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趣的歇后语
渊小相声冤

甲院渊跟乙打招呼冤咦袁半月不见袁瘦啦钥
乙院我废寝忘食研究歇后语袁能不瘦吗钥
甲院歇后语钥
乙院就是一句话分两部分袁前一部分像生动的
谜面袁由后一部分回答才是本意遥
甲院啊袁是这样遥 想来一定有不少收获遥
乙院收获可大啦浴 这歇后语简练尧生动尧幽默尧
有趣袁真是说不尽的好哇遥
甲院啊浴 我来考考你袁咋样钥
乙院你就考吧浴
甲院老鼠钻进书堆要要要
乙院咬文嚼字遥
甲院老鼠拉木楔要要要
乙院大头还在后边呢遥
甲院牛角上抹油要要要
乙院又尖渊奸冤又滑渊猾冤遥
甲院拖拉机撵兔子要要要
乙院用错了地方遥
甲院虎口里拔牙要要要
乙院贼大胆遥
甲院兔子的尾巴要要要
乙院长不了遥
甲院龙王爷跳海要要要
乙院正好回家遥
甲院羊伴虎睡要要要
乙院迟早是人家的口食渊实冤遥
甲院鸡蛋碰石头要要要
乙院自不量力遥
甲院猪鼻子里插大葱要要要
乙院装象渊相冤遥
甲院狗掀门帘要要要
乙院全凭一张嘴巴遥
甲院瞎猫捉到死老鼠要要要
乙院难得这一回遥
甲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要要要
乙院白日做梦
甲院鸭子浮水要要要
乙院靠的下边两只脚遥
甲院麻雀聚会要要要
乙院叽叽喳喳遥
甲院王八吃秤砣要要要
乙院铁心啦遥
甲院黄鼠狼给鸡拜年要要要
乙院没安好心遥
甲院狮子尾巴摇铜铃要要要
乙院哎呀袁这个袁让我想想噎噎
甲院我来告诉你吧袁野热闹在后头呢冶遥
乙院想不到袁你还真是狗撵鸭子要要要呱呱叫浴

渊摘自叶孩子天地曳杂志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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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回忆叶西游记曳里的人物袁并完成下面
歇后语填空遥
1.渊 冤照镜子要要要里外不是人
2.渊 冤见高小姐要要要改换了头面
3.渊 冤钻进铁扇公主肚里要要要心腹之患
4.渊 冤见了白骨精要要要垂涎三尺
5.渊 冤看书要要要一本正经
6.渊 冤坐天下要要要毛手毛脚
7.渊 冤进了女儿国要要要不想走了
8.渊 冤赴蟠桃会要要要不请自来
9.渊 冤捉孙大圣要要要易如反掌
10.渊 冤吃人参果要要要全不知滋味
11.渊 冤给唐僧送饭要要要虚情假意
12.渊 冤骗孙悟空要要要哄不住

13.渊 冤的芭蕉扇要要要能大能小
14.渊 冤上阵要要要倒打一耙
15.渊 冤看见红孩儿要要要见财难舍
16.渊 冤取经要要要好事多磨
17.渊 冤肉要要人人想吃
二尧想一想叶三国演义曳的相关故事袁再
选择合适的答案配对遥
18.司马昭之心要要要渊 冤
19.张飞放严颜要要要渊 冤
20.周瑜打黄盖要要要渊 冤
21.徐庶进曹军要要要渊 冤
22.刘备取媳妇要要要渊 冤
A.弄假成真 B.两相情愿 C.一言不
发 D.路人皆知 E.粗中有细
三尧 在下列歇后语的括号里填上合适
的字遥
23.招牌上挂马桶要要要 渊 冤名远扬
24.半空中骑马要要要渊 冤云渊 冤雾

25.斑马的脑袋要要要渊 冤渊 冤是道
26.跛脚马碰到瞎眼骡要要要渊 冤兄渊 冤弟
27.船头上跑马要要要走渊 冤 无路
28.好马遭鞭打要要要渊 冤辱负重
29.马背上的剧团要要要载渊 冤载渊 冤

歇后语是中国劳动人民自古以来在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一种特殊语言形式袁是
一种短小尧风趣尧形象的语句遥 它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起野引子冶作用袁像谜
面袁后一部分起野后衬冶的作用袁像谜底袁十分自然贴切遥 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袁通常
说出前半截袁野歇冶去后半截袁就可以领会和猜想出它的本意袁所以就称为歇后语遥

歇后语的分类袁有各种分法袁一般分
成以下四大类:

第一袁谐音类遥如:空棺材出葬要要要目
(墓)中无人曰孔夫子搬家要要要净是输(书)遥

这类歇后语是利用同音字或近音字
相谐袁 由原来的意义引申出所需要的另
一种意义遥 看到这类歇后语袁往往要转几
个弯子才能恍然大悟袁 因而也更饶有兴
味遥 有的书把它列入野双关语冶一类袁也是
有道理的遥

第二袁喻事类遥如:弄堂里搬木头要要要
直来直去曰冷水发面要要要没多大长进遥 这
类歇后语是用客观的或想象的事情作比

方遥如果对前一部分事情的特点尧情状有所
了解袁也自然能领悟后半段的野谜底冶遥

第三袁喻物类遥 如:鹦鹉学舌要要要人云
亦云曰老鼠上街要要要人人喊打曰棋盘里的卒
子要要要只能进不能退遥 这类歇后语则是用
某种或某些物件尧动物作比方遥了解前一部
分事物的性质袁也就能领悟它的意思遥

第四袁故事类遥 如:刘备借荆州要要要只
借不还曰 林冲棒打洪教头要要要专看你的破
绽下手遥 这类歇后语一般是引用常见的典
故尧寓言和神话传说等作比方遥 上述两例袁
只要知道刘备尧 林冲故事的袁 自能了然于
心遥

古时候袁有个叫张三的人袁他费了好
大的劲儿袁才积攒了三百两银子袁心里很
高兴遥 但他总是怕别人偷去袁就找了一只
箱子袁把三百两银子钉在箱中袁然后埋在
屋后的地下遥 可是他还是不放心袁怕别人
到来偷挖袁于是就想了一个野巧妙冶的办
法袁在纸上写上了野此地无银三百两冶七个
大字袁贴在墙角袁这才放心地走了遥谁知道
他的举动袁都被隔壁的王二看到了遥半夜袁
王二把三百两银子全偷走了遥为了不让张
三知道袁他也自作聪明地在纸上写上野隔
壁王二不曾偷冶贴在墙上遥 张三第二天早
上起来袁到屋后去看银子袁银子不见了袁一
见纸条袁才恍然大悟遥

后来便有了野此地无银三百两――不
打自招冶的歇后语遥比喻想要隐瞒真相袁结
果反而暴露遥

1.齐桓公的老马要要要迷途知返
2.赵括打仗要要要纸上谈兵
3.鲁班皱眉头要要要别具匠心
4.陈胜扯旗要要要揭竿而起
5.楚霸王自刎要要要身败名裂
6.李世民开言路要要要从谏如流
7.秦叔宝卖马要要要穷途末路
8.穆桂英挂帅要要要威风凛凛
9.龙王爷亮相要要要张牙舞爪

10.老寿星打哈欠要要要老气横秋
11.王母娘娘走亲戚要要要腾云驾雾
12.阎王爷当木匠要要要鬼斧神工
13.小鬼拜见张天师要要要自投罗网
14.土地爷喊城隍要要要神乎其神
15.城隍庙里讲故事要要要鬼话连篇
16.彭祖遇寿星要要要各有千秋
17.宋江的眼泪要要要虚情假义
18.李逵上阵要要要身先士卒
19.李逵穿针要要要粗中有细
20.史进认师父要要要甘拜下风
21.林冲上山要要要官逼民反
22.孙二娘开店要要要谋财害命
23.石迁偷鸡要要要不打自招
24.刘备当皇叔要要要时来运转
25.东吴招亲要要要弄假成真
26.诸葛亮放孟获要要要欲擒故纵
27.黄忠射箭要要要百发百中
28.吕布拜董卓要要要认贼作父
29.张飞耍杠子要要要轻而易举
30.许褚战马超要要要赤膊上阵
31.唐三藏取经要要要好事多磨
32.孙悟空拜唐僧要要要改邪归正
33.孙悟空七十二变要要要神通广大
34.孙猴子上天宫要要要得意忘形
35.猪八戒扮新娘要要要其貌不扬
36.猪八戒吃猪肉要要要忘乎所以
37.沙和尚挑胆子要要要忠心耿耿

38.白骨精遇上孙悟空要要要原形毕露
39.贾府的大观园要要要外强中干
40.贾宝玉看西厢要要要戏中有戏
41.贾宝玉出家要要要看破红尘
42.林黛玉进贾府要要要谨小慎微
43.林黛玉的身子要要要弱不禁风
44.王熙凤的为人要要要两面三刀
45.刘姥姥进大观园要要要少见多怪
46.叶公好龙要要要口是心非
47.鹦鹉学舌要要要人云亦云
48.南辕北辙要要要背道而驰
49.病入膏肓要要要不可救药
50.量体裁衣要要要以身作则
51.洛阳纸贵要要要风行一时
52.投桃报李要要要礼尚往来
53.骆驼走路要要要昂首阔步
54.斑马的脑袋要要要头头是道
55.被面上刺绣要要要锦上添花
56.鞋头上绣花要要要前程似锦
57.千里马长翅膀要要要突飞猛进
58.针尖的灰尘要要要微乎其微
59.强盗逮小偷要要要贼喊捉贼
60.哑巴观灯要要要妙不可言
61.导游带路要要要引人入胜

【日积月累】

歇后语是什么

前 半 后 半 实际意义
渊形象的描述冤 渊对形象描述的解释冤
瞎子点灯 白费蜡 比喻 白费功夫
四两棉花 弹不上 双关 谈不上
诸葛亮皱眉头 计上心来 计上心来

歇后语分类

有一个叫南郭的人袁 生活贫困
潦倒袁实在没有办法袁决定去投奔齐
宣王袁 可是袁 如何才能见到齐宣王
呢钥 他打听到齐宣王是一个喜欢听
竽的人袁于是假装自己是吹竽能手袁
要求进宫为齐王吹竽袁 齐宣王很高

兴袁于是就让他加入吹竽的行列遥 南
郭随着音乐的起伏摇头晃脑袁 以示
自己的卖力和技术的高超袁 齐宣王
看了非常高兴袁经常重重地奖赏他遥

齐宣王死后袁 他的儿子泯王即
位袁这位君王自小耳濡目染袁也喜欢
听竽遥 但是袁他喜欢独奏袁不喜欢合
奏袁 于是他就叫这些竽工一个一个
地吹奏袁 这下装模作样的南郭先生
混不下去了袁如果不赶快逃走袁就要
露出破绽了袁 于是悄悄地离开吹竽
的队伍袁逃之夭夭遥 从此袁人们把不
懂装懂的人称之为野滥竽充数冶遥

南郭先生吹竽――滥竽充数 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

【小试牛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