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运典法
谜面引用典故袁 猜射时根据典故

内容会意扣合谜底遥 灯谜中的野典故冶袁
一般是指灯谜作品里引用的古代故事
和有来历出处的成语遥 引用典故能够
丰富谜面内涵袁强化艺术表现力袁增加
作品的韵味和情趣遥

例如院愚公之家渊成语一冤开门见
山

根据野愚公移山冶的传说袁愚公家
门前有太行尧王屋两座大山挡着路袁于
是他决心带领家人把山搬走遥 可见袁愚
公家一开门就见到大山袁据此扣合野开
门见山冶遥
二尧承启法
以文章中连贯的现成句子中的下

句为谜面袁 猜射时承接上句含义扣合
谜底曰 或以文章中连贯的现成句子中
的上句为谜面袁 猜射时启动下句含义
扣合谜面遥 前者叫野承上法冶袁后者叫
野启下法冶遥

例如院夜来风雨声渊寻人启事用语

一冤下落不明
谜面出自唐代诗人孟浩然 叶春

晓曳院野春眠不觉晓袁处处闻啼鸟遥 夜来
风雨声袁花落知道多少遥 冶根据下句野花
落知多少冶的含义袁会意扣合野下落不
明冶遥 谜底本指去处不清楚袁在此別解
为野渊花冤向下飘落的情况不清楚冶遥

三尧问答法
问答法是指谜面设问尧 谜底作答

的一种扣合方法遥 这类灯谜的谜面一
般含有野什么冶野如何冶野怎样冶野多少冶等
疑问词遥 用问答法制作的灯谜袁其谜底
是一个经过別解而含有谜趣的答案袁
与知识性问答题的答案有本质上的区
别遥

例如院兄弟情同什么渊字一冤捉
兄弟情同什么钥当然是野手足冶遥但

如果以野手足冶作答就不是灯谜了袁况

且这则灯谜要求猜出的谜底必须是一
个字遥 所以袁我们要深入一层去思考院
野手足冶可以组成什么字钥 有了这一思
路之后袁只要将野手冶替换成提手旁袁就
可以得到谜底野捉冶遥

课堂猜射
1.叶公见之袁弃而还走渊古代动物一袁2
字冤
2.杀给猴看没效果渊菜肴一袁3字冤
3.梁祝翩翩不分离渊服饰用品一袁3字冤
4.鹬蚌相争渊保险名词一袁3字冤
5.打起黄莺儿渊字一袁16笔冤
6.千古之恨怎酿成渊字一袁12笔冤
7.何物不怕火炼渊字一袁15笔冤
8.几岁算成年渊热点政治词一袁3字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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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级
野在线谜语竞猜冶

读一读袁 猜一猜袁赛
一赛遥欢迎同学们踊跃参
与江都实小 野在线灯谜
渊谜语冤竞猜活动冶袁竞猜

规则详见 野三叶草窑江都
实小冶网页野活动海报冶遥
你可以扫描右图的二维
码答题袁也可登录野三叶

草窑江都实小冶网页答题遥
竞赛参考答案及获奖名
单将在 野三叶草窑江都实
小冶网页公布遥

谜语古称野隐语冶野廋渊s侪u冤辞冶袁它萌
芽于远古时代遥 灯谜是在谜语的基础上
演变而来的袁并逐渐从谜语中独立出来遥
灯谜有野文虎冶野灯虎冶野春灯冶等别称袁所
以猜灯谜又叫野打虎冶野射虎冶野商灯冶等遥

一般认为袁 谜语包括事物谜和文义

谜遥在今天袁人们所说的谜语通常指事物
谜袁即民间谜语曰而人们所说的灯谜袁通
常专指文义谜遥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事物
谜与文义谜的区别袁我们来看以下谜例院

1.麻房子袁红帐子袁里面睡个白胖子
渊农作物一冤花生

这是一则事物谜袁即民间谜语遥谜面
以歌谣的形式袁 用拟人手法描述了花生
这种果实的形状特征袁 让人们通过形象
化的描述去寻找谜底遥

2.不识牡丹是何物渊农作物一冤花生
这是一则文义谜袁即灯谜遥 野不识牡

丹是何物冶是说对牡丹花感到陌生袁所以
谜底是野花生冶遥 这则灯谜的谜面没有涉
及花生这种果实的任何形状特征袁野花
生冶这个词在谜中只是一个纯粹的名词袁
词义也别解为野对花感到陌生冶遥

元朝著名的画家尧诗
人王冕小时候家里很穷袁
十岁时母亲就送他到财主
家去放牛遥

财主一看袁是个小孩袁
还不懂事袁 就对他的母亲
说院野这孩子年纪小袁 干不
了啥活遥 这样吧袁我们立个
字据袁先试一年袁如果干得
好袁能解答我提出的问题袁
就发给一年的工钱袁 第二
年继续在我家曰 如果回答
不出我所提出的问题袁我
不但不给工钱袁 请你另找
户主! 冶

母亲听了此话袁 犹豫

不决袁王冕说院野母亲袁不要
犹豫! 尽管照字据内容
办就是了遥 冶于是袁双方在
字据上画了押遥

一年很快过去了遥 王
冕把财主家的牛养得膘肥
体胖袁走向财主要工钱遥财
主本应按章办事袁 但却故
意刁难王冕袁 要讲一个故
事谜袁让王冕猜一字遥

王冕说院野你讲吧! 冶
财主说院野从前有一伙

穷孩子在挖墒袁 忽然挖到
一块有花纹像篮盖似的东
西袁 可谁也认不出是啥东
西遥 当时有人把它放到水

里洗了洗袁才看出原来是一
块玉璧遥大伙叫道院耶是块宝
贝呀!我们每人分一块吧遥 爷
于是就把玉璧砸碎了袁一人
分了一块遥 可是袁他们却不
懂袁这块价值连城的玉璧一
旦砸碎了就分文不值遥 结
果袁这伙穷人仍旧是两手空
空遥 冶

王冕听完财主讲的故
事袁立即就用水在桌上写了
一个字遥

财主无话可说袁只好把
一年的工钱如数付给了王
冕遥你能猜出王冕写的是什
么字吗?

灯谜与谜语的区别

故事长廊 王冕猜字 在线灯谜渊谜语冤竞猜

中高年级
野在线灯谜竞猜冶

会意法渊一冤

猜灯谜技巧

一尧正扣法
正面领会谜面意思袁 通过分析字义直接

求索谜底遥用正扣法制作的灯谜袁猜射时不必
拐弯抹角袁 只需根据谜面含义就可以直接推
敲出谜底遥

例如院垂涎三尺渊语文名词一冤顺口溜
谜面是一个成语袁 猜射时正面理解为

野渊口水冤顺着嘴巴滑落冶袁即可扣合野顺口溜冶遥
二尧反扣法
根据谜面意思袁 从相反或相对的方面进

行思考而推敲出谜底遥 运用反扣法制作的灯
谜袁 谜面与谜底会出现一些意义相反或相对
的词渊如白与黑尧天与地尧大与小尧夫与妻尧父
与子等冤袁有时还含有野无冶野不冶野非冶野没冶野莫冶
等否定词遥

例如院莫待雨湿鞋渊离合字一冤赶干走
谜面是说要走路不要等到下雨时袁 反向

理解便是野赶着路面干时走路冶袁据此扣合野赶
干走冶遥 离合字是会意体灯谜的一种特殊谜
目遥 这则灯谜中袁野湿冶与野干冶是一对反义词袁
野莫冶是否定词遥

三尧夹击法
根据谜面所描述的情况袁 通过分析有关

事物之间的联系袁旁敲侧击地推断出谜底遥这
类灯谜的谜面一般会强调或突出某些事物袁
借此夹击出谜底中的事物袁比如以野上下冶野左
右冶或野前后冶夹击野中冶袁以野琴棋画冶夹击
野书冶袁等等遥

例如院海空占优势渊三国人物一冤陆逊
现代军队一般包括海尧陆尧空三军遥 既然

海军空军占优势袁那就说明陆军相对逊色袁所
以谜底是野陆逊冶遥 这是以野海空冶夹击野陆冶遥

课堂猜射
1.欧洲之旅见闻录渊古代文学名著一袁3字冤
2.文明之邦渊欧洲国名一袁2字冤
3.大腹便便渊乐器一袁2字冤
4.不可动武渊文体一袁3字冤
5.来自北方的援助渊省会一袁2字冤
6.白日不相逢渊礼貌语一袁3字冤
7.上有兄长袁下有弟妹渊民航名词一袁2字冤
8.高不成低不就渊金融机构简称一袁2字冤

会意法渊二冤

会意法渊三冤

一尧运算法
运用数学思维袁 通过数量单位的

换算袁 或通过加减乘除的简单运算来
寻求谜底遥

例如院 游遍三山五岳 渊北京名胜
一冤八达岭

野三冶与野五冶相加为野八冶遥 野山冶和
野岳冶都是山岭遥 野游遍冶是说都已到达遥
谜底別解为野八次到达山岭冶遥

二尧漏字法
谜面故意将连贯而且有规律的词

句中的个别字词漏掉袁 猜谜者要抓住
所遗漏的字词去推敲出谜底遥

例如院生旦末丑渊俗语一冤眼不见
为净

中国戏曲中人物角色的行当袁习
惯上分为生尧旦尧净尧末尧丑遥 谜面仅列

出生尧旦尧末尧丑袁故意漏掉了野净冶袁据
此推敲出谜底野眼不见为净冶遥

三尧归纳法
对谜面上具有相同属性的事物进

行归纳袁 并以数量形式体现出来而构
成谜底遥 归纳法类似数学中的合并同
类项袁 谜底中的系数是谜面上属性相
同事物的总数量遥

例如院江淮河汉渊省名一冤四川
野江淮河汉冶是指长江尧淮河尧黄

河尧 汉水袁 因此可以归纳为 野四川冶遥
野川冶有水道尧河流的意思遥

四尧分扣法
把谜面句子分割成若干段袁 然后

逐段会意扣出相应字词而构成谜底遥
此法与会意法前九种方法的不同之处
在于谜面尧 谜底都明显可以分成多个

部分袁 谜面各部分与谜底各部分之间
具有一一对应的扣合关系遥

例如院 大漠孤烟直袁 长河落日圆
渊成语一冤风平浪静

谜面是唐代诗人王维叶使至塞上曳
诗中名句遥 野大漠孤烟直冶是因为没有
刮风袁会意扣野风平冶曰野长河落日圆冶是
因为没有波浪袁会意扣野浪静冶遥

课堂猜射
1.八骏剩一半渊字一袁8笔冤
2.十分热烈渊字一袁12笔冤
3.八成人长得不像渊民俗名词一袁4字冤
4.金木火土渊医学名词一袁2字冤
5.金银铜铁渊我国城市一袁2字冤
6.解除戒心袁畅所欲言渊安全名词一袁4
字冤
7.孩子作业袁父母包办渊成语一袁4字冤
8.厉害袁猜对了渊学校用语一袁2字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