 风筝 乒乓球 积木 娃娃 

风车 拼图 气球 水枪 雨伞 安全座 笔筒 文具盒 

 

交通工具：飞机 汽车 自行车 跑车 火车 火车轨道 轮船  

公交车  

 

家里家外：家 高楼 房子 小区 后院 厨房 洗手间 草地 花园  

车库 楼梯 滑梯 秋千 

 

地方：世界 国家 城市 学校 动物园 游乐园 公园 游泳池 电影

院 幼儿园 博物馆 飞机场 高速公路 马路 人行道 桥 图书馆  

教室 书店 超市 医院 停车场 

 

衣服：衣服 上衣 T 恤衫 毛衣 大衣 背心 裤子 短裤 内裤  

袜子 鞋 雨鞋 凉鞋 拖鞋 睡衣 睡裤 雨衣 帽子 手套 



行为动作：数数 算数 剪指甲 画画 唱歌 读书 写字 说话 聊天

摆拼图 擦桌子 吹蜡烛 点蜡烛 开灯 关灯 开门 关门 上楼  

下楼 洗手 洗脸 洗澡 洗衣服 刷牙 打电话 走 坐 跑 蹦 跳 哭 

笑 爬 看 指 抱 蹲 打人 睁开眼 闭上眼 滑滑梯 荡秋千 拍球 

摔倒 扶起来 站起来 看电视 看电影 拍照片 睡觉 醒了 休息  

玩水 游泳 吃饭 看病 吃药 散步 喝水 听音乐 弹钢琴 做作业 

买东西 上班 捉迷藏 种树 种花 种菜 出去 进来 过来 抬头  

低头 拿起来 放下 讲故事 帮助 帮忙 推车 告诉 同意 找东西 

 

情感：爱 喜欢 高兴 兴奋 幸福 伤心 难过 生气 害怕 

 

时间：春夏秋冬 春节 圣诞节 感恩节 万圣节 生日 生日礼物  

生日聚会 去年 今年 明年 昨天 今天 明天 上午 中午 下午  

晚上 傍晚 黑夜 星期 每天  

 

礼貌用语：懂礼貌 请 你好 您好 谢谢 对不起 没关系 再见  

拜拜  

 

形容词：大小 多少 高低 远近 快慢 好坏 前后 上下 左右  

外面 里面 中间 冷热温凉 胖瘦 新旧 轻重 真假 容易 简单 难

有趣 漂亮 美丽 难看 乖 棒  

 

副词：很好 太好了 非常好 特别好 更好 最好 挺好 

 

量词：一只猫 一件衣服 一个故事 一句话 一匹马 一张纸 一次 

 

其他常用字：的是要在和这也就都才给可么让几如时什所完为把

边从带但当因用又于着到得等第定而分跟候还加那能问现想些样

已以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