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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psko-kineski rečnik prvi je ovakav rečnik na teritoriji Republi-
ke Srbije. Zbog povećanog interesovanja za sinološke studije na 
svim nivoima obrazovanja, u uslovima veće privredne, naučne i 
kulturne saradnje sa NR Kinom, javila se potreba za jednim sa-
vremenim i sveobuhvatnim izdanjem srpsko-kineskog rečnika 
koje bi zadovoljilo potrebe sve većeg broja korisnika.

Srpsko-kineski rečnik je koncipiran kao opšti, osnovni reč-
nik. Obuhvata leksički fond namenjen korisnicima koji imaju 
određena znanja iz kineskog jezika. Ovaj rečnik može biti od po-
moći studentima kineskog jezika i prevodiocima specijaliziranim 
za različite oblasti, s obzirom na to da su se priređivači trudili da 
leksički sastav rečnika obuhvati pojmove širokog spektra ljudskih 
delatnosti. Stoga je u rečniku zastupljena terminologija iz druš-
tveno-političkog života, ekonomije, medicine, nauke i kulture, ali 
i stilske forme kako književnog, tako i živog jezika u svakodnev-
nom i poslovnom komuniciranju. 

Pomoć korisnicima rečnika pružena je u vidu legende teh-
ničkih skraćenica sa svrhom da im omogući preciznu upotrebu 
sinonima, kojima je kineski jezik izuzetno bogat, a čija značenja 
nisu uvek podudarna i ne mogu se proizvoljno primenjivati. 

Specifičnost ovog rečnika je u tome što su vrste reči une-
senih odrednica navedene na kineskom jeziku jer su priređivači 
uzeli u obzir i mogućnost da rečnik mogu koristiti i kineski stu-
denti srpskog jezika. 

S obzirom na tehničke zahteve rečnika i ciljne grupe ko-
jima je on namenjen, priređivači su se ograničili na unos samo 
pojednostavljenih kineskih karaktera koji su u upotrebi u NR Kini 
i izostavljen je unos pinjin transkripcije.  

Kao leksikografski izvori korišćeni su relevantni kineski 
rečnici i Internet izvori za proveru i ažuriranje, odnosno za kori-
govanje značenja mnogih odrednica i unos termina koji se odno-
se na tehnološke inovacije. 

I na kraju, nadamo se da će ovaj rečnik doživeti i svoja sle-
deća, dopunjena, korigovana izdanja, koja će biti obogaćena i 
latiničkom transkripcijom (pinjin), što bi umnogome doprinelo 
njegovoj univerzalnosti.

Priređivači



Skraćenice korišćene u rečniku:

（解）	 anatomski
（总称）	 zbirni naziv
（军）  vojni
（口）  govorni jezik
（医）  medicina 
（动）  zoologija
（计）  kompjuterska 
 terminologija
（俚）  sleng
（历史）  istorijski
（旧）  zastarelo
（建）  građevinski
（巨称词）  augmentativ
（指小词）	 deminutiv
（土耳其语）  turcizam
（律）  pravnički
（贬）	 pejorativno
（文）  književni
（贸易）	 trgovinski
（宗）	 verski

（禁忌语）  tabu
（政）	 politički
（天文）	 astrologija
（男）	 muški rod
（女）	 ženski rod
（哲）  filozofski termin
（物理）  fizika
（诗）	 poetski  
（	运）  sport
（粗）  vulgarno
（ 植）  botanika
（昵）  naziv od milja
（方）  dijalekat
（语言）  lingvistički
（音）  muzički
（数）  matematika
（解）  anatomski
（烹调）  kulinarski
（语法）	 gramatički
（化）  hemija

（连）veznik
（名）imenica
（形）pridev
（动）glagol
（叹）uzvik
（副）prilog
（数）broj
（代）zamenica
（介）pred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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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连）	却	,		但是	,		可是
abažur （名）	灯罩
abdomen （名）	腹部	;		zid 

~a 腹壁
abeceda （名） ① 字母	,		字

母表	;		po ~i 按字母顺序
abecedni （形） 按字母顺序

排列的
ablendovati （动） 闪大灯	;		

关大灯
abnormalan （形） 反常的	,		

异常的	,		变态的	,		畸形的
abnormalnost （名） 异常	,		

变态	,		畸形
abonos （名） 乌木
abortirati （动） ① 流产	,		堕

胎	;		② 中止	,		中辍
abortivan （形） ① 未遂的	;		

② 人工流产的
abortus （名） 流产	,		小产
abrazija （名） 磨损
abrevijacija （名） 缩写
aceton （名） (		化	)	丙酮	;		~ 

za skidanje laka s noktiju 洗
甲水

ad （名） (		旧	)	地狱
ada （名） (		河	,		湖中的	)	小岛
adaptacija （名） 适应	;		改

编	,		改编成的作品	;		~ 
kuće 房子改造

adaptator （名） 改编者
adapter （名） 整流器
adaptirati （动） 适应	,		适应

于	,		适合	,		适合于	;		改编	,		
改写	,		改变	,		改造

adekvatan （形） 能满足需要
的	,		足够的	,		适当的	,		恰
当的	,		符合要求的

adekvatnost （名） 适当性	,		
充足性

administracija （名） 行政	,		
行政事务	,		管理

administrativni （形） 行政
的	,		管理的

administrativa （名） 行政
机构

administrator （名） 管理员	;		
行政人员

admiral （名） 海军上将
admiralitet （名） 海军部
adolescencija （名） 青春期
adolescent （名） 青少年
adopcija （名） 收养	,		领养	,		

采用	,		采纳
adoptirati （动） usvojiti
adrenalin （名） 肾上腺素
adresa （名） 地址
adresant （名） 发件人
adresar （名） 地址簿	;		目

录	;		privredni ~ 贸易目录
adresat （名） 收件人
adresirati （动） 写地址
adut （名） 王牌
adverb （名） 副词
adverbijalni （形） 副词的	,		

壮语的
advokat （名） 律师
advokatura （名）律师业
ađutant （名） 副官
aerobik （名） 健美操
aerodinamički （形） 空气动

力学的
aerodinamika （名） 空气动

力学
aerodrom （名） 机场
aeroklub （名） 飞行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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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mehaničar （名）航空维
修机械员

aeromehanika （名） 航空
机械

aerotehničar （名）航空技
术员

aerotehnika （名） 航空技术
aerotransport （名） 航空

运输
afek(a)t （名） 强烈的情感	,		

激情
afektacija （名）做作	,		假装
afektirati （动） 摆架子	,		装

腔作势
afera （名）① 事件	;		② 私通
afinitet （名）亲近感
afirmacija （名） 确定	,		肯

定	,		断定	,		断言
afirmativan （形） 肯定的	,		

正方的	,		同意的	,		赞成的	,		
乐观的	;		~ akcija 平权法案	
(	扶持行动	)	

afirmisati （动）肯定	,		扶持	,		
坚持	;		获得声誉	;		~se 出
名	,		成为有名的	,		普遍被
承认或接受的

aforističan （形） 格言的
aforizam （名） 格言
afrički （形） 非洲的
Afrika （名） 非洲
Afrikanac （名） 非洲人
afrikat （名） 破擦音	,		塞擦

音
afrodizijak （名） 春药	,		催

情剂
aft(a) （名）口疮	,		真菌性

口炎
aga （名）奥斯曼时代高级军

官	;		(	喻	)	暴君	;		地主
agencija （名）① (	政府的	)	

机构	,		专业行政部门	,		局	,		
处	;		② 中介	,		代理	,		代
理公司	;		Agencija za pri-
vatizaciju 私有化局	;		~ za 
nekretnine	房屋介绍所	,		
knjigovodstvena ~	会计事
务所	,		turistička ~ 旅游社

agenda （名）议程	,		议事
日程

agens （名）剂	;		
antimikrobni ~ 抗微生物剂

agent （名）代理人	;		tajni ~ 
特务

agilan （形） 敏捷的	,		轻快的
agitator （名）鼓动者	,		煽

动者
agitovati （动）煽动	,		鼓动
aglomeracija （名）聚结	,		结

块	,		成团	,		凝聚	,		聚集成
的一团

aglomerat （名）〈地质〉集
块岩	,		〈化学〉附聚物

agnosticizam （名）不可知
论

agnostik （名）不可知论者
agonija （名）极度痛苦
agovati （动） 作奥斯曼时代

高级军官	;		(	喻	)	做个恶霸
agrar（名）农业
agrarni （形） 农业的	,		农耕

的	,		土地的
agregacija （名） 聚合	,		集合
agregat （名）聚集物	,		聚集

体	;		发电机
agregatni （形）~o stanje 聚

集态
agresija （名）侵略	,		侵略
agresivac （名）好斗的人
agresivan （形）侵略的	,		侵

略性的	,		好斗的	,		攻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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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有闯劲的	,		不怕阻力
的	;		~ terapija 侵略性治疗

agresivnost （名）侵略性	;		
进取精神

agresor （名） 侵略者
agrikultura （名） 农业
agromelioracija （名） 土地

改良
agronom （名） 农学家
agronomija （名） 农学
agronomski （形） 农学的	,		

农业的
agrotehnika （名）农业工程
ajkula （名） 鲨鱼
ajnc （名） 21点
ajvar （名） 热酸辣酱	,		红椒

酸辣酱
akademac （名） 军校学员	;		

上学院的大学生
akademija （名） 学院	;		voj-

na ~	陆军军官学校
akademik （名） 院士
akademski （形） 学术的	;		

理论的
akcen(a)t （名）重音	,		口音	,		

强调	,		调
akcentovati （动）重读
akcentuacija （名） 重读
akcija （名） ① 动作	,		行动	;		

② (	经济	)	股票	,		股份
akcionar （名） 股东
akcionarski （形） ~o društvo 

股份公司
akcioni （形） ~ film 动作片	,		

惊悚片
aklimatizacija （名） 服水土
aklimatizovati （动） 服水

土	;		~ se 使	…服水土
ako （连） 如果	,		假如	,		倘

若	;		Šta ćemo da radimo ~ 

se ne složi? 如果他不同意
该怎么办呢？

akontacija （名） 预付款
akonto （副）预付地	,		记入

某账	,		
akord （名） 和音
akordeon （名） 手风琴
akorporirati（动）pripojiti
akotiledon （名） 无子叶植

物
akov （名）桶	,		一桶之量
akreditovati （动）认可	,		任

命为	,		派驻
akreditiv （名） 国书
akreditovan	（形）On je am-

basador ~ u Ujedinjenim 
nacijama. 他被任命为联合
国大使。

akrep （名） (	土耳其语	)	① 
蝎子	;		② 毒虫	;		③ 丑陋
的人

akrilik （名） 丙烯酸	,		亚克
力纤维

akrobacija （名） 杂技	;		
areo-~ 空中特技	,		特技
飞行

akrobat(a) （名） 杂技演员
akrobatski （形） 杂技的
akrobatika （名） 杂技
akropola （名） 卫城
aksiologija （名） 价值学	,		

价值论
aksiom （名） 公理	,		自明

之理
akt （名） ① 动作	;		② 文件	,		

案	;		③ 契约	;		④ (	艺术	)	裸
体画

aktentašna （名） 公文包
akter （名） 参加者	,		行动者
aktiv1 （名）	主动语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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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tiv(a)2 （名） 活动团体
aktiva （名） 资产	,		活动资本
aktivan （形） 积极的	,		活跃

的	,		活泼的	,		活性的	,		敏
捷的

aktivirati （动） 起动	,		启动	,		
开动	,		触发	,		激活	;		~ 
bombu	引爆炸弹	;		~ se	活
动起来

aktivist(a) （动） 活动分子
aktivnost （名） 活动	;		积

极性
aktovka （名） ① 独幕剧	;		

② aktentašna
aktualitet （名） 时事
aktualizacija （名） 实现	,		现

实化
aktualizovati （动） 实现	,		

实行
aktuelan （形） ① 现时的	,		

当前的	;		② 事实的	,		真
实的

aktuelnost （名） 实际情况	,		
真实	;		~i 时事问题

akumulacija （名） 积累	,		堆
积	;		积累的资本	;		prvobit-
na ~ kapitala	资本原始积累

akumulativan （形）积累的	,		
堆积的

akumulator （名） 蓄电池
akumulisati （动） 累积	,		积

聚
akupresura （名）针压法	,		

指压按摩	,		针压止血法
akupunktura （名） 针术	,		

针刺	,		针刺疗法
akuratan （形） 正确的	,		确

切地	;		守时的	,		准时的
akustičan （形）	声学的	,		听

觉的

akustičar （名） 声学家	,		声
学工作者

akustika （名） 声学	;	 音响
效果	;		音响装置

akušer （名） 产科医生
akušerstvo （名）产科医学	;		

助产术
akutan （形） 急性的	,		锐

利的	,		严重的	,		强烈的	;		
(	喻	)	紧急的	,		迫切的

akuzativ （名） 宾格
akvarel （名） 水彩画	;		slikati 

~e 画水彩画
akvarelist(a) （名） 水彩画家
akvarijum （名）养鱼缸
akvizicija （名）取得	,		得到	,		

获得	,		获得物	;		添加物	,		
添加物品

akviziter （名） 收集… 的人	;		
(	贸易	)	兜揽生意的人	,		推
销员

ala （名） ① 龙	;		② 贫食者	,		
馋鬼

alabaster （名） 雪花石膏
Alah （名）阿拉	(	伊斯兰教的

真主	)	
alapača （名） 传布留言蜚语

的女人
alarm （名） 警报器	,		汽笛
alarmni （形）~o zvonce 警报

铃	,		恐慌按钮	
alarmantan （形） 惊人的	,		

吓人的
alarmirati （动） 使恐慌	,		使

惊慌	;		警报	,		警告	,		使
警觉

alarmist （动） 大惊小怪的
家伙

alat （名） 工具	;		器具	;		ruč-
ni ~ 手工具	;		priručni ~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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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električni ~ 电动工
具	;		poljoprivredni ~ 农具

alatka	,		alatljika （名） 工具
alatničar （名） 工具制造者	,		

工具专家
alav （形） 贫吃的	,		狼吞虎咽

的	;		贫婪的
Albanac	（名）阿尔巴尼亚人
Albanija （名） 阿尔巴尼亚
albatros （名） 信天翁
album （名） ① (	音乐	)	唱片	;		

② 相册
alegoričan （形） 寓言的
alegoričar （名） 寓言	(	作	)	家
alegorija （名） 寓言
aleja （名） 小巷	,		小径
aleluja	（叹）哈利路亚
alergičan （形） 对…过敏的	;		

~ je na polen 他对花粉过敏
alergija （名） 过敏症	,		过敏

性反应
alergolog （名） 过敏症专科

医生
alergologija （名） 过敏医学
alev （形） 鲜红的	;		~a papri-

ka 红椒
alfa （名） 希腊语的第一个字

母	;		第一位的	,		最初的	,		
开端

alfabet （名） 字母	,		字母表
alfabetni （形） abecedni
alga （名） 藻	,		藻类	;		海草	,		

海菜
algebra （名） 代数	(	学	)	
algebarski （形） 代数学的	,		

代数上的
alhemičar （名） 炼金术士
alhemija （名） 炼金术
ali （连） 但是	,		可是	;		而	,		

却	;		~ ipak 然而	,		虽然如此

alias （名） 化名	,		别名	,		假名
alibi （名） 答辩	,		不在犯罪

现场	;		(	口	)	托词
aligator （名） 短鼻鳄鱼 
alijansa （名） 联盟
alijenacija （名） 疏远	,		离间
alimentacija （名） (	营养	)	营

养物	,		维持物	,		生活资料	,		
(	法律	)	赡养费

alimentirati （动） 养活	,		维
持

aliteracija （名） 头韵
alka （名） ① 铁环	;		② 门环
alkaloid （名） 生物碱
alkohol （名） 酒精	;		(	口	)	烈

性酒	,		饮酒	;		pod uticajem 
~a 酒精影响下	;		uzdržava-
nje od ~a 戒酒	;		prekomer-
no uživanje ~a 酗酒

alkoholičar （名） 酗酒者
alkoholizam （名） 酗酒
alkoholni （形） 含酒精的	;		

~na piće 含酒精的饮料
alkotest （名） 呼气测醉试验
almanah （名） 历书	,		年鉴
alogičan （形） 不合逻辑的	,		

无缘由的	,		莫名的
aloj(a) （名） 芦荟
alotropija （名） 同素	,		同素 

异 形
Alpi （名） 阿尔卑斯山脉
alpinist(a) （名）登山家	,		登

高者
alpinizam （名） 登山
alpski （形） 阿尔卑斯的	;		高

山的	;		~o skijanje 高山的
滑雪

alt （名） 男生最高音	;		中高
音	;		女低音

alterirati （动） 更改	,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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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cija （名） 轮流	,		交互
alternativa （名） 两者择一	,		

两者之一
alternativan （形） 随便一个

的	,		二中择一的	,		交替的
alternator （名） 交流发电机
alternirati （动） 交替	,		轮流
altist （名） 唱男高音	,		高中

音或女低音的歌手
altruist(a) （名） 利他主义者
altruizam （名） 利他主义
aludirati （名） 间接提到	,		

隐喻
aluminijum （名） 铝
aluvijalan （形） 冲积的	;		冲

积期的
aluzija （名） 隐喻	,		暗示	,		

示意
aluzivan （形） 充满暗示的	,		

暗指的
alveola （名） 肺泡	,		气泡
Alžir （名） 阿尔及尔
Aljaska （名） 阿拉斯加州
aljkav （形） 杂乱的	,		脏的	,		

不整洁的	,		懒散的	,		粗心
大意的

aljkavac （名） 不整洁的人	,		
粗心大意的人

aljkavost （名） 疏忽	,		懒散	
am （名） 马具
amajlija （名） 护身符	,		护符
amalgam （名） 汞合金	;		混

合物
amalgamacija （名）汞齐化	,		

融合	,		合并
amalgamirati （动） 合并	,		

混合
amandman （名） 修正案
amanet （名）	遗嘱
amater （名） 外行

amaterski （形） 外行的	,		不
专业的

amaterstvo （名）业余性	,		
业余活动	,		非职业的作为

ambalaža （名） 填料	,		包
装	,		容器	,		装箱

ambalažer （名） 装箱制造者
ambalažirati （动） 包装
ambar （名） 谷仓	,		粮仓
ambasada （名） 大使馆	;		~ 

Srbije u Kini 塞尔维亚驻华
大使馆

ambasador （名） 大使
ambicija （名） 雄心	,		野心	;		

志愿	;		热心
ambiciozan （形） 野心勃勃

的	;		用工的
ambijent （名） 环境	,		周围	;		

气氛
ambis （名） 深渊	,		裂缝	,		鸿

沟
amblem （名） 徽	;		徽标
ambulanta （名） 门诊部	,		

急救站
ambulantan （形） ~tna kola 

救护车	;		~tni bolesnik 门
诊病人

ameba （名） 变形虫
amen （名）	(	基督教	)	阿门
Amer （动） (	俚	)	扬基
američki （形） 美国的
Amerika （名） 美国	;		Sever-

na (	Srednja	,		Južna	,		La-
tinska	)	~ 北 (	中	,		南	,		拉
丁	)	美洲

Amerikanac （名） 美国人
ametist （名）紫水晶
amfiteatar （名） 露天剧场	;		

演讲厅
amfora （名） (	古希腊和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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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酒	,		油等	)	两耳细颈椭
圆土罐

amin （名）amen
aminovati （动）同意	,		接受
amnestija （名） 大赦	,		特赦
amnestirati （动） 赦免
amnezija （名） 健忘症	;		žr-

tva ~e 健忘症患者
amonijak （名） 氨	,		氢氧

化铵
amoralan （形） 不道德的
amoralnost （名） 不道德	,		

非道德
amorfan （形） 无形的	,		无

定形的
amortizacija （名） 摊销	;		减

震	;		折旧
amortizer （名） 减震器
amortizovati （动） 摊销	,		

贬值	;		(	喻	)	缓和打击
amper （名） 安培	;		~ na sat 

安	(	培小	)	时
ampermetar （名） 电表
amplifikator （名） 扩音器
amplituda （名） 振幅	,		波幅
ampula （名） 安瓿
amputacija （名）截肢
amputirati （动） 截肢
anafora （名） 首语重复法	,		

照应
anagram （名） 字谜
anahroničan （形） 年代错误

的	,		时代错误的	,		过时的
anahronizam （名） 年代的

错误	,		落伍的事物
analan （形） 肛门的
analfabet （名） 不识字的

人	,		文盲
analgetik （名）	止痛药	,		镇

痛剂

anali （名） 史册	,		编年史
analitičar （名） 分析家
analitičan （形） 分析的	,		分

解的
analitika （名） 分析学
analiza （名） 分析	;		回顾	,		

研究
analizator （名） 分析人士	,		

分解者
analizirati （动） 分析	;		回

顾	,		研究
analogan （形） 类似的	,		相

似的
analogija （名） 比喻	,		类比	;		

po ~i 类推	;		izvoditi ~e 类
推	,		比方说

ananas （名） 菠萝
anapest （名） 抑抑扬格	(	指

由两短一长或两轻一重的
三音节组成的音步	)	

anarhija （名） 无政府状态	,		
混乱	

anarhičan （形） 无政府的	,		
无政府状态的	,		无法无天
的	,		混乱的	,		杂乱无章的

anarhist(a) （名） 无政府主
义者

anarhizam （名） 无政府主义
anatema （名） ① 诅咒	,		革

出教门	,		咒逐	;		② 公开
指责	;		开除教籍	;		③ (	喻	)	
厌恶

anatemisati （动） 诅咒	,		强
烈谴责	,		开除教籍

anatom （名） 解剖学家
anatomija （名） 解剖学
anatomisati （名） 解剖
anatomski （形） 解剖的
andrak （名） 恶魔
anđelak （名） 小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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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đeo （名） 天使
anđeoski （形） 天使的
anegdota （名） 逸事	,		逸

闻	,		轶事
anegdotalan （形） 逸事的
anegdotičar （名）讲轶事的

人	,		搜集轶事的人	,		出版
轶事的人

aneks （名） 附件	,		附属物	,		
附属建筑物

aneksija （名） 附加	,		合并
anektirati （动） 并吞	,		附加
anemičan （形） 贫血的	;		

(	喻	)	无力的	,		虚弱的
anemičar （名） 贫血患者
anemija （名） 贫血症
anestetičar （名） 麻醉师
anestetik （名） 麻醉药	,		麻

醉剂
anestezija （名）麻醉
anesteziolog （名） 麻醉学

家	,		麻醉师
anesteziologija （名） 麻醉学
anestezirati （动） 使麻醉	,		

使麻木
angažman （名） ① 雇	,		聘	,		

约请	;		② 约会	;		③ 约言	,		
保证

angažovati u（动） ① 雇佣	;		
占有	,		占用	;		保证	,		牵涉	;		
② ~ se 参与	,		参加

angažovanost （名） 承诺	,		
卷入

angina （名） 咽峡炎	,		咽喉痛
anglicizam （名） 英语词语	,		

英式英语
anglikanac （名） 圣公会信

徒
anglikanski （形） 圣公会的	,		

英国国教的

anglist(a) （名） 英国语言的
研究者	,		英国语言的专家

anglistika （名） 英语学	,		英
国语言的研究

anglofil （名） 亲英者	,		崇
英者

anglofilstvo （名） 亲英	,		英
国崇拜

Anglosaksonac （名） 盎格
鲁-撒克逊人

anglosaksonski （形） 盎格
鲁-撒克逊的

angora （名） 安哥拉羊毛 
(	或兔毛	)	

animacija （名） ① 生气	,		活
泼	;		② 动画片绘制

animalan （形） ① 动物的	;		
② 野性的	,		凶猛的	,		肉体
的	,		物理的

animalizam （名） 动物特
性	;		兽欲	,		肉欲	;		人类兽
性主义

animator （名） 动画绘制者
animirati （动） 使有生命	,		

使活泼 
animizam （动） 泛灵论	,		万

物有灵论
animozan （形） 充满忿恨

的	,		恶劣的	,		恶意的
animozitet （名） 仇恨	,		敌

意
anketa （名） 问卷	,		调查问

卷	,		民意测验	;		sprovesti 
~u 进行调查

anketer （名） 民意测验专家
anketirati （动） 对…进行民

意测验
anksioznost （名） 焦虑	,		紧

张
anoda （名） 阳极	,		正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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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malan （形） 异常的	,		反
常的

anomalija （名） 异常	,		反
常	,		畸形	,		不规则

anoniman （形） 无名的	,		匿
名的

anonimnost （名） 匿名	;		笔
者不明

anoreksija （名） 厌食	,		食
欲缺乏

anoreksičar （名） 厌食者	,		
食欲缺乏的人

ansambl （名） 全体	,		整体	,		
合奏组

antagonist(a) （名） 对手	,		
敌手

antagonizam （名） 对抗	,		
敌对	,		敌意

Antarktik （名） 南极
antena （名） 天线	;		satelit-

ska ~ 卫星天线
anti- (	前缀	)	反	,		针对
antialkoholičar （名） 禁酒

主义者
antibiotik （名） 抗菌素
anticipacija （名） 预料	,		期

待
antički （形） 古典的	,		经典

的	;		~ svet 古代世界
antidržavni （形）反国家的	,		

反政府的
antifašist(a) （名） 反法西斯
antifašizam （名） 反法西斯

主义
antifriz （名） 防冻剂
antihrist （名） 反对基督	(	教	)	

者	,		敌基督	,		伪基督
antika （名） ① 古典 (	希腊和

罗马	)	时期	;		② 古代
antikvar （名） ① 收集古文

物者	,		研究古文物者	;		② 
古董商

antikvaran （形） 古代的
antikvarnica （名） 古玩店
antikvitet （名） 古玩	,		古董
antilop （名） 鹿皮
antilopa （名） 羚羊
antipatičan （形） 丑恶的	,		

可恶的	,		可恨的
antipatija （名） 反感	,		怼
antipod （名） 正相反的事物
antiratni （形） 反战的
antitalen(a)t （名） 没有天

才的人
antitelo （名） 抗体
antiteza （名） 对偶
antologičar （名） 选集编者
antologija （名） 选集	;		sa-

stavljač ~e 选集编者	;		uvr-
stiti u ~u 编纂…的选集	;		
把…收入选集

antologijski （形） 选集的
antonim （名） 反义词
antraks （名） 炭疽
antropolog （名） 人类学家
antropologija （名） 人类学
aorist （名） 不定过去时
aorta （名） 主动脉
aparat （名） 设备	,		机器	,		

机械	,		器械	;		fotografski ~ 
相机	;		kućni ~i 家用电器	;		
② 员工	;		行政

aparatura （名）仪器
apartman （名） 豪华公寓	,		

住宅	;		(	酒店	)	套房
apatičan （形） 麻木不仁的	,		

淡漠的
apatija （名） 无感情	,		情感

淡漠
apaurin （名） 安定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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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l （名） 呼吁	,		求助
apelacioni （形） 受理上诉的
apelovati （名） 呼吁	,		恳求
apendiks （名） 附录	;		(	解	)	

阑尾
aperitiv （名） 开胃酒
aperkat （名） 上钩拳
apetit （名） 食欲	;		(	喻	)	欲

望	,		欲念
aplaudirati （动） 鼓掌	,		拍

手	;		~ nekome 给…拍手
aplauz （名） 鼓掌	,		拍手
aplicirati （动） 申请	;		应

用	,		涂
aplikacija （名） 应用	;		应用

程序
aplikator （名） 涂抹器
apoen （名） 面值
apokalipsa （名）	世界末日	;		

世界毁灭	;		圣经新约之《
启示录》

apokaliptičan （形） 预示大
动乱的	,		预示世界末日恐
怖景象的

apolitičan （形） 对政治漠不
关心的

apologija （名）辩解书	,		辩护
aportirati （动） 回收
apostol （名） 使徒
apostolat （名） ① 使徒身

份	,		使徒职责	,		使徒传教
期	;		② 罗马教皇之职	,		教
皇之尊

apostrof （名） ① 撇号	;		② 
演说

apostrofirati （动） ① 使用
撇号	;		② 称呼	;		③ 强调

apoteka （名） ① 药店	;		② 
kućna ~ 药箱	;		priručna 
(	putnička	)	~ 急救药箱

apotekar （名） 药剂师
apozicija （名）同位语
april （名） 四月	;		~ska šala 

愚人节玩笑
aprioran （形） 先验的
aproksimativan （形） 大约

的 
apsces （名） 脓肿	,		脓疮
apsolut （名） 绝对	,		绝对

事物
apsolutan （形） 绝对的	,		完

全的	;		~tna nula 绝对零
度	(	约为-273.15度	)	;		~tna 
većina 绝对多数

apsolutist(a) （名） ① 暴君	;		
(	喻	)	独裁主义者	;		② 专
制者

apsolutizam （名） 暴政
apsolvent （名） 先进的大学

生	,		快要毕业的大学生
apsolvirati （动） 考完大学考

试准备毕业
apsorbovati （动） ① 吸取	;		

吸收	;		② 同化	,		合并	;		③ 
着迷	;		④ 减少攻击的影响

apsorpcija （动） 吸收
apstinencija （名） 节制 
apstinent （名）节制者 ① ~ 

na izborima 不参加选举的
人	;		② ~ od pića 戒酒的人

apstinirati （动）节制 ① ~ na 
izborima 不参加选举	;		② 
~ od pića 戒酒	;		~ od pol-
nih odnosa 节制性欲

apstrahovati （动） ① 提炼	;		
② 择要	,		摘要

apstrakcija （名） ① 抽象概
念	,		主意	,		概念	;		② 取
出	,		去除	,		分开

apstraktan （形） 抽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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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surd （名） 咄咄怪事	;		po-
zorište ~a 荒谬剧场

apsurdan （形） 荒谬的	,		荒
唐的

ar （名） 公亩
arabeska （名）	阿拉伯式花文
Arabija （名） 阿拉伯半岛
arak （名） 一刀
aranžer （名） 布置者	,		组织

者	,		装潢工人	;		~ izloga 
(	商店的	)	橱窗布置	,		商品
橱窗设计人

aranžirati （动） 布置	,		安
排	,		编曲

aranžman （名） 布置	,		安排	;		
sklopiti ~ 大成协议	;		paket 
~ 一揽子交易	;		turistički ~
旅行安排	;		③ (	音乐	)	曲

Arapin （名） 阿拉伯人
arapski （形） 阿拉伯的
arbiter （名） 仲裁人
arbitraran （形） 随意的	,		任

意的
arbitraža （名） 公断	,		仲裁
arbitrirati （动） 公断	,		仲裁
arena （名） 竞技场	,		比赛场

所	;		cirkuska ~ 马戏场
argo （名） 行语	,		俚语	;		暗

语	,		隐语
argonaut （名）探险者	;		(	希

腊神话	)	阿尔戈英雄
argumen(a)t （名） ① 辩词	,		

理由	;		② (	口	)	议论
argumentacija （名）义理	,		

议论
argumentovati （动） ① 议

论	,		论证	;		② 证明	,		评理
arhaičan （形） 古旧的	,		古

老的	,		古代的
arhaizam （名） 古词语

arhajski （形）古旧的
arhanđel,	arhanđeo （名） 

天使长
arheolog （名） 考古学家
arheologija （名） 考古学
arheološki （形） 考古学的
arhetip （名） 原型	,		典型
arhetipski （形） 典型的
arhiđakon （名） 副主教
arhiepiskop （名） 大主教
arhijerej （名） 大祭司	;		大司

祭	(	主教的主要助手	,		位在
教区内其它的神父之上	)	

arhimandrit （名） 大修道
院院长	,		兼管教修道院的
院长

arhipelag （名） 群岛	,		列岛
arhitekt(a) （名） 建筑师
arhitektonika （名） 建筑学
arhitektonski （形） 建筑的	,		

建筑学的	;		~ fakultet 建筑
学校	,		建筑学院

arhitektura （名） 建筑	;		cr-
kvena ~ 教堂建筑

arhiv(a) （名） 档案馆	,		档
案	,		笔札

arhivski （形） ~a građa 档案
材料	;		~a vina 佳酿酒

arhivalije （名） 档案资料
arhivar （名） 档案保管员 
arhivirati （动） 把	(	文件等	)	

归档
arija （名） ① 咏叹调	,		曲子	,		

曲调	;		② vazduh
aristokratija （名） 贵族	,		绅士
aristokrat(a) （名） 贵族
aritmetika （名） 算术	,		算学
aritmetički （形） 算数的
aritmija （名） 心律不齐	,		心

律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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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tmičan （形）无韵律的	,		
无节奏的	;		心律不齐的

arkada （名） ① 骑楼	;		② 
解	)	眉脊

arlaukati （动） 吼	,		叫喊	,		
叫嚷

armada （名） 舰队
armatura （名） ① 金属框

架	;		② 衔铁
armija （名） 军队
armirati （动） 用金属加强
arogancija （名） 傲气	,		骄气
arogantan （形） 傲慢的
aroma(t) （名） ① 香气	;		~ 

vina (	酒等散发出的	)	香味	,		
芬芳	;		② 味道	,		滋味

aromatičan （形） 芳香的
aromatizovati （动） 调味
arsen(ik) （名） 砷
arsenal （名） 兵工厂	,		武库	,		

军火库
arterija （名） ① 动脉	;		② 

公路
artičok(a) （名） 朝鲜蓟
artificijelan （形） 人工的	,		

人造的
artik(a)l （名） 东西	;		物品	;		货
artikulacija （名）	(	清楚的	)	

发音	,		表达	,		晰度
artikulisati （动）清楚地讲

话	,		发音	,		吐字
artiljerac （名） 炮手
artiljerija （名） 炮兵	,		大炮
artistički （形） 艺术的
artizam （名） 唯美
as （名） ① 高手	;		② A纸牌	;		

③ 发球得分
aseksualan （形）无性的	,		无

性生殖的
asfalt （名） 沥青

asfaltirati （动）加铺沥青面
层	,		沥青面层摊铺

asimetričan （形） 不对称的
asimetrija （名） 不对称
asimilacija （名）同化	,		同

化作用
asimilator （名） 进行同化的人
asimilovati （动）	(	使	)	同化	,		

融入
asistencija （名） 援助
asistent （名） 助手
asistirati （动） 援助	,		帮助
asket(a) （名） 隐士
asketski （形） 禁欲的
asketizam,	askeza （名） 禁

欲主义	,		苦行主义
asocijacija （名） ① 会	,		协

会	;		② 组织	;		③ (	生物学/
化学	)	混一

asocijalan （形）不合群的	,		
自私的	,		反社会的

asocijativan （形） 联想的
asocirati （动） ① 联想	;		② 

陪伴	,		陪同
asonanca （名） 谐音	,		准

押韵
asonantan （形） 谐音的
asortiman （名） 品种	,		花

色品种
asortirati （动） 分类	,		分类

整理	,		分门别类排列
asparagus （名） 芦笋
aspekt （名） ① 方面	;		② 

(	语法	)	(	指动词的	)	体
aspiracija （名）① 吸	,		吸

入	,		抽吸	;		② 抱负	,		志
向	,		渴望

aspirant （名） 有抱负的人	,		
有志向的人	;		追求者	,		渴望
获得者	;		要求者	;		请求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