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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本 书 四 大 特 点　　

　　　　　　　　　　　一、重点 非常突出

红宝书《考研英语词汇（必考词＋基础词＋超纲词）》严格按照考研英语最
新大纲要求，运用英语测试学及统计学原理，在深入研究历年真题及考研英语

命题规律的基础上，对考研英语大纲词汇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研究，将考研词

汇按其重要程度区分为：必考词、基础词、超纲词等，并且重点突出必考词，深入

剖析必考词，反复练习必考词。使考生能够分清主次，并抓住考研词汇的重中

之重，省时、省力、成效显著。

　　　　　　　　　　　二、内容 非常全面

本书在强化突出考研英语大纲词汇中的重点核心词汇——— 必考词的基

础上，全面兼顾了考研词汇能够涉及的其它内容：基础词、超纲词、常见缩写

词、洲名、国籍名等。此外，登陆【红宝书网站】（ｗｗｗ．ｈｏｎｇｂａｏｓｈｕ．ｃｏｍ），进入
《增值服务》栏还可以下载本书系统归纳出的考研英语常用词根及前缀、后缀

以及考研分类阅读、分类写作必备专有词。本书内容之全远非同类书籍可比，

能够全面满足考生的备考需要。

　　　　　　　　　　　三、解析 非常深入

本书对必考词分别从【国际音标】、【词性】、【词义】、【同义】、【反义】、

【辨析】、【词组】、【派生】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同时还列举了大量【真题

例句】、【典型考题】和【典型真题】；对基础词则从【国际音标】、【词性】、【词

义】、【辨析】、【词组】、【派生】等方面进行了剖析，为考生彻底攻克考研英语

词汇提供了极大方便。

　　　　　　　　　　　四、记忆 非常有效

为了帮助考生记忆，书中还大量运用了构词记忆法和引申联想记忆法

——— 【助记】，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记忆效果；为了减轻考生的记忆压力和负担，

本书还运用了“化整为零的战术”，把必考词和基础词分别划分成了若干单

元，每个单元由多个字母开头的单词搭配组成，并把同一字母开头的有关联的

单词排列在一起，使考生在不经意中将几千个单词一举“歼灭”；为了调节考

生的记忆心理、消除疲劳，本书还有节奏地配有大量的精美插图，使枯燥的词

汇记忆变得生动有趣，大大提高了考生的记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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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记】示例

（构词记忆法＋引申联想记忆法 ）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ｂｎｍｌ］ａｄｊ．反常的
【助记】ａｂ（ｎｏ不）＋ｎｏｒｍ（标准）＋ａｌ（形容词后缀）→不标准的→反常的

ｄｅｌｉｖｅｒ ［ｄｉｌｉｖ］ｖ．给（产妇）接生
【助记】ｄｅ（分离）＋ｌｉｖｅｒ（肝）→把心肝（宝贝）分离出来→给（产妇）接生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ｖｊｕｐｉｎｔ］ｎ．观点（ｃ）
【助记】ｖｉｅｗ（看，观看）＋ｐｏｉｎｔ（点）→观点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 ［ｔｒｓｐｌｎｔ］ｖｔ．移植
【助记】ｔｒａｎｓ（转移）＋ｐｌａｎｔ（种植）→转移种植→移植

ｂａｎｇ ［ｂ］ｎ．巨响 ／ｖ．发出砰的一声
【助记】音“砰”→巨响，发出砰的一声

ｈｕｍｏｒ／ｈｕｍｏｕｒ ［ｈｊｕｍ］ｎ．幽默
【助记】音“幽默”

ｂｒａｎｄｙ ［ｂｒｎｄｉ］ｎ．白兰地酒
【助记】音“白兰地”

ｉｄｅａｌ ［ａｉｄｉｌ］ａｄｊ．理想的
【助记】做生意（ｄｅａｌ）前加“ｉ”才是理想的（ｉｄｅａｌ）

ｍｉｓｔ ［ｍｉｓｔ］ｎ．薄雾
【助记】把山峰中间（ｍｉｄｓｔ）的“ｄ”去掉就能看见薄雾（ｍｉｓｔ）了

ｈｏｏｋ ［ｈｕｋ］ｎ．吊钩，钩，钩状物（ｃ）
【助记】厨师（ｃｏｏｋ）把书（ｂｏｏｋ）挂在吊钩（ｈｏｏｋ）上

ｄｕｌｌ ［ｄｌ］ａｄｊ．迟钝的
【助记】把满（ｆｕｌｌ）屋子迟钝的（ｄｕｌｌ）公牛（ｂｕｌｌ）拉（ｐｕｌｌ）出去

ｐｕｍｐ ［ｐｍｐ］ｎ．水泵
【助记】把碰撞（ｂｕｍｐ）坏的水泵（ｐｕｍｐ）处理掉（ｄｕｍ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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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词　汇

必考词 １－２０７
!!!!!!!!!!!!!!!!!!!!!!!!!!

Ｕｎｉｔ１－２６　　（附赠相应的配套练习题及其答案解析）

基础词 ２０８－４０９
!!!!!!!!!!!!!!!!!!!!!!!!!

Ｕｎｉｔ１－３１　　（附赠相应的配套练习题及其答案解析）

超纲词 ４１０－４１９
!!!!!!!!!!!!!!!!!!!!!!!!!

历年真题重点超纲词系统归类

　附　录

附录Ⅰ　部分国家（或地区）、语言、国民及国籍表 ４２０
!!!!!!!!!

附录Ⅱ　洲名 ４２０
!!!!!!!!!!!!!!!!!!!!!!!!!

附录Ⅲ　常见缩写词 ４２１
!!!!!!!!!!!!!!!!!!!!!!

附录Ⅳ　必考词、基础词检索表 ４２４
!!!!!!!!!!!!!!!!!

　　　　　　 请登陆 红宝书 网站 （ｗｗｗ．ｈｏｎｇｂａｏｓｈｕ．ｃｏｍ）
　　　　　　 在《增值服务》栏下载以下考研英语词汇资料

　　　　☆　分类阅读
獉獉

常考专有词系统归类

　　　　☆　分类写作
獉獉

必备专有词系统归类

　　　　☆　考研英语常用词根
獉獉

系统归类

　　　　☆　考研英语常用前缀
獉獉

系统归类

　　　　☆　考研英语常用后缀
獉獉

系统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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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宝书】

Ｉｄｅａｌｂｏｏｋｓａｒｅｔｈｅｋｅｙｔｏｗｉｓｄｏｍ．

　　　　　 请登陆 红宝书 网站 （ｗｗｗ．ｈｏｎｇｂａｏｓｈｕ．ｃｏｍ）
　　　　　 在《增值服务》栏下载其他考研英语词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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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考词　

Ｕｎｉｔ１
本单元词汇预览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ａｂｉｄ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ｂａｉ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ａｌｌｏｔ
ｂａｎ ｂａｎｇ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ｃａｌｌ ｃａｌｍ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ｄａｔａ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ａｔｅ ｄａｚｚｌ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ｄｅｃｅｉｖｅ ｄｅｃｅｎｔ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ｌａ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ｚ（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ｄｕｃａ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ｅｆｆｃｉｅｎｔ ｅｆｆｏｒｔ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 ｆａｄｅ ｆａｉｒ ｆａｋｅ ｆａｎｃｙ ｆａｒｅ
ｆａｓｃｉｎａｔｅ ｇａｌａｘｙ ｇａｌｌｏｐ ｇａｍｂｌｅ ｇａｐ ｇａｓ ｇｅｎｄｅｒ ｇｅｎ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ａｂｉ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ｈａｉｌ ｈａｍｐｅｒ ｈａｎｄｉｃａｐ ｈａｎｄｌｅ ｓｈｉｅｌｄ
ｓｈｉｆｔ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ｓｈｏｗ ｓｈｏｗｅｒ ｓｈｒｉｎｋ ｓｈｕｔｔｌｅ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ｂｎｄｎ］ｖｔ．
【助记】ａ（一条）＋ｂａｎｄ（带子）＋ｏｎ（在……上面）→ 一条
带子被扔在地上→抛弃，遗弃

【词义】① 抛弃，遗弃：Ｔｈｅｃｒｕｅｌｍａｎ～ｅｄｈｉｓｗｉｆｅａｎｄ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那个狠心的人抛弃了妻子和儿女。
② 放弃：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ｅｄ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ｌａｃｋｏｆｆｕｎｄ．
由于缺乏资金，这位科学家放弃了他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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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　ａｂａｎｄｏｎ，ｄｅｓｅｒｔ，ｄｉｓｃａｒｄ，ｆｏｒｓａｋｅ
① ａｂａｎｄｏｎ强调“完全、永远地遗弃”，尤其指遗弃以前负
有责任的人或物。例如：Ｓｈｅ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ｈｅｒｃｈｉｌｄ．她抛
弃了自己的孩子。

② ｄｅｓｅｒｔ强调“违背允诺、誓言或责任”，尤其指“背叛、擅
离职守”。例如：Ｔｈｅｓｏｌｄｉｅｒｄｅｓｅｒｔｅｄｈｉｓ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ｎｄ
ｈｅｌｐｅｄｔｈｅｅｎｅｍｙ．那个士兵叛国投敌。

③ ｄｉｓｃａｒｄ强调“抛弃、丢弃无用的事物或永远放弃某个信
念”。例如：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ｄｉｓｃａｒｄｏｌｄｂｅｌｉｅｆｓ．我们应该抛弃
旧观念。

④ ｆｏｒｓａｋｅ指“遗弃某人以前所爱的人或物”，强调“断绝情
感上的依恋”。例如：Ｓｈｅｐｌｅａｄｅｄｗｉｔｈｈｅｒｈｕｓｂａｎｄｎｏｔｔｏ
ｆｏｒｓａｋｅｈｅｒ．她恳求丈夫不要抛弃她。

【反义】ｒｅｔａｉｎｖｔ．保留，维持
【词组】ａｂａｎｄｏｎｏｎｅ
ｓｅｌｆｔｏｓｔｈ．陷入，
沉湎于某事：Ｓｈｅ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ｈｅｒ
ｓｅｌｆｔｏｔｈｅｂｅａｕｔｉ
ｆｕｌ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她
沉浸在美丽的

景色之中。

【真题例句】Ｉｄｏｎｔ

ｋｎｏｗｉｆｏｔｈｅｒｃｌｉｅｎｔｓａｒｅｇｏｉｎｇｔｏａｂａｎｄｏｎｍｅ，ｔｏｏ．不知别
的客户是否也会弃我而去。 【２００４年考研阅读】

【派生】① ａｂａｎｄｏｎｍｅｎｔ［ｂｎｄｎｍｎｔ］ｎ．放弃，抛弃
②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ｂｎｄｎｄ］ａｄｊ．被放弃的；无约束的

ａｂｉｄｅ［ｂａｉｄ］ｖ．（ａｂｉｄｅｄ／ａｂｏｄｅ，ａｂｉｄｅｄ／ａｂｏｄｅ）
【助记】把字母序“ａｂｃｄｅ”中的“ｃ”换成“ｉ”就是容忍（ａｂｉｄｅ）
【词义】① 容忍，忍受：Ｓｈｅｃｏｕｌｄｎｔ～ｔｏｌｉｖｅｉｎｐｏｖｅｒｔｙ．在贫
困中度日，她忍受不了。

② 遵守，忠于：Ｙｏｕｌｌｈａｖｅｔｏ～ｂｙ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ｅ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你得遵从裁判的决定。

③ 逗留，居住：Ｔｈｅｙ～ｉｎａｒｅｍｏｔｅｖｉｌｌａｇｅ．他们住在一
个偏远的村子里。

【同义】① ｅｎｄｕｒｅ，ｔｏｌｅｒａｔｅ
【词组】ａｂｉｄｅｂｙ遵守（法律等）；信守（诺言等）；忠于（某人）
【派生】ａｂｉｄｉｎｇ［ｂａｉｄｉ］ａｄｊ．持久不变的，永久的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ｉｌｉｔｉ］ｎ．
【词义】① 能力，智能：Ｍａｎｙｃｏｕｒｓｅｓｈａｖｅａｐｒｉｍａｒｙ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许
多课程都把提高学生们的读写能力作为主要目标。

② 才能，才干：Ｆｒｏｍｅａｃｈ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ｈ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ｔｏ
ｅａｃｈ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ｈｉｓｗｏｒｋ．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同义】ｆａｃｕｌｔｙ，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词组】ｔｏｔｈｅｂｅｓｔｏｆｏｎｅｓａｂｉｌｉｔｙ尽自己最大努力
【真题例句】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ｇｕａｒｄ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ｄａｔａｉｓｔｈｅｋｅｙｔｏｍａｒ
ｋｅｔｖａｌｕｅ，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ｂｏａｒｄｉ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ｏｎｂｅｈａｌｆｏｆｓｈａｒｅ
ｈｏｌｄｅｒｓ．保护顾客信息的能力是市场价值的关键，这都是
代表股东的董事会应该负的责任。 【２００７年考研阅读】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ｂｎｍｌ］ａｄｊ．
【助记】ａｂ（ｎｏ不）＋ｎｏｒｍ（标准）＋ａｌ（形容词后缀）→不标
准的→反常的，















 异常的

·１·

考研英语词汇　　　必考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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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义】反常的，异常的，变态的：Ｉｔｉｓ～ｆｏｒａｍａｎｔｏｅａｔｓｏ
ｍｕｃｈａｔａｍｅａｌ．一顿饭吃这么多是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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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考题】Ａｎ　　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ｒａｉｎｆｅｌｌ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Ａ．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Ｂ．ｕｎｕｓｕａｌ　Ｃ．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Ｄ．ｏｄｄ

【试题分析】答案 Ｃ。译文：９月份下了一场异常大的雨。
本题是词义辨析题。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指无规律的、不正规的、偏
离风俗习惯和常规做法等；ｕｎｕｓｕａｌ指不常发生的、少有
的、独特而奇怪的；ｏｄｄ相当于ｓｔｒａｎｇｅ，表示奇特的、古怪
的，多指人的性格、行为古怪；ａｂｎｏｒｍａｌ指超过适当的限
度而显得异常。

【反义】ｎｏｒｍａｌａｄｊ．正常的，常态的，正规的
【派生】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ｂｎｍｌｔｉ］ｎ．反常，异常，变态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ｂｋｒａｕｎｄ］ｎ．
【助记】ｂａｃｋ（后面的）＋ｇｒｏｕｎｄ（范围）→背景
【词义】① 背景，底色（ｃ）：Ｔｈ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ｏｔｈｉｓ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ｏｆ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这幅家庭照的背景是群山。
② 背景情况（ｃ／ｕ）：Ｔｈｅｒｉｏｔｓｔｏｏｋｐｌａ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ｏｆ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暴乱是在普遍失业的情况下
发生的。

③ 个人背景资料（学历、资历等）（ｃ）：Ｓｈｅｈａｓａ～ｉｎ
ｃｈｉｌ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她受过儿童心理学的教育。

ｂａｉｔ ［ｂｅｉｔ］
【助记】放诱饵（ｂａｉｔ）等待（ｗａｉｔ）鱼上钩
【词性】? ｖ．
【词义】（在鱼钩上、陷阱中等）放诱饵：～ａｈｏｏｋｗｉｔｈａ
ｗｏｒｍ把鱼虫放在钩上作鱼饵

【词性】? ｎ．
【词义】饵，诱惑物：Ｔｈｅｆｉｓｈｎｉｂｂｌｅｄａｔｔｈｅ～．那鱼轻咬鱼饵。
【词组】ｒｉｓｅｔｏｔｈｅｂａｉｔ上钩，中圈套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ｌｎｓ］
【词性】? ｖ．
【词义】（使）平衡：Ａｌｌｔｈｅｔｉｍｅｈ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ｔｒｙｉｎｇｈａｒｄｔｏ～
ｈｉｍｓｅｌｆｓｏａｓｎｏｔｔｏｆａｌｌｄｏｗｎａｓｈｉｓｐａｒｅｎｔ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
ｗｏｕｌｄ．他一直在竭力保持平衡，以免像他父母所预料的
那样在这方面失败。

【词性】? ｎ．
【词义】① 天平，秤（ｃ）：Ｔｈｅ～ｓｔｏｏｄａｔｅｘａｃｔｌｙｔｈｒｅｅｋｉｌｏ
ｇｒａｍｓ．天平正好指在三公斤上。
② 平衡，均衡（ｕ）：Ｔｈｅｂｏｘｅｒｗａｓｋｎｏｃｋｅｄｏｆｆｈｉｓ～．拳击
手被揍得失去平衡。

③ 差额，结余，余款（ｃ）：Ｉｗｏｕｌｄｐａｙｔｈ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ｎｅｙ
ｂｙ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ｉｓｍｏｎｔｈ．我在本月底将付清余款。

【词组】① ｋｅｅｐｏｎｅｓｂａｌａｎｃｅ保持平衡，稳定
② ｌｏｓｅｏｎｅｓｂａｌａｎｃｅ失去平衡，慌乱
③ ｔｈ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ｐｏｗｅｒ（国家间的）均势，力量均衡
④ ｔｈ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ｔｒａｄｅ进出口贸易差额
⑤ 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ｐａｙｍｅｎｔｓ国际收支差额

ｂａｌｌｏｔ ［ｂｌｔ］
【词性】? ｎ．
【词义】（无记名）投票，票数：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ｐｕｔｉｔｔｏａ～．我们
应该对此进行无记名投票。

【词性】? ｖ．
【词义】投票：Ｔｈｅｕｎｉｏｎ～ｅｄｉｔｓ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工会让会员们以无记名方式就所建议的改革
进行表决。

ｂａｎ ［ｂｎ］
【词性】? ｖｔ．
【词义】（官方明令）禁止，取缔：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ｈｅｗａｓ
～ｎｅｄｆｒｏｍｄｒｉｖｉｎｇ．事故发生后，他被禁止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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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　ｂａｎ，ｆｏｒｂｉｄ，ｐｒｏｈｉｂｉｔ
① ｂａｎ意为“（法律上）禁止、取缔”，含有道义上进行谴责
之意。例如：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ｈａｓｂａｎｎｅｄ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ｃｈｅｍｉ
ｃａｌｗｅａｐｏｎｓ．政府已经禁止使用化学武器。

② ｆｏｒｂｉｄ意为“不许、禁止、命令某人不准干某事”，指对某
人进行约束。例如：Ｔｈｅｆａｔｈｅｒｆｏｒｂｉｄｓｈｉｓ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ｏｔｏｕ
ｃｈｔｈｅｐｉａｎｏ．父亲禁止孩子们去碰那架钢琴。

③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意为“禁止、阻止”，常与介词“ｆｒｏｍ”连用，有时
指根据规章所采取的约束活动。例如：Ｓｍｏｋｉｎｇｉｓｐｒｏ
ｈｉｂｉｔｅｄｉｎｍａｎｙｔｈｅａｔｒｅｓ．很多剧院都禁止吸烟。

【反义】ｐｅｒｍｉｔｖ．允许
【词组】ｂａｎ．．．ｆｒｏｍ禁止……做
【词性】? ｎ．
【词义】禁止，禁令：ｂｅｐｕｔ（或ｐｌａｃｅｄ）ｕｎｄｅｒａ～遭禁 ／ｐｕｔａ
～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ｏｆａｌｃｏｈｏｌ宣布禁止酒类进口

【真题例句】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ｏｎ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ｏｇｏｆｕｒｔｈｅｒｂｙｃａ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ａｆｅｄｅｒａｌｌａｗｔｈａｔｗｏｕｌｄｉｍｐｏｓｅａ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ｂａ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ｃｌｏｎｉｎｇ．是否进一步要求联邦以法律强制执行完全禁止克
隆人这一问题上，小组内部还存在分歧。【９９年考研阅读】

ｂａｎｇ ［ｂ］
【助记】音“砰”→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词性】? ｎ．
【词义】① （突发的）巨响：Ｔｈｅｄｏｏｒｓｈｕｔｗｉｔｈａ～．门砰然
一声关上了。

② 猛击，猛撞：Ｓｈｅｆｅｌｌａｎｄｇｏｔａｎａｓｔｙ～ｏｎｔｈｅｋｎｅｅ．她
摔倒了，膝盖猛撞在地上。

【词性】? ｖ．
【词义】① 发出砰的一声：Ｉｃｏｕｌｄｈｅａｒｔｈｅｇａｒａｇｅｄｏｏｒ～ｉｎｇ
ｉｎｔｈｅｗｉｎｄ．我能听到车库门在风中砰砰作响。
② （砰砰）猛击，猛撞：Ｉ～ｅｄｍｙｈｅａｄｏｎｔｈｅｌｏｗｃｅｉｌｉｎｇ．
我的头撞在低矮的天花板上。

【同义】① ｓｌａｍ② ｓｔｒｉｋｅ，ｈｉ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ｋｌｋｊｕｌｅｉｔ］ｖ．
【助记】ｃａｌｃｕｌ（计算）＋ａｔｅ（动词后缀，做……）→计算
【词义】① 计算，推算：Ｈａｖｅｙｏｕ～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你算出结果
来了吗？

② 估计，推测：Ｉ～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ｒｉｐｗｏｕｌｄｔａｋｅｔｗｏｄａｙｓ．我
估计这段路程要走两天时间。

③ ［常用被动语态，后接不定式］计划，打算：Ｔｈｉｓａｄｖｅｒ
ｔｉｓｅｍｅｎｔｉｓ～ｄｔｏａｐｐｅａｌｔｏｃｈｉｌｄｒｅｎ．这个广告是针对儿
童设计的。

【词组】①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ｏｎ／ｕｐｏｎ预期，指望：Ｗｅｈａ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ｏｎａｑｕｉｅｔＳｕｎｄａｙ．我们原打算过一个安静的星期天。
②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ｆｏｒ作……打算或安排；预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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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ｆｏｒｈａｖｉｎｇｓｕｃｈｂａｄｗｅａｔｈｅｒ．他们没有预料到会
遇到这样恶劣的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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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考题】Ｉ　　 ｔｈａｔｗｅｗｏｕｌｄａｒｒｉｖｅａｔ８∶００ａ．ｍ．．
Ａ．ｃｏｕｎｔｅｄ　Ｂ．ｆｉｇｕｒｅｄ　Ｃ．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试题分析】答案Ｃ。译文：我估计我们上午８点钟到。本
题是近义词辨析题。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估计，推算，做复杂的计
算；ｃｏｕｎｔ一个一个地算；ｆｉｇｕｒｅ指用数字算出、推测出总
数；ａｃｃｏｕｎｔ解释，说明。

【派生】①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ｋｌｋｊｕｌｅｉｔｉ］ａｄｊ．有私心的；精明的
②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ｋｌｋｊｕｌｅｉｎ］ｎ．计算，推算，估计

ｃａｌｌ ［ｋｌ］ｖ．
【词义】① 喊，叫：Ｐｌｅａｓｅ～ｔｈｅｎａｍｅｓｏｆａｌｌ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
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请宣读全体出席人员的名字。／Ｔｈｅｉｎｊｕｒｅｄ
ｓｏｌｄｉｅｒ～ｅｄｏｕｔｉｎｐａｉｎ．受伤的士兵疼得大叫。
② 打电话：Ｓｈｅｐｒｏｍｉｓｅｄｔｏ～ａｔｎｏｏｎ．她答应中午来电话。
③ 把……叫做，称呼，称为：Ｗｈａｔｄｏｙｏｕ～ｔｈｉｓｉｎＥｎｇ
ｌｉｓｈ？这东西在英语里叫什么？

【同义】① ｃｒｙ，ｓｈｏｕｔ②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ｒｉｎｇ，ｐｈｏｎｅ
【词组】① ｃａｌｌａｔ对……作短暂访问：ＷｅｃａｌｌｅｄａｔＬｉｓｈｏｕｓｅ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我们昨天拜访了李家。
② ｃａｌｌｆｏｒ需要，要求；规定：Ｔｈｅｓｅｒｉｏｕｓ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ｃａｌｌｓｆｏｒ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ａｃｔｉｏｎ．严重的局势要求立即采取行动。

③ ｃａｌｌｆｏｒｔｈ使出现，使起作用，引起：Ａｐｒｉｌｓｈｏｗｅｒｓｃａｌｌ
ｆｏｒｔｈＭａｙｆｌｏｗｅｒｓ．四月的阵雨催开五月的鲜花。

④ ｃａｌｌｏｆｆ取消（某活动），停止做（某事）：Ｔｈｅｆｏｏｔｂａｌｌｍａｔｃｈ
ｗａｓｃａｌｌｅｄｏｆｆｏ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ｒａｉｎ．足球赛因雨取消。

⑤ ｃａｌｌｏｎ／ｕｐｏｎ访问（某人），探望（某人）；呼吁，号召，
要求：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ｃａｌｌｅｄ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ｔｙ．总统号召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⑥ ｃａｌｌｕｐ打电话；召集，征召……入伍；使人想起，使人
回忆到：Ｔｈｉｓｓｏｎｇｃａｌｌｓｕｐｔｈ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ｍｙｃｈｉｌｄ
ｈｏｏｄ．这首歌唤起了我的童年记忆。

ｃａｌｍ ［ｋｍ］
【词性】? ａｄｊ．
【词义】① （天气、海洋等）静的，平静的：Ａｆｔｅｒｔｙｐｈｏｏｎ，ｔｈｅ
ｓｅａｗａｓ～ａｇａｉｎ．台风过后，大海又风平浪静了。
② 镇静的，沉着的：Ｓｈｅｓｅｅｍｅｄｔｏｂ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ｃｏｕｒｔ．
在法庭上，她似乎显得很镇静。

【词性】? ｎ．
【词义】平静，风平浪静：Ｔｈｅｓｔｏｒｍｗ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ａｇｒｅａｔ
～．风暴过后，万籁俱寂。

【词性】? ｖ．
【词义】① 使平静：Ｗｅｃｏｕｌｄｈａｒｄｌｙ～ｈｅｒｗｈｅｎｈｅｒｓｏｎｗａｓ
ｈｉｔｂｙｔｈｅｃａｒ．当她的儿子被汽车撞了之后，我们很难使
她平静下来。

② 使镇静：Ｗｅｍａｎａｇｅｄｔｏ～ｈｉｍｄｏｗｎ．我们好不容易
使他冷静下来。

【词组】ｃａｌｍｄｏｗｎ冷静下来
【派生】① ｃａｌｍｌｙ［ｋｍｌｉ］ａｄｖ．平静地，镇定地
② ｃａｌｍｎｅｓｓ［ｋｍｎｉｓ］ｎ．安静，平静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ｋｍｐｅｉｎ］ｎ．／ｖ．
【助记】ｃａｍｐ（营地）＋ａｉｇｎ（名词后缀）→战役

【词义】① 战役：Ｔｈｅｄｅｓｅｒｔ～ｗａｓｗｏｎｗｉｔｈｔａｎｋｓａｎｄａｒ
ｍｏｕｒｅｄｖｅｈｉｃｌｅｓ．沙漠战役的胜利是由坦克和装甲车取
得的。

② （参加）运动，竞选活动：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ｂｅ
ｇａｎｔｏ～ｔｏｇａｉｎｍｏｒ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ｖｏｔｅｒｓ．总统候选人开
始了争取更多选民支持的竞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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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ｍｏｔｉｏ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①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侧重有组织的运动，尤其政治或商业上的活
动和竞选活动。例如：Ｈｅｌｏｓｔｏｕｔ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ｃａｍ
ｐａｉｇｎ．他在总统竞选中失败。

② ｍｏｔｉｏｎ指“与静相对应的动”，是抽象概念，多用于科技
语。例如：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ｉｓｉｎｍｏｔｉｏｎ．世界万物
都在变化运动中。

③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意为“运动、动作、调动”，常指具体的运动。
例如：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ｃａｎｂｅｐａｉｎｆｕｌｗｈｅｎｙｏｕｖｅｈｕｒｔｙｏｕｒｌｅｇ．
当你的腿受伤时，运动会使你感到疼痛。

【词组】ｂｅｇｉｎ／ｓｔａｒｔ／ｌａｕｎｃｈａｃａｍｐａｉｇｎ发起运动
【真题例句】Ｆｏｒｍｕｃｈｏｆｔｈｅｐａｓｔｙｅａｒ，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Ｂｕｓｈｃａｍ
ｐａｉｇｎｅｄｔｏｍｏｖ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ｏａｓａｖｉｎｇ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ｍｏｄ
ｅｌ，ｗｉｔｈｒｅｔｉｒｅｅｓｔｒａｄｉｎｇｍｕｃｈｏｒ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ｉｒ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ｏ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ｒｅｔｕｒｎｓ．在
过去的这些年里，布什总统一直在推动一场运动，试

图将社会安全保障体制改成储蓄账号模式。此模式会

让退休人员用他的有保障能得的大部分或全部退休金

去交换取决于投资回报的收入。 【２００７年考研阅读】
【派生】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ｅｒ［ｋｍｐｅｉｎ］ｎ．参加战役或运动的人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ｋｎｄｉｄｅｉｔ］ｎ．
【助记】ｃａｎ（能）＋ｄｉｄ（做）＋ａｔｅ（名词后缀表示人）→有能
力做事情的人才会被选为→侯选人

【词义】① 候选人，候补者：Ｈｅｗａｓ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ｙｏｒｏｆ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ｉｔｙ．他是纽约市市长候选人。
② 报考者，考生：Ｅｖｅｒｙ～ｍｕｓｔｗｒｉｔｅｈｉｓ／ｈｅｒｎａｍｅｉｎ
ｆｕｌｌ．每个考生必须写上他（她）的全名。

【派生】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ｕｒｅ［ｋｎｄｉｄｔ（ｒ）］ｎ．候选人身份或资格

ｄａｔａ ［ｄｅｉｔ］ｎ．
【词义】数据，资料（ｃ）：～ｂａｎｋ数据库
【真题例句】Ｔｈｅｙｇａｔｈｅｒａｌｌｔｈｅｄａｔａｔｈｅｙｃａｎ，ｎｏｔｊｕｓｔ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ｄｅｔａｉｌ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ｔｈｅｒｅ
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ａｃｈｉｅｖ
ｅｒｓ．他们收集一切能收集的数据，不仅仅是行为上的数
据和传记上的细节，还包括他们对成功人士在实验室

里所得出的结果。 【２００７年考研阅读】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ｅｉｔｂｅｉｓ］ｎ．
【助记】ｄａｔａ（数据，资料）＋ｂａｓｅ（基础，根据地，基地）
→数据库

【词义】数据库：Ｔｈｉｓｉｓ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ｕｓ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这是一种为商业环境而设计的通用数据库管
理和多用户操作系统。

ｄａｔｅ ［ｄｅｉｔ］
【词性】? ｎ．
【词义】① 日期，年代：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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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ｔｔｌｅｄ．她启程前往伦敦的日期已定下来了。
② 约会：Ｉｈａｖｅａ～ｗｉｔｈｍｙｇｉｒｌｆｒｉｅｎｄｔｏｎｉｇｈｔ．我今晚和
女朋友有个约会。

③ 枣：～ｐａｌｍ枣树
【词性】? ｖ．
【词义】① 注明……的日期：Ｓｈ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ａｌｅｔｔｅｒｆｒｏｍｈｉｍ ～ｄ
Ｍａｒｃｈ１６，１９９６．她收到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６日他写的一封信。
② 约会：Ｔｈｅｙｖｅｂｅｅｎｄａｔｉｎｇｆｏｒａｌｏｎｇｔｉｍｅ．他们一直频
繁约会。

③ 鉴定年代：Ｔｈｅｙ～ｄｔｈｅｒｏｃｋｂｙ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ｓｓｉｌｓｉｎ
ｉｔ．他们通过研究里面的化石来确定这块岩石的年代。

【词组】① ｏｕｔｏｆｄａｔｅ过期的，过时的
② ｔｏｄａｔｅ到目前为止 ③ ｕｐｔｏｄａｔｅ时新的，现代的

ｄａｚｚｌｅ ［ｄｚｌ］
【助记】智力玩具（ｐｕｚｚｌｅ）
使人惊奇（ｄａｚｚｌｅ）

【词性】? ｖｔ．
【词义】① （强光等）使目
眩，耀 眼：Ｔｈｅｙｗｅｒｅ
～ｄｂｙ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ｌｉｇｈｔ．
他们被强光照得目眩。

② 使惊奇，使倾倒：Ｈｅ
ｗａｓ～ｄｂｙｈｅｒｂｅａｕｔｙ
ａｎｄｗｉｔ．她聪明貌美
使他为之神魂颠倒。

【词性】? ｎ．
【词义】① 耀眼的光，闪耀物：ｔｈｅ～ｏｆｈｅａｄｌｉｇｈｔｓ汽车前灯
耀眼的光

② 令人赞叹的东西：ｔｈｅ～ｏｆｈ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她表演中
令人赞叹的部分

【派生】ｄａｚｚｌｉｎｇ［ｄｚｌｉ］ａｄｊ．眩目的；艳丽的；非凡的

ｄｅｂａｔｅ ［ｄｉｂｅｉｔ］
【助记】ｄｅ（降低）＋ｂａｔ（打）＋ｅ（发音需要）→降低打的程
度→争论

【词性】? ｎ．
【词义】争论，辩论：Ａｆｔｅｒ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ａｐ
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ｂｉｌｌ．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下议院通过了议案。

【词性】? ｖ．
【词义】争论，辩论：Ｔｈｅｙ～ｄｕｎｔｉｌｍｉｄｎｉｇｈｔ．他们一直争论
到深夜。／Ｔｈｅ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ｈａｓｂｅｅｎｄｅｂａｔｉ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国会一直在讨论金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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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　ｄｅｂａｔｅ，ａｒｇｕ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ｄｉｓｐｕｔｅ，ｑｕａｒｒｅｌ
① ｄｅｂａｔｅ指各自陈述理由，在公开的场合“辩论”。
② ａｒｇｕｅ意为“争论”，着重于说理，来论证自己的主张。
③ ｄｉｓｃｕｓｓ意为“讨论、议论”，表示互相交换观点、看法。
④ ｄｉｓｐｕｔｅ指互相辩驳的“辩论、争论”。
⑤ ｑｕａｒｒｅｌ意为“争论”，一般是指“争吵”的意思。

ｄｅｃｅｉｖｅ ［ｄｉｓｉｖ］ｖｔ．
【助记】ｄｅ（使变坏）＋ｃｅｉｖｅ（ｔａｋｅ拿）→用不正当的手段去
拿→欺骗

【词义】欺骗，蒙蔽：Ｈｉｓ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ｍａｎｎｅｒｄｉｄｎｏｔ～ｕｓｆｏｒ
ｌｏｎｇ．他那热情的样子并没有把我们欺骗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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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　 ｄｅｃｅｉｖｅ，ｃｈｅａｔ
　ｄｅｃｅｉｖｅ和 ｃｈｅａｔ同为“欺骗”，但内涵各异，绝不可互换
使用。

① ｄｅｃｅｉｖｅ侧重将不真实情况告诉别人或以某种错误说
法、理论、假象等使人上当，导致他人做出错误判断。

例如：Ｈｅｄｅｃｅｉｖｅｄｕｓｗｉｔｈｆａｌｓｅｐｒｏｍｉｓｅ．他用假承诺来欺
骗我们。

② ｃｈｅａｔ着重采取不诚实手段，获得某种个人利益（如作
弊）或损害他人利益（如欺骗钱财）。例如：Ｄｏｎｔｇｏｔｏ
ｔｈａｔｓｈｏｐ．Ｔｈｅｙａｒｅ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ｃｈｅａｔｙｏｕ．不要去那家商店买
东西，他们会骗你的。

ｄｅｃｅｎｔ ［ｄｉｓｎｔ；ｄｉｓｎｔ］ａｄｊ．
【词义】① 体面的，像样的：Ｐｕｔｏｎｓｏｍｅ～ｃｌｏｔｈ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ｙｏｕ
ｃａｌｌｏｎｔｈｅＳｍｉｔｈｓ．去拜访史密斯家人的时候，应穿像样
的衣服。

② 正派的，合乎礼仪的：Ｈｅｗａｓｐｒｅｔｔｙ～ｔｏｍｅ．他对我
相当和气。

【同义】① ｒｅｓｐｅｃｔａｂｌｅ，ｐｒｏｐｅｒ②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ｉｔ
【反义】ｉｎｄｅｃｅｎｔａｄｊ．不礼貌的，没品味的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ｋｌｒｅｉｎ］ｎ．
【词义】① 宣言，宣布，公告，正式声明（ｃ／ｕ）：Ｍａｎｙｄｅｖｅｌｏ
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ａｖｅｍａｄｅａ～ｏｆｗａｒｏｎｐｏｖｅｒｔｙ，ｓｏｈａｓ
Ｃｈｉｎａ．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向贫穷宣战，中国也不例外。
② 申报（单）（ｃ）：ａｃｕｓｔｏｍｓ～海关申报单，报关单

ｄｅｃｌａｒｅ ［ｄｉｋｌｅ］ｖ．
【词义】① 宣布，宣告，声明：Ｗｅ～ｗａｒｏｎｐｏｖｅｒｔｙ．我们向贫
穷宣战。

② 断言，宣称：Ｈｅ～ｄｈｉｍｓｅｌｆ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ａｌ．他宣称他
自己赞成那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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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　ｄｅｃｌａｒｅ，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ｐｒｏｃｌａｉｍ
① ｄｅｃｌａｒｅ多用于正式场合表示郑重宣布其立场或态度等，主
语多为人或机构，或表示怀有信心地正式公开讲明某事。

尤其是宣布战争、和平、独立等国家大政方针。

②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几乎专用“首次向公众宣布”某件事或宣布“官方
声明”，尤指宣布将引起人们注意的事。这种声明也可出

现在任何媒体（如新闻媒体）中，它们可以是提供信息也可

以是官方的决定。

③ｐｒｏｃｌａｉｍ指官方在公共或正式场合宣布一些国家重要事情
或做出严肃、认真的申明，也指正式宣布某种决定之结果。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ｉｋｎｍｉｋｌ］ａｄｊ．
【词义】节约的，节俭的，经济的；省时间的：ａｎ～ｓｔｏｖｅ省燃
料的炉子 ／ｂｅ～ｏｆｔｉｍｅ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节约时间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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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①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意为“节约的、节省的、经济的、廉价而实用
的”。例如：Ｇｏｉｎｇｂｙｔｒａｉｎｉｓｍｏ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ｔｈａｎｇｏｉｎｇ
ｂｙｐｌａｎｅ．乘火车比乘飞机更经济些。

②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意为“经济学的、经济（上）的”。例如：Ｔｈｅｌａｓ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ｌａ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ｓａ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ｆｏｒＣｈｉｎａ．上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是中国经济持续
增长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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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ｅｘｔｒａｖａｇａｎｔａｄｊ．浪费的
【派生】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ｌｙ［ｉｋｎｍｉｋｌｉ］ａｄｖ．节约地，节俭地；
节省地；在经济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ｋｎｍｉｋｓ］ｎ．
【助记】ｅｃｏｎｏｍｉｃ（经济学的，经济的）＋ｓ→经济学
【词义】经济学；经济原则；国家的经济状况：ｔｈｅ～ｏｆ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出版的经济原则／ｔｈｉｒｄｗｏｒｌｄ～第三世界的经济
状况

ｅｃｏｎｏｍｉｚ（ｓ）ｅ ［ｉｋｎｍａｉｚ］ｖ．
【词义】节约，节省（金钱、时间、资源等）：Ｏｕｒ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ｂｉｌｌｓ
ａ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ｗｅｃａｎａｆｆｏｒｄ——— ｗｅｍｕｓｔｓｔａｒｔｔｏ～．我
们的电费已经高得付不起了——— 必须得节省些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ｋｎｍｉ］ｎ．
【词义】① 节约，节省（金钱、时间、资源等）（ｃ／ｕ）：Ｗｅｈａｖｅ
ｔｏｐｒａｃｔｉｓｅ～．我们必须力行节约。
② （国家的）经济管理；经济制度（ｃ）：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ｏｆ
ＪａｐａｎａｎｄＣｈｉｎａ．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制度。

ｅｄｕｃａｔｅ ［ｅｄｊｕｋｅｉｔ］ｖｔ．
【词义】教育，培养，训练：Ｈｅｗａｓ～ｄａｔａ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ｉｎ
ｔｈｅＵ．Ｓ．Ａ．．他曾在美国的一所技术学院受过教育。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ｆｅｋｔ］
【词性】? ｎ．
【词义】① （ｏｎ）作用，影响（ｃ／ｕ）：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ｄｒｉｎｋｃａｎｈａｖｅａ
ｂａｄ～ｏｎｙｏｕｒｂｏｄｙ．含酒精的饮料对你身体有不好的
影响。

② 结果（ｃ）：Ｌｏｗ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ｗａｓｔｈｅ～ｏｆ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ｉｎｅｖｅｒｙｃｉｔｙ．死亡率低是每个城市都享
有完善的社会服务事业的结果。

③ 效果，效力（ｃ／ｕ）：Ｔｈｅｎｅｗ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ａｓ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这新药效果极佳。

【词性】? ｖｔ．
【词义】产生，招致，实现：Ｈｅｔｒｉｅｄｔｏ～ａ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ｅｍｅｎｔ．他试
图实现和解。

【词组】① ｂｅｉｎｅｆｆｅｃｔ生效，有效，实际上
② ｂｅｏｆｎｏｅｆｆｅｃｔ没有作用，无效力
③ ｃａｒｒｙ／ｂｒｉｎｇｉｎｔｏｅｆｆｅｃｔ使生效，使起作用，实现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ｆｅｋｔｉｖ］ａｄｊ．
【词义】有效的，生效的，得力的：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ｈａｓｔａｋｅ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政府采取了有效措施
以减少失业。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ｆｉｎｓｉ］ｎ．
【词义】效率，功效：Ｈｅｈａｓｄｏｎｅｍｕｃｈ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ｉｎｈｉ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他为公司提高效率做了很多工作。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ｆｉｎｔ］ａｄｊ．
【词义】① 有效的，效率高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ｓｏｎｅｏｆ
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ｈｉｃｈｗｉｌｌｌｏｗ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ｔ．有效率的管理
是降低生产成本的一个因素。

② 能胜任的：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ｄｅｉｔｌｉｋｅｌｙｔｈａｔｓｈｅｗｏｕｌｄ
ｂｅ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她受的教育似乎
使她比一般工程师更能胜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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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ｕ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ｉｏｕ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①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强调效用，意为“有效的”，可用于人或事物。
② ｅｆｆｅｃｔｕａｌ强调效果，意为“（最终）奏效的”，一般不用
于人。

③ ｅｆｆｉｃａｃｉｏｕｓ强调效验，意为“灵验的”，不用于人，多表示
药物和治疗的效果。

④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强调功效，意为“有成效的、效率高的”，可用于人
和事，指人表示“能干的”，指方法、机器表示“收效大的”。

ｅｆｆｏｒｔ ［ｅｆｔ］ｎ．
【词义】努力，艰难的尝试：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ｆｏｕｒ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ｗｅ
ｍｕｓｔｒｅｄｏｕｂｌｅｏｕｒ～．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加
倍努力。

【词组】① ｍａｋｅａｎｅｆｆｏｒｔ做出努力
② ｓｐａｒｅｎｏｅｆｆｏｒｔ不遗余力，尽力
③ ｉｎａｊｏｉｎｔ（ｃｏｍｍｏｎ）ｅｆｆｏｒｔ共同努力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 ［ｆｂｒｉｋｅｉｔ］ｖｔ．
【词义】① 建造，制造：Ｔｈｅｙｐｌａｎｔｏ～ａｃｉｎｅｍａｎｅｘｔｙｅａｒ．他
们计划明年建造一座电影院。

② 捏造，编造（谎言、借口等）：Ｉｄｉｓｌｉｋｅｄｔｈｏ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
～ｄｕｎｔｒｕｅｓｔｏｒｉｅｓ．我不喜欢那些捏造谣言的人。

【同义】① ｍａｋ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② ｃｒｅａｔｅ，ｉｎｖｅｎｔ
【反义】ｄｅｓｔｒｏｙｖｔ．破坏
【真题例句】Ｔｈｅｎｅｗｌｙ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ｗｅｒｅｏｆｔｅｎｓｏｓｔｒｉｋ
ｉｎｇ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ｅｌｌｓｔｕｄｉｅ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ｏｆ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ｔｈａｔｓｏｍ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ｅｖｅｎａｃｃｕｓｅｄＢｏａｓ
ａｎｄＳａｐｉｒｏｆ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ｄａｔａ．这些新近被描述的语
言和得到充分研究的欧洲和东南亚地区的语言往往差

别显著，以至于有些学者甚至指责Ｂｏａｓ和Ｓａｐｉｒ编造了
数据材料。 【２００４年考研完形】

【派生】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ｂｒｉｋｅｉｎ］ｎ．制造；虚构的东西

ｆａｄｅ ［ｆｅｉｄ］ｖｔ．
【词义】① （颜色）褪去：Ｔｈｅｃｏｌｏｕｒｉｎｔｈｉｓｓｉｌｋ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ｉｌｌ
ｎｏｔ～．这种绸布料子不会褪色。
② （声音等）变微弱；（光等）变暗淡：Ｗｈｅｎｔｈｅｌａｓｔｅｃｈｏ
ｈａｄ～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ｄｒｅａｄｆｕｌｓｔｉｌｌｎｅｓｓ．当最后的回声消
失后，出现了可怕的死寂。

③ 逐渐消失：Ａｓｅｖｅｎｉｎｇｃａｍｅ，ｔｈｅｃｏａｓｔｌｉｎｅ～ｄｉｎｔｏ
ｄａｒｋｎｅｓｓ．夜晚降临时，海岸线在黑暗中逐渐消失了。

【同义】① ｄｉｓｃｏｌｏｕｒ② ｄｉｍ，ｐａｌｅ③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ｖａｎｉｓｈ
【词组】ｆａｄｅａｗａｙ消失
【真题例句】Ｏｎｃ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ｂｅｇｉｎｓｔｏｆｉｌｌｔｈｅｓｃｒｅｅｎ
ｕｎｉｎｖｉｔｅｄ，ｔｈ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Ｗｅｂａｎｄ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ｆａｄｅｓ．一旦商业促销未经许可就开始充斥电脑屏幕，那
么网络与电视之间就没有区别了。【１９９９年考研阅读】

ｆａｉｒ ［ｆ］
【词性】? ａｄｊ．
【词义】① 公平的，合理的：Ｔｈｅｒｅｍｕｓｔｂｅ～ｐｌａｙ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ｓ．不管是什么样的竞赛都必须公平合理。
② 相当的，尚好的：Ｈｅ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ｉｓ～ｂｕｔ
ｎｏｔｐｅｒｆｅｃｔ．她对这门语言的掌握相当好，但并非完美
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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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晴朗的：Ｗｅａｒ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ｔｏｔｒａｖｅｌｔｈｉｓｗｅｅｋｅｎｄ，ｈｏｐｉｎｇ
ｆｏｒ～ｗｅａｔｈｅｒ．我们正计划周末去旅游，希望有好天气。
④ 整齐的，清洁的：Ｉｍａｄｅｙｏｕａ～ｃｏｐｙ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我
为你准备好了一份整洁的报告。

【词性】? ｎ．
【词义】集市，交易会，博览会：Ａｔ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ｌａｓｔｙｅａｒ，ｐｒｉｚｅｓ
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ｆｏｒｔｈｅｂｅｓｔｆａｒ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ｄ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在去年的
乡村物产交易会上，最好的农产品及家畜都获奖了。

ｆａｋｅ ［ｆｅｉｋ］
【词性】? ｎ．
【词义】① 赝品，假消息，假动作：Ｔｈａｔｓｎｏｔａｒｅａｌｄｉａｍｏｎｄ
ｎｅｃｋｌａｃｅ；ｉｔｓｊｕｓｔａ～！那不是真钻石项链，是假的！
② 骗子，冒充者：Ｈｅｌｏｏｋｅｄｌｉｋｅａｐｏｓｔｍａｎｂｕｔｈｅｗａｓｒｅ
ａｌｌｙａ～．他看上去像个邮递员，但实际上是假冒的。

【词性】? ａｄｊ．
【词义】假的，伪造的：～ｆｕｒｓ，ｊｅｗｅｌｌｅｒｙ，ｅｔｃ假的毛皮，珠宝等
【词性】? ｖ．
【词义】① 伪造（某物）：Ｈｅｒｗｈｏｌｅｓｔｏｒｙｈａｄｂｅｅｎ～ｄ．她的
话全都是编造的。

② 假装，佯装：～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ｇｒｉｅｆ，ｉｌｌｎｅｓｓ装出吃惊、悲伤、
患病的样子

【派生】ｆａｋｅｒ［ｆｅｉｋ］ｎ．伪造者，骗子，冒牌货

ｆａｎｃｙ ［ｆｎｓｉ］
【词性】? ｎ．
【词义】① 想像力：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ｕｓｕａｌｌｙｈａｖｅａｌｉｖｅｌｙ～．儿童往
往有丰富的想像力。

② 幻想，幻觉：ＤｉｄＩｒｅａｌｌｙｈｅａｒｓｏｍｅｏｎｅｃｏｍｅｉｎ，ｏｒｗａｓ
ｉｔｏｎｌｙａ～？我是真听到有人进来还是仅仅是幻觉
而已？

③ （尤指一时的）爱好，迷恋：ａ～ｔｏ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ｎｏｖｅｌｓ对
浪漫小说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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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　ｆａｎｃｙ，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① ｆａｎｃｙ意为“想像力、迷恋”，常指不切实际的想像。例
如：Ｈｉｓｌａｓｔｂｏｏｋｉｓａｂｏｌｄ，ａｔｔｉｍｅｓｓｕｒ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超现实主义
的）ｍｉｘｔｕｒｅｏｆｆａｃｔａｎｄｆａｎｃｙ．他的最后一本书大胆，有超
现实主义倾向，是事实与想象的结合。

②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意为“想像、空想、想像力”，而且常指合乎情
理并富有创造性的想像。例如：Ｈｅｈａｄａ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ｉｎｄ，
ａｎｄｌｉｔｔｌｅ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他思维逻辑化，缺乏想象力。

【词性】? ｖｔ．
【词义】想像，幻想：Ｉ～（ｔｈａｔ）ｉｔｓｇｏｉｎｇｔｏｒａｉｎｔｏｄａｙ．我看
今天要下雨。

【词性】? ａｄｊ．
【词义】花式的，别致的：ａ～ｈａｉｒｄｏ别致的女子发式
【词组】① ｔａｋｅａｆａｎｃｙｔｏ喜爱
② ｔａｋｅ／ｃａｔｃｈｔｈｅｆａｎｃｙｏｆ投合……的心意

ｆａｒｅ ［ｆ］
【词性】? ｎ．
【词义】① 车费，船费，飞机票价：ｆｕｌｌ（ｈａｌｆ）～全（半）票 ／
Ａｌｌ～ｓ，ｐｌｅａｓｅ！（公共汽车售票员用语）请买票！
② 伙食，饮食：Ｔｈｅ～ｈｅｒｅｉｓｓｉｍｐｌｅｂｕｔｇｏｏｄ．这里的伙
食简单而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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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　ｆａｒｅ，ｆｅｅ，ｐａｙ，ｗａｇｅ
① ｆａｒｅ意为“（车、船）费”。例如：Ｈｅｃｏｕｌｄｒａｒｅｌｙａｆｆｏｒｄｔｈｅ
ｒａｉｌｗａｙｆａｒｅ．他几乎付不起火车费。

②ｆｅｅ意为“酬金、手续费、学费”。例如：Ｔｕｉｔｉｏｎｆｅｅｉｓａｂｕｒｄｅｎ
ｆｏｒｍａｎｙｆａｍｉｌｉｅｓ．学费对许多家庭来说是个负担。

③ ｐａｙ意为“工资、薪金”。例如：Ｔｈｅｙ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ｅｄ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ｉｒ
ｐａｙａｎ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他们抱怨过工资和工作条件。

④ ｗａｇｅ意为“（尤指工人的）工资、报酬”，一般用复数形式。
例如：Ｈｉｓｗａｇｅｓａｒｅ３００ｄｏｌｌａｒｓａｗｅｅｋ．他的报酬是一周三
百美元。

【词性】? ｖ．
【词义】① 吃，进食：Ｔｈｅｙ～ｄｐｌａｉｎｌｙ．他们吃得很简单。
② 进展，过活：Ｏｕｒ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ｓｆａｒｉｎｇｆａｒ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ａｆｅｗ
ｙｅａｒｓａｇｏ．我国的经济情况比几年前好得多了。

【同义】① ｅａｔ② ｐｒｏｓｐｅｒ，ｔｈｒｉｖｅ

ｆａｓｃｉｎａｔｅ ［ｆｓｉｎｅｉｔ］ｖ．
【词义】强烈地吸引，迷住，使神魂颠倒：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ｖｉｖｉｄ
ｃｏｌ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ｓｅｔ～ｄｔｈｅｅｙｅｓ．日落时艳丽的变化多端
的色彩使人看得入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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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毃

毃毃

毃

【典型考题】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ｅｒｅ　　 ｂｙａｌｌｔｈｅｔｏｙｓｉｎｔｈｅｓｈｏｐ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Ａ．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Ｂ．ｅｘｃｉｔｅｄＣ．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Ｄ．ｆａｓｃｉｎａｔｅｄ

【试题分析】答案Ｄ。译文：孩子们被商店橱窗内的所有玩
具迷住了。本题是词义辨析题，尤其是对过去分词作形

容词用法时，词义辨析的考查。ｉｎｔｅｒｅｓｔ表达的是“对
……感兴趣”；ｅｘｃｉｔｅ意为“为……而兴奋”；ａｔｔｒａｃｔ意为
“吸引、迷住”，此词与ｆａｓｃｉｎａｔｅ词义相近，都有“迷住”之
意，而ｆａｓｃｉｎａｔｅ指“迷住”的程度更甚。

【反义】ｂｏｒｅｖ．使人厌烦
【真题例句】Ｎｏｂｏｄｙｃａｎｈｅｌｐｂｕｔｂｅｆａｓｃｉｎ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ｏ
ｗｈｉｃｈｈｅｉｓｔａｋｅｎｂｙ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ｉｃｔｉｏｎ．没有人不对科幻小说
给我们带来的奇妙世界着迷。 【１９９５年考研词汇】

【派生】① ｆａｓｃ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ｓｉｎｅｉｎ］ｎ．魅力；迷恋，入迷
② ｆａｓｃｉｎａｔｉｎｇ［ｆｓｉｎｅｉｔｉ］ａｄｊ．迷人的

ｇａｌａｘｙ ［ｌｋｓｉ］ｎ．
【词义】① 星系：Ｓｐｉｒａｌ～螺旋星系
② （ｔｈｅＧ）银河（系）：Ｔｈｅｓｕ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ａｒｅｉｎｔｈｅ
Ｇａｌａｘｙ．太阳和地球都属于银河系。
③ 一群（杰出或著名的人物）：ａ～ｏｆｔａｌｅｎｔ一群才子

ｇａｌｌｏｐ ［ｌｐ］
【词性】? ｎ．
【词义】① （马等的）飞跑，
疾驰：Ａｈｏｒｓｅｉｓａｔｆｕｌｌ
～．马飞快地跑着。
② 飞速发展：Ｈｅｗａｓｔｈｅ
ｍｏｖｉｎｇ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ｈｉｓｒｅｉｇｎｗａｓａ～ａｔｆｕｌｌ
ｓｐｅｅｄ．他是进步的动力；
在他的统治下出现了飞速的发展。

【词性】? ｖ．
【词义】① 飞跑，飞涨：Ｉｅｎｊｏｙ～ｉｎｇｏｖｅｒ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ｓ．我喜欢骑
着马在田野里奔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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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匆匆做（某事）：～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ｎｅｓｗｏｒｋ匆匆做完工作
【词组】ａｔａｇａｌｌｏｐ以最快速度，飞快地，急速地

ｇａｍｂｌｅ ［ｍｂｌ］
【词性】? ｖ．
【词义】① 赌博：Ｈｅｓ～ｄａｗａｙａｌｌｈｉｓｆａｔｈｅｒｓｌｅｇａｃｙ．他把他
父亲的遗产赌光了。

② 投机；冒险：～ｉｎｏｉｌ做石油投机生意
【同义】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ｅ，ｒｉｓｋ，ｂｅｔ
【词性】? ｎ．
【词义】① 赌博 ：ｂｅａｄｄｉｃｔｅｄｔｏ～赌博成瘾
② 投机；冒险：Ｓｅｔｔｉｎｇｕｐｔｈｉ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ｗａｓａｂｉｔｏｆ～．开
办这样的公司有点冒险。

【词组】① ｇａｍｂｌｅｉｎｓｔｈ．投机买卖
② ｇａｍｂｌｅｏｎｓｔｈ．／ｄｏｉｎｇｓｔｈ．打赌，碰运气

【派生】① ｇａｍｂｌｅｒ［ｍｂｌ］ｎ．赌博者，赌徒
② ｇａｍｂｌｉｎｇ［ｍｂｌｉ］ｎ．冒险；投机

ｇａｐ ［ｐ］ｎ．
【词义】间隙，缺口（ｃ）：Ｉｂｒｉｄｇｅｄａ～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ｂｙ
ｔｅｌｌｉｎｇａｊｏｋｅ．我讲了一个笑话填补了谈话的间隙。

ｇａｓ ［ｓ］ｎ．
【词义】① 气体（ｃ），煤气（ｕ）：Ａｉｒｉｓａｍｉｘｔｕｒｅｏｆ～ｅｓ．空气
是各种气体的混合物。／ｂｕｒｎ～烧煤气
② 汽油（ｕ）：Ｙｏｕｃａｎｓｅ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ｉｎｔｈｅｃｉｔ
ｙ．在这座城市里，你随处可以见到加油站。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ｅｎｄ］ｎ．
【词义】① ［语法］性：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ｈｒｅｅ～ｓ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ｅ，
ｆｅｍｉｎｉｎｅａｎｄｎｅｕｔｅｒ．德语中有三性：阳性、阴性和中性。
② 性别：ｔｈｅｍａｌｅ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ｓ男性和女性

ｇｅｎｅ ［ｄｉｎ］ｎ．
【助记】音“基因”

【词义】基因：～ｐｏｏｌ基因库（指构成某一种族的全部基因）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ｒｌ］
【助记】ｇｅｎｅｒ（种类）＋ａｌ（属于……的）→属于同一种类的
→总的

【词性】? ａｄｊ．
【词义】① 一般的，普遍的：Ｔｏｗｏｒｒｙａｂｏｕｔｈｉｇｈｆｏｏｄｐｒｉｃｅｓｉｓ
ｎｏｗｆａｉｒｌｙ～．食物高昂的价格是目前大家普遍担心的
问题。

② 总的，大体的：ａ～ｓｔｒｉｋｅ总罢工
【词性】? ｎ．
【词义】将军：Ｔｈｅ～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ｈｉｍｔｏｄｏｔｈｅｔｏｕｇｈｔａｓｋ．将军
派他去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词组】① 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通常，大体上
② ｇｅｎｅｒ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常识，人所共知的事

ｈａｂｉｔ ［ｈｂｉｔ］ｎ．
【词义】习惯，习性，脾性（ｃ）：Ｉｔｉｓｎｏｔｅａｓｙｔｏｂｒｅａｋｏｆｆａｂａｄ
～．要改掉一个坏习惯不容易。

【词组】① ｂｅｉｎ／ｆａｌｌｉｎｔｏ／ｇｅｔｉｎｔｏｔｈｅｈａｂｉｔｏｆ养成……习惯
② ｆａｌｌ／ｇｅｔ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ｈａｂｉｔｏｆ去掉……习惯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ｈｂｉｔｔ］ｎ．
【助记】ｈａｂｉｔ（习惯）＋ａｔ（在）→习惯呆的地方→栖息地

【词义】（动植物的）自然环境，栖息地：Ｔｈｉｓｃｒｅａｔｕｒｅｓ（ｎａｔｕ
ｒａｌ）～ｉｓｔｈｅｊｕｎｇｌｅ．这种动物的（天然）栖息地是丛林。

ｈａｉｌ ［ｈｅｉｌ］
【助记】收到妈妈的邮件（ｍａｉｌ）我欢呼（ｈａｉｌ）起来
【词性】? ｖ．
【词义】① 欢呼，喝彩：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ｌｉｎｅｄｔｈｅｓｔｒｅｅｔｓｔｏ～ｔｈｅｒｅ
ｔｕｒｎｉｎｇｈｅｒｏｅｓ．人们夹道欢迎凯旋的英雄们。
② 招呼：Ａｎｏｌｄｆｒｉｅｎｄ～ｅｄｍ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
ｓｔｒｅｅｔ．一位老朋友从街对面招呼我。
③ 下雹；迅而猛地落下：Ｉｔｓ～ｉｎｇ．正在下雹。／Ｓｔｏｎｅｓ
～ｅｄｄｏｗｎｏｎｔｈｅｍ．石头像雹子一样落在他们身上。

【词性】? ｎ．
【词义】雹，冰雹；来得又多又猛的事物：Ｗｅｄｒｏｖｅ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ｄｓｎｏｗ．我们顶着冰雹和大雪开车。／ａ～ｏｆｂｕｌｌｅｔｓ，
ｂｌｏｗｓ，ｃｕｒｓｅｓ一阵弹雨、乱打、乱骂

【词组】① ｈａｉｌｓｔｈ．ｄｏｗｎｏｎｓｂ．猛烈迅速地落下
② ｈａｉｌｆｒｏｍ来自（某地）

ｈａｍｐｅｒ ［ｈｍｐ］ｖｔ．
【词义】① 妨碍，阻碍：Ｏｕｒ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ｗａ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ｂａｄ
ｗｅａｔｈｅｒ．我们前进时受到了恶劣天气的阻碍。
② 束缚，限制，牵制：Ｓｏ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ｉｎｋｔｈａｔｒｈｙｍｅａｎｄ
ｍｅｔｒｅ～ｔｈｅｐｏｅｔｓｆｒｅ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有人认为韵律束缚了
诗人的自由发挥。

【反义】ａｉｄｖｔ．帮助

ｈａｎｄｉｃａｐ ［ｈｎｄｉｋｐ］
【词性】? ｎ．
【词义】障碍，不利条件：Ｐｏｏｒｅｙｅｓｉｇｈｔｉｓａ～ｔｏａｓｔｕｄｅｎｔ．视
力差对学生来说是一个障碍。

【同义】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ｒａｗｂａｃｋ，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反义】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ｎ．优势，有利条件
【词性】? ｖｔ．
【词义】妨碍，使不利：Ｗｅｗｅｒｅ～ｐｅｄｂｙｌａｃｋｏｆｍｏｎｅｙ．我们
因缺钱而吃亏。

【派生】ｈａｎｄｉｃａｐｐｅｄ［ｈｎｄｉｋｐｔ］ａｄｊ．有生理缺陷的

ｈａｎｄｌｅ ［ｈｎｄｌ］
【词性】? ｎ．
【词义】柄，把手，拉手：Ｂｌａｄｅａｎｄ～ａｒｅ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ｐａｒｔｓ
ｏｆａｋｎｉｆｅ．刀身和刀柄是一把刀的组成部分。

【词性】? ｖ．
【词义】① 处理，对待，操纵：Ｈｅ～ｄａ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ｓｋｉｌｌｆｕｌｌｙ．他巧妙地处理了一次棘手的争论。
② 触，摸，抚弄：Ｄｏｎｔ～ｔｈａｔｐｉｃｔｕｒｅｕｎｔｉｌｙｏｕｗａｓｈ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ｓ．不洗手就别碰那张画。

【词组】ｆｌｙｏｆｆｔｈｅｈａｎｄｌｅ狂怒

ｓｈｉｅｌｄ ［ｉｌｄ］
【助记】保护（ｓｈｉｅｌｄ）我们的大地（ｆｉｅｌｄ）
【词性】? ｖ．
【词义】① 保护，保卫：Ｔ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ｅｄｔｈｅｂａｂｙｗｉｔｈｈｅｒ
ｂｏｄｙ．母亲用身体保护了婴儿。
② 庇护，掩盖：Ｓｈｅｌｉ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ｅｔｏ～ｈｅｒｆｒｉｅｎｄ．她向
警方说谎以包庇她的朋友。

【同义】①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ｐｒｏｔｅｃｔ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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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性】? ｎ．
【词义】盾，保护物，防御物：Ｄａｒｋｇｌａｓｓｅｓａｒｅ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
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ｇｌａｒｅ．墨镜能有效地遮挡强光。

ｓｈｉｆｔ ［ｉｆｔ］
【词性】? ｖ．
【词义】① 转移，移动：Ｄｏｎｔｔｒｙｔｏ～ｔｈｅｂｌａｍｅｏｎｔｏｍｅ！别
想把责任推到我身上！

② 替换，更换，改变：Ｔｈｅｗｉｎｄ～ｅｄｆｒｏｍｎｏｒｔｈｔｏｅａｓｔ．风
由北转向东。

【同义】① ｃｈａｎｇｅ②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
【词性】? ｎ．
【词义】① 转移，更换，改变：ｐｏｌｉｃｙ～ｓ政策的变化 ／ｔｈｅ～
ｏｆ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ｐｏｗｅｒ）领导层（权力）的更迭
② 班，轮班，轮班职工：ｔｈｅｅａｒｌｙ（或ｍｏｒｎｉｎｇ）～早班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ｕｌｄ］
【助记】ｓｈｏｕｌｄ（应该）＋ｅｒ（表示人）→人应该做→承担
【词性】? ｎ．
【词义】肩膀，肩部（ｃ）：Ｓｈｅｐａｔｔｅｄｍｅｏｎｔｈｅ～．她拍拍我的
肩膀。

【词性】? ｖｔ．
【词义】肩负，承担：Ｓｈｅｗｏｎｔ～ａｌｌｔｈｅｂｌａｍｅｆｏｒｔｈｅｍｉｓｔａｋｅ．
她不会承担该过失的全部责任。

【词组】①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ｔｏｓｈｏｕｌｄｅｒ并肩；协力
② ｐｕｔｏｎ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ｔｏｔｈｅｗｈｅｅｌ全力以赴
③ ｔｏｔａｋｅｏｎｔｈｅ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肩负，承担

ｓｈｏｗ ［ｕ］
【词性】? ｖｔ．
【词义】① 呈现，显示：Ｓｈｅ～ｅｄｈｅｒｒ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ｇｉｒｌｓ．她把戒
指显示给姑娘们。

② 表明，证明：Ｉｔ～ｓｔｈａｔｈｅｉｓｎｏｆｏｏｌ．这表明他不傻。
【词性】? ｎ．
【词义】展览，展览会，演出：Ｉｗｉｌｌｇｏｔｏｆａｓｈｉｏｎ～．我要去看
时装展览。

【词组】① ｓｈｏｗｏｆｆ炫耀，卖弄
② ｓｈｏｗｕｐ显而易见，使显示出；出席，到场

ｓｈｏｗｅｒ ［ａｕ］
【词性】? ｎ．
【词义】① 阵雨，

阵雨般的东

西：ｂｅｃａｕｇｈｔ
ｉｎａｈａｒｄ ～
遇到一阵大

暴雨 ／ａ～ｏｆ
ｔｅａｒｓ如雨的
泪水

② 一大批，一大串：ａ～ｏ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ｓ一大批礼物 ／ａ～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ｍｅｎｔｓ一连串的恭维话
③ 淋浴，淋浴器，淋浴间：Ｗｅｈａｖｅｔｏｔａｋｅｓｅｖｅｒａｌｃｏｌｄ～ｓ
ｔｏｋｅｅｐｕｓｃｏｏｌ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ｉｎｓｕｍｍｅｒ．夏季，我们一天得冲
几次凉。

【词性】? ｖ．
【词义】① 下阵雨：Ｉｔ～ｅｄ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昨天下了一场阵雨。
② 阵雨般落下（或来到）：～ｔｈｅｎｅｗｌｙｗｅｄｓｗｉｔｈｃｏｎｆｅｔ
ｔｉ．向新婚夫妇撒彩色纸屑。

ｓｈｒｉｎｋ ［ｒｉｋ］ｖｉ．（ｓｈｒａｎｋ／ｓｈｒｕｎｋ，ｓｈｒｕｎｋ）
【词义】① 起皱，收缩：Ｔｈｅｓｋｉｎｏｎｈｅｒｆａｃｅ～ｓ．她脸上的皮
肤起皱了。

② （ｆｒｏｍ）畏缩，退缩：Ｓｈｅ～ｓｆｒｏｍ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她
对陌生人畏缩不前。

ｓｈｕｔｔｌｅ ［ｔｌ］
【词性】? ｖ．
【词义】穿梭往返：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ｙ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ｉｓ
ｓｈｕｔｔｌ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ｂｒｉｄｇｅ．
繁忙的车辆在桥上

穿梭。

【词性】? ｎ．
【词义】① 往返汽车（列
车、飞机）：ＩｍｆｌｙｉｎｇｔｏＢｏｓｔｏｎｏｎｔｈｅ～．我将乘往返班
机去波士顿。

② 梭子：Ｓｈｕｔｔｌｅｉｓｐａｒｔｏｆａｌｏｏｍ．梭子是织布机的一部分

















 。

　　　　　　　　　Ａｎｉｄｅａｌｉｓａｋｉｎｄｏｆｐｏｗｅｒ． （Ｆｒａｎｃｅ）ＲｏｍａｎｅＲｏｌｌａｎｄ

　　　　　　　一种理想，就是一种动力。 ———［法］罗曼·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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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Ｕｎｉｔ２
本单元词汇预览

ｒａｃｉａｌ　　　　 ｒａｄｉａｔ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ｒａｇｅ　　　　　 ｉｄｅ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ｄｌｅ ｉｇｎｉｔｅ ｊｅａｌｏｕｓ ｊｏｉ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ｊｕｓｔｉｆｙ ｋｅｙ ｋｎｉｔ ｌａｂｅｌ ｌａｇ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ｌａｔｔｅｒ ｌａｕｎｃｈ ｌａｙｅｒ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ｍａｇｎｉｆｙ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ｅｎｔ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ｍａｊｏｒ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ｍａｋｅ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ｂｌｉｇｅ ｏｂｓｃｕ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ｏｂ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ｂｓｏｌｅｔｅ ｏｂｔａｉｎ ｐａｃｅ ｐａｃｋ ｐａｄ
ｐａｎｅｌ ｐａｎｉｃ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ｆ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ａｃｒｅｄ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 ｓａｖａｇｅ ｓａｖ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ｓｃａｒｅ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ｓｃｅｎｅ ｓｃｅｎｅｒｙ ｓｑｕｅｅｚｅ

ｒａｃｉａｌ ［ｒｅｉｌ］ａｄｊ．
【词义】种族的：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ａｓｔｒｏｎｇｓｅｎｓｅｏｆ～ｐｒｉｄｅ．他们有
强烈的种族自豪感。

【派生】① ｒａｃｉａｌｉｓｔ［ｒｅｉｌｉｓｔ］ｎ．种族主义者
② ｒａｃｉａｌｉｓｍ［ｒｅｉｌｉｚｍ］ｎ．种族主义，种族偏见

ｒａｄｉａｔｅ ［ｒｅｉｄｉｅｉｔ］ｖ．
【助记】ｒａｄｉ（ｒａｙ光线）＋ａｔｅ（使……）→使……发光→辐射
【词义】① 发出，发射出
（光、热等），辐射，发

射：Ｔｈｅｓｕｎ～ｓ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ｈｅａｔ．太阳发出光
和热。

② 发散，传播显露

出：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ｔｅｎ
ｄｅｒｎｅｓｓｔｈａｔ～ｄｆｒｏｍ
ｈｅｒ．从她身上人们可
以感受到一种温柔。

【同义】① ｅｍｉｔ
【派生】①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ｒｅｉｄｉｅｉｎ］ｎ．（热、能等的）放射，辐
射（作用）；发散；传播

② ｒａｄｉａｔｏｒ［ｒｅｉｄｉｅｉｔ］ｎ．暖气片，散热器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ｒｄｉｋｌ］ａｄｊ．
【词义】① 根本的，基本的：ａ～ｅｒｒｏｒ根本性错误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ｏｆａｓｙｓｔｅｍ一种体系的基本思想
② 彻底的，完全的；激进的：～ｃｈａｎｇｅ彻底的改变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用过激的言语

【同义】① ｂａｓｉｃ，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② ｅｘｔｒｅｍｅ，ｕｔｍｏｓｔ
【反义】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ａｄｊ．表面的，表面性的，肤浅的
【真题例句】Ａｎ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ｂｏｒｄｅｒｄｉｖｉｄｅｓｔｈｏｓｅａｒｇｕｉｎｇｆｏｒ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ｏｎｔｈｅｂｅｈａｌｆ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ａｒｅｅｒｐｒｏｓ
ｐｅｃｔｓ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ａｒｇｕｉｎｇ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ｆｏｒ
ｂｒｏａｄｅｒｒｅａｓｏｎｓｏｆｒａｄ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ｏｒｍ．对于计算机
在课堂上的应用，人们在观点上存在一条无形的界

线———有人认为，在课堂上应用计算机是出于对学生

就业前途的考虑；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对实

行彻底的教育改革的考虑。 【１９９９年考研阅读】

ｒａｇｅ ［ｒｅｉｄ］ｎ．
【词义】（一阵）狂怒，（一阵）盛怒：Ｔｈｅｗｉｎｄｉｓｉｎａ～．狂风
肆虐。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毃

毃毃

毃

辨析　ｒａｇｅ，ａｎｇｅｒ，ｉｎｄｉｇｎａｔｉｏｎ，ｆｕｒｙ
① ｒａｇｅ意为“狂怒”，表示已愤怒到失去自我控制的地步，有
强烈的情感外露。例如：Ｈｅｆｌｅｗｉｎｔｏａｒａｇｅ．他狂怒起来。

② ａｎｇｅｒ意为“愤怒、怒火”，常用词。例如：Ｈｅｔｕｒｎｓｒｅｄ
ｗｉｔｈａｎｇｅｒ．他因愤怒脸变红了。

③ ｉｎｄｉｇｎａｔｉｏｎ意为“愤慨”，常指因某事卑鄙可耻、不公平
而感到极其愤怒。例如：Ｓｈｅｗａｓｆｉｌｌ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ｄｉｇｎ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ｗｈｉｃｈｍｉｎｅｒｓｆｏｒｃｅｄｔｏｗｏｒｋ．矿工被
迫在此条件下工作，她心中充满了愤慨。

④ ｆｕｒｙ意为“狂怒、狂暴”，强调某种难以压制或勉强压制
住的愤怒心情。例如：Ｈｅｗａｓｆｉｌｌｅｄｗｉｔｈｆｕｒｙｗｈｅｎｈｅ
ｓａｗｔｈｅｓｃｅｎｅ．当他看到这一幕，他心中充满愤怒。

ｉｄｅａｌ ［ａｉｄｉｌ］
【助记】做生意（ｄｅａｌ）前加“ｉ”才是理想的（ｉｄｅａｌ）
【词性】? ａｄｊ．
【词义】① 理想的，完美的：ａｎ～ｍａｒｒｉａｇｅ完美的婚姻
② 空想的，理想主义的：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理想
的政体

【词性】? ｎ．
【词义】理想（ｃ）：Ｉａｍｌｏｏｋｉｎｇｆｏｒａｈｏｕ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ｂｕｔ
ｈａｖｅｎｔｆｏｕｎｄｍｙ～ｙｅｔ．我正在乡间找一栋房子，但还没
有找到理想的（房子）。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ａｉｄｅｎｔｉｋｌ］ａｄｊ．
【助记】ｉｄｅｎｔ（同一的）＋ｉｃａｌ（形容词后缀）→同一的
【词义】① 同一的：Ｓｈｅｗｏｒｅｔｈｅ～ｄｒｅｓｓｏｎｂｏｔｈ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ｓ．她
在两种场合穿的是同一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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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完全）相同的，一模一样的：Ｔｈｅｃｏｐｙｗａ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复制本与原件完全一样。

【同义】① ｓａｍｅ② ａｌｉｋｅ，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
【反义】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ｄｊ．不同的
【词组】ｂｅ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ｔｏ／ｗｉｔｈ与……完全相同的
【派生】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ｎｅｓｓ［ａｉｄｅｎｔｉｋｌｎｉｓ］ｎ．相同点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ａｉｄｅｎｔｉｆａｉ］ｖｔ．
【助记】ｉｄｅｎｔ（同一的）＋ｉｆｙ（使……）→使一样→使等同于
【词义】① 认为……等同于，使等同于：Ｎｅｖｅｒ～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ｆａｃｔｓ．切莫把意见与事实混为一谈。
② 识别，鉴别：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ｃｏａｔａｓｈｉｓｂｒｏｔｈｅｒｓ．他认
出那件外衣是他兄弟的。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櫒
櫒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櫒
櫒

毃

毃毃

毃

辨析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①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指证实或识别某人的身份或认出某物是谁的或
是什么。

②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指通过感觉器官清楚的认出或区别。
③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指认出原来曾经见过或听到过的某人或某物。

【词组】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ｏｎｅｓｅｌｆｗｉｔｈｓｂ．／ｓｔｈ．支持某人（某事物）；与
……有关联

【派生】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ｋｅｉｎ］ｎ．认出，识别，鉴
定；身份证明（常略作ＩＤ）；有关联；认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ｉｄｅｎｔｔｉ］ｎ．
【助记】ｉｄｅｎｔ（同一的）＋ｉｔｙ（名词后缀）→相同性
【词义】① 相同性，一致（性）：Ｔｈｅｔｗｏｃｒｉｍｅｓｈａｖｅｓｏｍｅ～，
ｉｎａｗａｙ．在某种意义上，两起案子有相同性。
② 本身，本体；身份：Ｔｈｅｃｈｅｑｕｅｗｉｌｌｂｅｃａｓｈｅｄｏｎｐｒｏｏｆ
ｏｆ～．这张支票凭身份证兑换。

ｉｄｌｅ ［ａｉｄｌ］
【词性】? ａｄｊ．
【词义】① 闲散的，闲置的，空闲的：～ｍｏｎｅｙ闲散资金
② 无根据的，无理由的：～ｒｕｍｏｕｒｓ毫无根据的谣传／
～ｃｏｍｐｌａｃｅｎｃｙ盲目自满 ／～ｐｒｏｍｉｓｅ说说而已的允诺
③ 无用的，徒然的：Ｉｔｓ～ｔｏｅｘｐｅｃｔｈｅｌｐｆｒｏｍｈｉｍ．指望
他帮助只会是一场空。

【反义】ｄｉｌｉｇｅｎｔａｄｊ．勤奋的；忙碌的
【词性】? ｖ．
【词义】① 虚度，闲荡，无所事事：Ｄｏｎｔ～ａｗａｙｙｏｕｒｙｏｕｔｈ．
别虚度青春。／Ｉ～ｍｙｔｉｍｅｇｏ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ｍｏｖｉｅ．我把时间
消磨在看电影上。

② 使闲散：Ｔｈｅｓｔｒｉｋｅ～ｄｏｎｅｍｉｌｌｉｏｎｗｏｒｋｅｒｓ．罢工使１００
万工人闲着没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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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　ｉｄｌｅ，ｌａｚｙ
①无事可做，因而“闲散”、“悠闲”，英语称之为ｉｄｌｅ。例如：
Ｈｅｉｓｉｄｌ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ｈｅｉｓｏｕｔｏｆｗｏｒｋ．他失业了，所以闲着。

②不愿做事，因而“懒惰”，英语称之为ｌａｚｙ。例如：Ａｌａｚｙｃａｔ
ｔｌｅｄｏｇｉｓｏｆｎｏｕｓｅｔｏａｆａｒｍｅｒ．对农场主来讲，一条懒惰的
牧狗是毫无用处的。

【派生】ｉｄｌｅｒ［ａｉｄｌ］ｎ．游手好闲者，懒汉

ｉｇｎｉｔｅ ［ｉｎａｉｔ］ｖ．
【词义】① 点燃，使燃烧：～ａｓｔｏｖｅｆｉｒｅｗｉｔｈｓｃｒａｐｓｏｆｐａｐｅｒ用

碎纸片点燃炉火

② 激起，使激动：Ｔｈｅ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ｔｈｅｈａｔｒｅｄｏｆｔｈｅｐｅｏ
ｐｌｅ．压迫激起人民的仇恨。

【同义】① ｌｉｇｈｔ，ｋｉｎｄｌｅ，ｂｕｒｎ
【反义】ｅｘ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ｖｔ．熄灭；压制
【派生】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ｎ．着火，燃烧

ｊｅａｌｏｕｓ ［ｄｅｌｓ］ａｄｊ．
【词义】① （ｏｆ）妒忌的：Ｄｏｎｔｂｅ～ｏｆａｎｙｂｏｄｙ．不要嫉妒任
何人。

② 猜疑的，警惕的：Ｔｈｅｄｏｇｗａｓｓｕｃｈａ～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ｏｆ
ｔｈｅｂｌｉｎｄｗｏｍａｎｔｈａｔｈｅ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ｌｅｔｈｅｒ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ｓｔｒｅｅｔ．狗
很警惕地护着那位盲妇人不让她过马路。

【派生】ｊｅａｌｏｕｓｙ ［ｄｅｌｓｉ］ｎ．珍爱；妒忌

ｊｏｉｎｔ ［ｄｉｎｔ］
【词性】? ｎ．
【词义】① 接头，接缝，接合处：Ｃｈｅｃｋ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ｉｐｅｓ
ａｒｅｓｅａｌｅｄｐｒｏｐｅｒｌｙ．检查一下管道的接口是否封严了。
② 关节：Ｓｈｅｆｅｌｌａｎｄｐｕｔｈｅｒｋｎｅｅｏｕｔｏｆ～．她摔得膝关
节脱臼了。

【词性】? ａｄｊ．
【词义】共同的，联合的：Ｗｅｄｉｄｉｔ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ｉｔｗａｓａ～ｅｆｆｏｒｔ．
这是我们一起干的，是共同努力的结果。

【词组】① ｏｕｔｏｆｊｏｉｎｔ（指骨）脱臼；混乱，紊乱
② ｐｕｔｏｎｅｓｎｏｓｅｏｕｔｏｆｊｏｉｎｔ使某人难堪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ｎｌ］ｎ．
【词义】① 定期刊物，杂志（ｃ）：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ａｒｅｆｕｌｌｏｆ
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这家技术刊物刊登的都
是简短的科技信息。

② 日志，日记：Ｄｏｙｏｕｋｅｅｐａ～ｏｆ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ｗｏｒｋｙｏｕ
ｄｏ？你把你的工作量记入日志吗？

【词组】ｋｅｅｐ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记日记，记下来
【派生】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ｄｎｌｉｚｍ］ｎ．新闻业，新闻工作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 ［ｄｎｌｉｓｔ］ｎ．
【助记】ｊｏｕｒｎａｌ（杂志）＋ｉｓｔ（表示人）→杂志社的人→记者
【词义】记者，新闻工作者：Ｓｈｅｉｓａ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ｔ～．她是一位出
类拔萃的记者。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ｄｎｉ］
【词性】? ｎ．
【词义】旅行，旅程（ｃ）：Ｉｈｏｐｅｙｏｕ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ａｐｌｅａｓａｎｔ～ｂａｃｋ
ｔｏｙｏｕｒｈｏｍｅｔｏｗｎ．祝你归乡途中一路顺风。

【词性】? ｖｉ．
【词义】旅行：Ｈｅ～ｅｄ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他曾周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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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　ｊｏｕｒｎｅｙ，ｖｏｙａｇ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ｒｉｐ，ｔｏｕｒ
① ｊｏｕｒｎｅｙ意为“旅行、旅程”，指从一个地方直接到达目的
地的旅行，尤指较远距离的陆上旅行。

② ｖｏｙａｇｅ意为“航行”，指较长距离的水路旅行。
③ ｔｒａｖｅｌ意为“旅行”，常用作抽象名词，指去各地的旅行，
不特指某一次旅行，有“游历”、“游记”的意思。

④ ｔｒｉｐ意为“旅行”，指短距离旅行，也指从事业务或游览
性质的旅行。

⑤ ｔｏｕｒ意为“周游”，指在途中若干地点停留的旅行，有一
定的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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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组】ｂｒｅａｋｏｎｅｓｊｏｕｒｎｅｙ途中在某地作短暂停留

ｊｕｓｔｉｆｙ ［ｄｓｔｉｆａｉ］ｖｔ．
【助记】ｊｕｓｔ（公正的）＋ｉｆｙ（动词后缀，使……）→使成为公
正的→证明……正当

【词义】证明……正当（或有理、正确）：Ｓｕｃｈａ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ｂｅ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ｅ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以提高功效
为依据可以证明采取这种措施是正确的。

【同义】ｄｅｆｅｎｄ
【真题例句】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ｏｆａｆｆａｉｒｓｍａｙ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 ｔｈｏｕｇｈｎｏｔ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ｂｙｔｈｅｌａｃｋｏｆｌｅｇａｌｐｅｎａｌｔｙ（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ｂｕｔｎｏｔＥｕｒｏｐｅ）ｆｏｒｄａｔａｌｅａｋａｇｅ．目前此事的状况
可能会加剧———虽然不合理———因为 （在美国而不是欧

洲）缺乏对信息泄漏的处罚。 【２００７年考研阅读】
【派生】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ｓｔｉｆｉｋｅｉｎ］ｎ．辩护；正当的理由

ｋｅｙ ［ｋｉ］
【词性】? ｎ．
【词义】① 钥匙（ｃ）：Ｉｖｅｌｅｆｔｍｙ～ｓ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ｃａｎｔｇｅｔｍｙ
ｂｏｏｋｓ．我把钥匙丢在家里了，我的书拿不着了。
② （ｔｏ）答案，解答（ｃ）：Ｉｄｏｎｔｋｎｏｗｔｈｅ～ｔｏｔｈｅｇｒａｍ
ｍｅｒ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我不知道语法练习的答案。
③ 关键：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ｈａｓａｌｗａｙｓｂｅｅｎｔｈｅ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ｔｒａｄｅ．
运输一向是贸易的关键。

④ 键，琴键：ｐｒｅｓｓｔｈｅ～ｓｏｆａｐｉａｎｏ按钢琴的键
【词性】? ａｄｊ．
【词义】主要的，关键的：Ｈｅｈａｓ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ｎｙ．
他在公司里占有一个关键的职位。

【词性】? ｖ．
【词义】（ｔｏ）使适应（用）；使和谐：Ｔｈｅｂｏｏｋｓａｒｅ～ｅｄｔｏ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ｓ．这些书是针对高年级学生的
需要而开设的。

ｋｎｉｔ ［ｎｉｔ］ｖ．
【词义】① 编织，编结：Ｓｈｅｓ～ｔｉｎｇｈｅｒｈｕｓｂａｎｄａｓｗｅａｔｅｒ．她
在给丈夫织一件套衫。

② ［常用过去分词］使坚实，使紧密结合：Ｔｈｅｂｒｏｋｅｎ
ｂｏｎｅｓｈａｖｅ～ｗｅｌｌ．断骨已愈合良好。

【反义】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ｖ．分离，分开
【词组】ｋｎｉｔｏｎｅｓｂｒｏｗ（ｓ）皱眉

ｌａｂｅｌ ［ｌｅｉｂｌ］
【词性】? ｎ．
【词义】标签，标记，标号：Ｉｒｅａｄ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ｂｅ
ｆｏｒｅｄｅｃｉｄｉｎｇｗｈｉｃｈｊａｍｔｏｂｕｙ．我先看果酱标签上的说明
再决定买哪种。

【词性】? ｖｔ．
【词义】（ａｓ）加标签于；把……称为，把……归类为：Ａｒｅ
ｖｉｅｗｅｒ～ｅｄｈｅｒｆｉｒｓｔｎｏｖｅｌａｓｓｕｐｅｒ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ｗｏｒｋｓ．有个评
论家把她的处女作称为“超级浪漫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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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　ｌａｂｅｌ，ｔａｇ
① ｌａｂｅｌ指附在物品上，标有物品性质、物主、名称、目的地
等的标签。其制作材料为纸、亚麻布、金属、塑料等。

② ｔａｇ指固定在物品上，标明商品的名称、产地和价格等
的标签；也可指固定或系在行李等物品上的标签。其

制作材料与ｌａｂｅｌ同。

【真题例句】Ｆｅｅｌｉｎｇ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ｄｂｙｗｒｉｔｉｎｇ
ｅｖｅｒｌｏｎｇｅｒｗａｒｎｉｎｇｌａｂｅｌｓ，ｔｒｙｉｎｇｔｏ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ｅｖｅｒｙｐｏｓｓｉ
ｂｌｅａｃｃｉｄｅｎｔ．公司方面觉得处境危险，它们便做出反应，
在产品上写上更长的警示标语，试图预见各种可能发

生的事故。 【１９９９年考研阅读】

ｌａｇ ［ｌ］ｖ．
【词义】① 走得慢，落后，滞留：Ｐｒｉｃｅｓａｒｅｒｉｓｉｎｇｓｈａｒｐｌｙ，
ｗｈｉｌｅｉｎｃｏｍｅｓａｒｅ～ｇｉｎｇｆａｒｂｅｈｉｎｄ．物价飞涨而收入却
远远落后。

② 减弱，衰退：Ａ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ｇｉｎｇｃａｍｅｉ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工商业出现了明显的衰退。

【同义】① ｄｅｌａｙ，ｌｉｎｇｅｒ，ｌｏｉｔｅｒ
【词组】ｌａｇｂｅｈｉｎｄ落在……后面
【真题例句】ＦｒｏｍｃａｒｄｅａｌｅｒｓｈｏｐｓｔｏＧａｐｏｕｔｌｅｔｓ，ｓａｌｅｓ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ｌａｇｇｉｎｇｆｏｒｍｏｎｔｈｓａｓｓｈｏｐｐｅｒｓ．由于消费者节制支
出，从汽车销售场到Ｇａｐ超市，销售额几个月来一直在
下滑。 【２００４年考研阅读】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ｌｔｒｌ］ａｄｊ．
【助记】ｌａｔｅｒ（边）＋ａｌ（形容词后缀，……的）→旁边的
【词义】侧面的，旁边的：ａ～ｉｄｅａ侧面的意见
【词组】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横向思维

ｌａｔｔｅｒ ［ｌｔ］
【词性】? ａｄｊ．
【词义】后一半的，末了的：Ｉｎｔｈｅ～ｙｅａｒｓｏｆｈｉｓｌｉｆｅ，ｈｅｌｉｖｅｄ
ａｌｏｎｅａｎｄｎｅｖｅｒｗｅｌｃｏｍｅｄｖｉｓｉｔｏｒｓ．他晚年独居，从不欢迎
来访者。

【词性】? ｐｒｏｎ．
【词义】后者：Ｔｈｉｓｗｈｉｔｅｒｏｓｅａｎｄｔｈａｔｒｅｄｒｏｓｅａｒｅｐｒｅｔｔｙ．ＢｕｔＩ
ｐｒｅｆｅｒｔｈｅ～．这朵白玫瑰和那朵红玫瑰都很漂亮，但我
比较喜欢后者。

ｌａｕｎｃｈ ［ｌｎｔ］
【词性】? ｖ．
【词义】① 发射，发动：～ａｍａｎｍａｄ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发射人造卫星
② 使（船）下水：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ｅｄａｎｅｗ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ｌｉｎｅｒ．他
们使一艘新的客轮下水。

【词性】? ｎ．
【词义】发射，下水（ｕ）：Ｔｈ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ｐａｃｅｖｅｈｉｃｌｅｗａｓ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ｅｖｅｎｔ．第一个宇宙飞行器的发射是有历史意义
的事件。

【词组】① ｌａｕｎｃｈｏｕｔａｔｓｂ．攻击或抨击某人
② ｌａｕｎｃｈ（ｏｕｔ）ｉｎｔｏｓｔｈ．勇于采取（某行动）

ｌａｙｅｒ ［ｌｅｉ］ｎ．
【助记】外行（ｌａｙｍａｎ）才把种子放置（ｌａｙ）在土层（ｌａｙｅｒ）上
【词义】层，层次：Ｔｈｅｓｅｓｅｅｄｓｍｕｓｔｂ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ｗｉｔｈａ～ｏｆ
ｅａｒｔｈ．这些种子必须盖上一层土。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ｍｎｉｔｕｄ］ｎ．
【助记】ｍａｇｎ（大）＋ｉｔｕｄｅ（表示状态）→巨大，广大
【词义】①巨大，广大（ｕ）：Ｔｈｅ～ｏｆｔｈｅｓｑｕａｒｅｉｓｕｎｂｅｌｉｅｖａ
ｂｌｅ．广场之大令人难以置信。
② 大小，数量（ｕ）：Ｔｈｅ～ｏｆｔｒａｆｆｉｃｆｌｏｗｉｓｃｌｅａｒｌｙｉｎｄｉｃａ
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ｆｆ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ｉｔｙ．交通流量清楚地表明
一个城市的交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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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重要性：Ａ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ｓ～ｈａｄｔｏｈａ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ｐ
ｐｏｒｔ．如此重大的决定必须得到全国的支持。

ｍａｇｎｉｆｙ ［ｍｎｉｆａｉ］ｖ．
【助记】ｍａｇｎ（大）＋ｉｆｙ（动词后缀，使……）→使变大→
放大

【词义】① 放大，扩大：
Ｈｅｕｓｅｄｔｈｅｍｉｃｒｏ
ｓｃｏｐｅｔｏ～ｔｈｅｓａｍ
ｐｌｅｓｏａｓ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ｉｔ
ｃｌｅａｒｌｙ．他用放大镜
放大样本以便更清

楚地观察它。

② 夸大，夸张：Ｈｅ
ｔｒｉ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ａｒｔｈｅｐｌａｙｅｄｉｎｔｈｅｂａｔｔｌｅ．他试图夸大他
在战斗中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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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ｍａｇｎｉｆｙ，ａｕｇｍｅｎｔ
①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意为“增加、提高”，多用于增加数量、增大距
离、扩大面积、增强力量等。例如：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ｄｅｂｉｒ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ｌｉｃｙ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人口数量增长使得计
划生育政策成为必需的。

② ｍａｇｎｉｆｙ意为“放大、扩大、增加（影响、尺寸、强度
等）”。例如：Ａｌｅｎｓｗｏｕｌｄｍａｇｎｉｆｙ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ｏｉｔｗｏｕｌｄ
ｂｅｌｉｋｅｌｏｏｋｉｎｇａｔａｌａｒｇｅＴＶｓｃｒｅｅｎ．透镜能使图像放大，
看起来就像在看大的彩色电视机屏幕（一样）。

③ ａｕｇｍｅｎｔ意为“扩大、增加”，使（已经发展的事情）在尺
寸、程度或数量上的增大，常用于增加势力、权力、财

富、幸福、处分等。例如：Ｉａｕｇｍｅｎｔｍｙｉｎｃｏｍｅｂｙｈａｒ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我努力工作以增加收入。

【反义】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ｖ．减少；缩小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ｅｎｔ ［ｍｎｉｆｉｓｎｔ］ａｄｊ．
【助记】ｍａｇｎ（大）＋ｉｆｉｃ（做）＋ｅｎｔ（形容词后缀，……的）→
做得大大的→宏伟的，壮观的

【词义】壮观的，壮丽的，宏伟的：Ｗ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Ｈａｌｌ
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我们参观了宏伟的人民大会堂。／ｈｅｒ～
ｇｅｎｅｒｏｓｉｔｙ她那豪爽的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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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　ｇｒａｎｄ，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ｌｙ，ｍａｊｅｓｔｉｃ
四个词都含有“大的”、“庄严的”、“宏伟的”意思，其中：

① ｇｒａｎｄ侧重“规模大的”、“雄伟的”。
②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ｅｎｔ除表示“宏伟的”外，还带有“豪华的”意思。
③ ｓｔａｔｅｌｙ指“外表庄严的”或“使人感到庄严的”。
④ ｍａｊｅｓｔｉｃ除有ｓｔａｔｅｌｙ的意思外，还含有“高贵的”、“宏伟
的”、“气势磅礴的”意思。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ｍｅｉｎｔｅｉｎ］ｖｔ．
【助记】ｍａｉｎ（ｍａｎ手）＋ｔａｉｎ（保持）→用手来保持→维持
【词义】① 维持，保持：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ａｖｅ～ｅｄ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ａｎｙｙｅａｒｓ．两国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友好的
关系。

② 维修，保养：～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维修机器
③ 赡养，供给：Ｈｅｈａｓｔｏ～ｈｉｓｗｉｆｅａｎｄｔｗｏｃｈｉｌｄｒｅｎ．他
必须养活妻子和两个孩子。

④ 坚持，主张：Ｓｈ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ｏｎｉｓｇｒｏｕｎｄｌｅｓｓ．

她坚持该指控是毫无根据的。

【反义】ａｂａｎｄｏｎｖｔ．舍弃，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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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考题】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ａｋｅｔｈｅｔｒａｉｎｓｒｕｎｓａｆｅｌｙ，ｔｈｅｒａｉｌｗａｙ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Ａ．ｋｅｐｔ　Ｂ．ｋｅｐｔｏｎ　Ｃ．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Ｄ．ｍａｄｅ

【试题分析】答案Ｃ。译文：为确保火车安全运行，铁路必须
不断维修养护。本题属词意辨析题，看什么词义的词填

在空格中使句意流畅，通顺。ｋｅｅｐ“保留”，接主语补足语，
意为保持（某种状态），一直……；ｋｅｅｐｏｎｄｏｉｎｇ“继续做某
事”；ｍａｋｅ“制造”；ｍａｉｔａｉｎ“保养”，此处为被动语态。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ｍｅｉｎｔｎｎｓ］ｎ．
【助记】ｍａｉｎ（手）＋ｔｅｎ（握）＋ａｎｃｅ（名词后缀）→握在手中
→维持

【词义】① 维持，保持（ｕ）：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ｉｓｅｄｆｕｎｄｓｆｏｒ
ｉｔｓ～．这机构筹集基金来维持自身。
② 维修，保养（ｕ）：Ｔｈｅｙａｒ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ｏｆ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他们负责教学楼的维修。

【真题例句】Ｖｉｔａｍｉｎｓａ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ｉｎｓｍａｌｌ
ａｍｏｕ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ｄｉｅｔｆｏｒ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ｍａｎ．维生素是有机化合物，
饮食中必须含有少许维生素以维持动物（包括人）的生

存和正常生长。 【１９９６年考研完形】

ｍａｊｏｒ ［ｍｅｉｄ］
【词性】? ａｄｊ．
【词义】（较）大的，（较）重要的：Ｔｈｅｃａｒｎｅｅｄｓ～ｒｅｐａｉｒｓ．这
辆车需要大修。

【词性】? ｎ．
【词义】① 专业，主修科：Ｓｈｅｅｎｔｅｒｅｄｃｏｌｌｅｇｅａｓａｈｉｓｔｏｒｙ～．
她在大学里主修历史。

② 专业学生：Ｈｅｉｓ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他是数学专业
的学生。

③ 少校：Ｉｎｔｈｅａｒｍｙ，ａｃａｐｔａｉｎｉｓｊｕｎｉｏｒｔｏａ～．在部队
里，上尉是少校的下属。

【词性】? ｖ．
【词义】（ｉｎ）主修，专攻：Ｉ～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ｎｄｍｉｎｏｒｉｎＦｒｅｎｃｈ．
我主修英语，兼修法语。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ｍｄｒｔｉ］ｎ．
【词义】① 多数，大多数；半数以上：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ｈｏｌｄｓａ～ｏｆ
ｔｈｅｓｔｏｃｋ．该公司拥有半数以上的股票。
② 票数差距，多得的票数：Ｔｈｅｄｒａｆｔ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ａｓ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ａ～ｏｆ１２８．这项提案以超过１２８票的多数获得通过。
③ 法定年龄；成年：Ｓｈｅｈａｓｒｅａｃｈｅｄｈｅｒ～．她已达到法定
年龄。

【词组】ｉｎ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ｉｔｙ占多数

ｍａｋｅ ［ｍｅｉｋ］ｖｔ．
【词义】① 做，制造：Ｉｍａｄｅｍｙｓｅｌｆａｃｕｐｏｆｃｏｆｆｅｅ．我自己泡
了一杯咖啡。

② 构成，组成：Ｔｈｒｅｅｍｏ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ｓｗｉｌｌ～ａｑｕｏｒｕｍ．再
有３个成员就可以凑足法定人数。
③ 成为，使成为：Ｍｅｄ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ｌｏｎｅｄｏｅｓｎｔ～ａ
ｇｏｏｄｄｏｃｔｏｒ．单有医学知识并不能成为一个好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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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　ｍａｋ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
①ｍａｋｅ指“做、制造”。普通用语，包括各种手工或机器制
造，也包括艺术科学方面的创造。

②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概念较ｍａｋｅ窄，多指由机器进行大规模生产。
③ｐｒｏｄｕｃｅ概念也较广泛，既指具体物品的生产，也指精神财
富的创造，可用于物，也可用于人，但强调的是数量及品

种，而不像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强调生产的机械化过程。

【词组】① ｍａｋｅａｄｅａｌｗｉｔｈ达成协议，做成交易
② ｍａｋｅｆｏｒ走向，驶向；有助于，有利于
③ ｍａｋｅｏｕｔ辨认；理解；开列 ④ ｍａｋｅｕｐｆｏｒ弥补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ｍｌｉｎｎｔ］ａｄｊ．
【词义】① （指人或人的行为）恶毒的，恶意的：ａ～ｓｌａｎｄｅｒ
恶意的诽谤

② （指肿瘤、疾病）恶性的，致命的：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ｉｓｎｔ～．
这个瘤不是恶性的。

【派生】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ｙ［ｍｌｉｎｎｓｉ］ｎ．恶毒，恶意，恶性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ｒｉ］ｎ．
【词义】① 理论，原理（ｃ）：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ｔｈｅ～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
ｉｔｙ．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
② 学说，见解，看法（ｃ）：Ｓｈｅｈａｓａ～ｔｈａｔ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ｍｉｌｋ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ｃｏｌｄｓ．她有一种说法，认为喝牛奶能防止感冒。

【派生】ｔｈｅｏｒｉｓｔ［ｉｒｉｓｔ］ｎ．理论家，空谈家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ｅｒｐｉ］ｎ．
【词义】（治）疗法，理疗（ｃ／ｕ）：Ｈｅｉｓｈａｖｉｎｇ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ｈｉｓｓｏｒｅｓｈｏｕｌｄｅｒ．他正在用职业疗法治疗肩膀酸痛。

【派生】ｔｈｅｒａｐｉｓｔ［ｅｒｐｉｓｔ］ｎ．（某疗法的）治疗专家

ｏｂｊｅｃｔ
【词性】? ［ｂｄｉｋｔ］ｎ．
【词义】① 物体，实物：Ｗｈａｔａｒｅｔｈｏｓ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ｓ？那些奇异
物体是什么？

② （情感、思想和行动的）对象，客体：Ｔｈｅｃｈｕｒｃｈｉｓｔｈｅ
ｍａｉｎ～ｏｆｈｉ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他最感兴趣的是这座教堂。
③ 目的，宗旨：Ｏｕｒ～ｉｓｔｏｇｅｔｔｈｅｔｒｕｔｈａｃｒｏｓｓ．我们的目
的是弄清事实真相。

④ ［语］宾语
【词性】? ［ｂｄｅｋｔ］ｖ．
【词义】（ｔｏ）反对，不赞成：Ｍｙｍｏｔｈｅｒ～ｓｔｏｃｉｇａｒｓｍｏｋｉｎｇ．
我母亲反对抽雪茄。

【词组】① ｏｂｊｅｃｔａｇａｉｎｓｔ反对 ② ｏｂｊｅｃｔｔｏｓｔｈ．反对，讨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ｂｄｅｋｔｉｖ］
【助记】ｏｂｊｅｃｔ（客体）＋ｉｖｅ（形容词后缀，……的）→客观的
【词性】? ａｄｊ．
【词义】客观的，如实的，无偏见的：～ｒｅａｌｉｔｙ客观现实 ／Ｈｅ
ｆｉｎｄｓｉｔ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ｒｅｍａｉｎ～ｗｈｅｒｅｈｉｓｓｏｎｉ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他
觉得事关自己的儿子就很难保持客观态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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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态度的词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主观的　　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乐观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批评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客观的 ｐｅｓｓｉｍｉｓｔｉｃ悲观的　　ｓｅｒｉｏｕｓ严肃的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公平的 ａｐｐｒｏｖｉｎｇ赞成的　　 ｄｏｕｂｔｆｕｌ怀疑的
　ｎｅｕｔｒａｌ中立的

【词性】? ｎ．
【词义】目的，宗旨：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政治目标 ／Ｌｅｔｊｕｓｔｉｃｅｂｅ
ｏｕｒ～．让正义做我们奋斗的目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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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　ａｉｍ，ｇｏ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ｐｕｒｐｏｓｅ
① ａｉｍ指清楚地确定下来的“目的”、“目标”，并愿为它的
实现而付出努力或精力的事情。

② ｇｏａｌ指强调自己而不是别人确定的“目标”、“目的”，必
须经过坚持不懈努力和艰苦的奋斗才能达到或完成。

③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表示具体、直接或很快可以达到的“目的”、“目
标”，也可用于军事用语，表示“攻击目标”。

④ ｐｕｒｐｏｓｅ表示“目的”、“计划”、“意图”，指决心或打算充
分利用其能力和机会而达到的目的。例如：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ｙｏｕｒｃｏｍｉｎｇ？你来的目的是什么？

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 ［ｂｄｅｋｎ］ｎ．
【词义】反对，异议：Ｉｄｌｉｋｅｔｏｃｏｍｅｔｏｏ，ｉｆｙｏｕｖｅｎｏ～．你要
不反对的话，我也愿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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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考题】Ｔｈｅｏｎｌｙ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　　ｈｅｒｉｓｔｈａｔｓｈｅｃａｎｔｄｒｉｖｅ．
Ａ．ｔｏｈｉｒｅ　Ｂ．ｔｏｈｉｒｉｎｇ　Ｃ．ｔｏｂｅｈｉｒｅｄ　Ｄ．ｔｏｂｅｉｎｇｈｉｒｅｄ

【试题分析】答案Ｂ。译文：反对雇用她的唯一理由是她不
会开车。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其后仍接介词 ｔｏ，ｔｏ后接名词、动名词
和代词。但此题动词ｈｉｒｅ并不需要用被动语态，故选项
Ｂ正确。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ｌｉｅｉｎ］ｎ．
【词义】义务，责任（ｃ）：Ｉｔｉｓｔｈｅ～ｏｆａｌｌ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ｔｏｖｏｔｅ．选举
是所有公民的义务。

ｏｂｌｉｇｅ ［ｂｌａｉｄ］ｖｔ．
【词义】① 强迫，迫使：Ｔｈｅｌａｗ～ｓｐａｒｅｎｔｓｔｏｓｅ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ｔｏｓｃｈｏｏｌ．法律要求父母送子女上学。
② 施恩惠于，帮……的忙：Ｃｏｕｌｄｙｏｕ～ｕｓｗｉｔｈａｓｏｎｇ？
给我们唱支歌好吗？

③ 使感激：Ｉ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ｄｉｆｙｏｕｗｏｕｌｄｎｔｓａｙｓｏ．你如果
不这样说，我就感谢你了。

【词组】① ｏｂｌｉｇｅｂｙ赐于，帮忙 ② ｏｂｌｉｇｅｔｏｓｂ．感谢
③ ｏｂｌｉｇｅｗｉｔｈｓｔｈ．给（某人）帮忙

【真题例句】Ｗｅａｒｅｏｂｌｉｇｅｄｔｏｔｈｅｍｂ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ｓｈａｖｅｓｉｎｃｅｖａｎｉｓｈｅｄ，ａｓ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ｗｈｏｓｐｏｋｅｔｈｅｍ
ｄｉｅｄｏｕｔｏｒｂｅｃａｍｅ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ｌｏｓｔｔｈｅｉｒｎａｔｉｖｅｌａｎｇｕａ
ｇｅｓ．我们之所以感激他们（两位先驱），是因为在此之
后，这些（土著）语言中有一些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由

于说这些语言的部族或是消亡了，或是被同化而丧失

了自己的本族语言。 【２００４年考研完形】

ｏｂｓｃｕｒｅ ［ｂｓｋｊｕ］
【词性】? ｖｔ．
【词义】① 使变暗，遮蔽：Ｔｈｅｍｏｏｎｗａｓ～ｄｂｙｃｌｏｕｄｓ．月亮
被云遮住了。

② 使变模糊，混淆：Ｗｏｒｄ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ｒｕｔｈｍｕｓｔｂｅｄｉｓ
ｃａｒｄｅｄ．必须摒弃混淆真相的词语。

【词性】? ａｄｊ．
【词义】① 费解的，不分明的：ａｎ～ｔｅｘｔ难解的文本
② 不著名的：ａｎ～ｐｏ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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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　ｏｂｓｃｕｒｅ，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ｖａｇｕｅ
① ｏｂｓｃｕｒｅ表示“含糊的”、“不清楚的”、“朦胧的”，指物体
或观点不清晰、不明确，往往难以理解或无法看清。

②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表示“含糊的”、“模棱两可的”，指对同一表
达方式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解释，但无法推断是其中

的哪一种。

③ ｖａｇｕｅ表示“不清楚的”、“含糊的”、“模糊的”，由于光
线暗淡而造成轮廓不清，指事物过于笼统，无法表述清

楚，用来描述被人说得模棱两可的事物。

【反义】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ｄｊ．明显的，显而易见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ｚｖｅｉｎ］ｎ．
【词义】① 观察，观测，监视（ｃ／ｕ）：Ｈｅｉｓａｍａｎｏｆ
ｎａｒｒｏｗ～．他是个观察力有限的人。
② （ｐｌ．）言论；观察资料或报告：Ｈｅｓｊｕｓ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ｓ
ｏｎ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ｂｉｒｄｌｉｆｅ．他刚刚发表了关于日本鸟类生活
的观察报告。

【词组】① ｂｅ／ｃｏｍｅｕｎｄｅ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被观察之中，被看到
② ｋｅｅｐｓｂ．ｕｎｄｅ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注意观察某人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ｂｚｖ］ｖｔ．
【词义】① 观察，注意到：Ｉ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ｄｔｈａｔｐｌａｎｔｓａｎｄａｎｉ
ｍａｌｓｃｈａｎｇｅｗｈｅｎｒｅｍｏｖｅｄｆｒｏｍＥｕｒｏｐｅｔｏＡｍｅｒｉｃａ．根据观
察，动植物从欧洲移到美国后是会发生变化的。

② 遵守，奉行：Ａｌｌｔｈｅｓｅｒｕｌｅｓｍｕｓｔｂｅｓｔｒｉｃｔｌｙ～ｄ．所有这
些规定都必须严格遵守。

【词组】① ｏｂｓｅｒｖｅｓｂ．ｄｏｓｔｈ．看到某人做某事
② ｏｂｓｅｒｖｅ＋节日 过……节

ｏｂｓｅｓｓｉｏｎ ［ｂｓｅｎ］ｎ．
【词义】① 迷住，牵挂，惦念：
Ｈｉｓ～ｗｉｔｈ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ｂｅｇａｎ
ｈｉｓ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他从小就迷
上了绘画。

② 萦绕于心的事物或人：
Ｈｅｈａｓｍａｎｙ～ｓ．他有许
多事耿耿于怀。

ｏｂｓｏｌｅｔｅ ［ｂｓｌｉｔ］ａｄｊ．
【词义】① 废弃的，淘汰的：Ｗｏｏｄｅｎｗａｒｓｈｉｐｓａｒｅ～．木制战
舰已被淘汰。

② 过时的，陈旧的：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ｗｉｌｌｂｅｃｏｍｅ～
ｓｋｉｌｌｓ．阅读和写作将成为陈旧的技巧。

【同义】① ｅｘｔｉｎｃｔ② ｏｕｔｍｏｄｅｄ
【反义】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ｄｊ．现在的，当前的；通用的

ｏｂｔａｉｎ ［ｂｔｅｉｎ］ｖｔ．
【词义】获得，得到：Ｔｈｉｓｓｉｎｇｌｅｎｏｖｅｌ～ｅｄｈｉｍ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ｆａｍｅ．仅仅这本小说就使他名扬天下。

【真题例句】Ｒａｔｈｅｒ，ｉｔｉｎｖｏｌｖｅｓ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ｇｏａｌｓ，ｏｂｔａｉ
ｎｉｎｇ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ｎｇａｓｍｕｃｈ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ａｓｏｎｏｕｔｃｏｍｅ．而是需要确定具体的目标，获
取最快的反馈以及既要注重结果又要注重技巧。

【２００７年考研阅读】

ｐａｃｅ ［ｐｅｉｓ］
【词性】? ｎ．

【词义】① 步，步速，步伐：Ｈｅｔｏｏｋｔｈｒｅｅ
～ｓｆｏｒｗａｒｄ．他向前跨了三步。／Ｉｔｓ
ｈａｒｄｔｏｋｅｅｐ～ｗｉｔｈｈｉｍａｓｈｅｓｔｒｏｄｅ
ｏｆｆ．当他大步走时，很难跟上。
② 速度，节奏：Ｔｈｅｗｏｒｋ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ｄａｔ
ａｓｌｏｗ～．这项工作进展缓慢。

【同义】① ｗａｌｋ，ｓｔｒｉｄｅ② ｒａｔｅ，ｓｐｅｅｄ
【词性】? ｖ．
【词义】踱方步，踱步于：Ｈｅ～ｄｓｌｏｗｌｙ
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ｒｏｏｍ．他慢悠悠地在房间里踱方步。

【词组】① ｐａｃｅａｂｏｕｔ／ａｒｏｕｎｄ／ｒｏｕｎｄ烦躁地走动
② ｐａｃｅａｌｏｎｇ沿小路或墙边不断行走
③ ｋｅｅｐｐａｃｅｗｉｔｈｓｂ．／ｓｔｈ．与……齐步前进，与……并
驾齐驱

ｐａｃｋ ［ｐｋ］
【词性】? ｎ．
【词义】① 包，包裹：Ｔｈｅｃｌｉｍｂｅｒｃａｒｒｉｅｄｓｏｍｅｆｏｏｄｉｎａ～ｏｎ
ｈｉｓｂａｃｋ．登山者在背包里带了些食品。
② （一）群，（一）队：ａ～ｏｆｍａｔｃｈｅｓ一盒火柴 ／ａ～ｏｆ
ｆｏｏｌｓ一群傻瓜 ／ａ～ｏｆｌｉｅｓ一派谎言
③ 大量：ａｍａｎｗｉｔｈ～ｓｏｆｃｏｕｒａｇｅ很有胆量的人

【词性】? ｖ．
【词义】① 捆扎，打包：Ｐｌｅａｓｅ～ｔｈｅｆｏｏｄｆｏｒｍｅ．请为我把这
些食品打包。

② 塞满，挤满：Ｔｈｅ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ｗ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ｐｅｏｐｌｅ．饭馆
里挤满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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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考题】Ｈｅｗａｓ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ｅｄｂｙａ　　 ｏｆｗｏｌｖｅｓ．
Ａ．ｐａｃｋ　Ｂ．ｐａｃｋａｇｅ　Ｃ．ｐａｃｋｅｄ　Ｄ．ｐａｒｃｅｌ

【试题分析】答案Ａ。译文：他被一群狼包围着。本题属于易
混词辨析。以上词都跟“包、捆”有关系。ｐａｃｋ尤指“背包”，
另外还是量词“包”，例如：ａｐａｃｋｏｆ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ｓ一包香烟，ｐａｃｋ
作量词用相当于ｐａｃｋｅｔ；ｐａｃｋｅｔ指包装整齐的“小包”、“小
捆”、“小盒”；ｐａｃｋａｇｅ指“较大、笨重、需要搬运的包”；ｐａｒｃｅｌ
常指“邮包”，较大，较重。另外ｐａｃｋ还是量词“（野兽，尤指
狼的）一群”，此处即取ｐａｃｋ的这一词意。

ｐａｄ ［ｐｄ］
【词性】? ｎ．
【词义】① 垫，衬垫：Ｇｅｔａ～ｔｏｌｉｅｏｎ．拿一个垫子来躺在上面。
② 便笺簿，拍纸簿：Ｓｈｅｍａｄｅａｂｒｉｅｆｎｏｔｅｏｎｔｈｅｔｅｌｅ
ｐｈｏｎｅ～．她在电话通讯簿上记下简短的话。

【词性】? ｖ．
【词义】① （用软物）填塞，填衬：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ｌｅｔｈｉｓｍ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ｃｈａｉｒ．这个小孩让他妈妈把椅子加上垫子。
② 拉长；虚报：～ｏｕｔａｓｔｏｒｙ拉长故事 ／～ａｎｅｘｐｅｎｓ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虚报开支账

ｐａｎｅｌ ［ｐｎｌ］ｎ．
【词义】① 面，板：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ｉｓｐｒｉｎ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ｒｏｎｔ～．商
标印在正面。

② 控制板，仪表盘：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ａｎｍａｄｅａｍｉｓｔａｋｅｉｎｆｉｘ
ｉｎｇｔｈｅｗｉｒｅｓｉｎｓｉｄｅｔｈｅ～．电工把控制板内的线接错了。
③ 专门小组：Ｔｈｅ～ａｒｅａｌｌｅｘｐｅｒｔｓｉｎｔｈｅｉｒｖａｒｉｏｕｓｓｕｂ
ｊｅｃｔｓ．专门小组成员全是各门学科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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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ｎｉｃ ［ｐｎｉｋ］ｎ．
【词义】恐慌，惊慌（ｃ／ｕ）：Ｔｈｅｃｒｏｗｄｉｎ（ａ）～ｆｌｅｄｉｎａｌｌｄｉ
ｒｅｃｔｉｏｎｓ．惊恐的人群向四面八方逃散。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ｐｎｒｍ］ｎ．
【助记】ｐａｎ（ｗｈｏｌｅ全部）＋ｏｒａｍａ（ｓｅｅ看）→全部看见→
全景

【词义】① 全景，全景画，全景摄影：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ｕｍｍｉｔｔｈｅｒｅｉｓ
ａｓｕｐｅｒｂ～ｏｆｔｈ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从峰巅俯瞰，群山壮丽的景
色尽收眼底。

② 概论，概述，概观：ａ～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对美国
文学的综合评述

【派生】ｐａｎｏｒａｍｉｃ［ｐｎｒｍｉｋ］ａｄｊ．全景的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ｗｌｉｆｉｋｅｉｎ］ｎ．
【助记】ｑｕａｌｉ（资格）＋ｆｉｃ（ｍａｋｅ使）＋ａｔｉｏｎ（名词后缀）→资格
【词义】① 资格，合格（ｃ／ｕ）：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ｆｏｒａ
ｐｉｌｏｔ一个飞行员应具有的政治上和体质上的条件
② 限定，限制性条件（ｃ）：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ｈａｓｓｅｖｅｒａｌ～ｓｆｏｒ
ｂｏｔｈｐａｒｔｉｅｓ．该合同对双方都提出了几个限制性条件。
③ 合格证：Ｓｈｅｈａｓａ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ｌ～．她已有担任秘书的
资格证书。

ｑｕａｌｉｆｙ ［ｋｗｌｉｆａｉ］ｖ．
【助记】ｑｕａｌｉ（资格）＋ｆｙ（动词后缀，使……）→使具有资格
【词义】① 使具有资格，证明合格：Ｈｉｓｓｋｉｌｌｓ～ｈｉｍｆｏｒｔｈｅ
ｊｏｂ．他的技艺使他有资格担任这一工作。
② 限制，限定，修饰：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ｎｏｕｎｓ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ｂｓ～
ｖｅｒｂｓ．形容词修饰名词而副词则修饰动词。

【派生】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ｋｗｌｉｆａｉｄ］ａｄｊ．有资格的，合格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ｗｌｔｉ］ｎ．
【词义】① 质量，品级：～ｍａｔｔｅｒ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ｑｕａｎｔｉｔｙ．质量比
数量更重要。

② 性质，特性：Ｏｎｅ～ｏｆｐｉｎｅｗｏｏｄｉｓｔｈａｔｉｔｃａｎｂｅｓａｗｎ
ｅａｓｉｌｙ．松木的一个特点是容易锯开。
③ 品德，品质：Ｈｅｈａｓｍａｎｙｇｏｏｄ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ｇｅｎｅｒｏｓｉｔｙ，ｄｉｌ
ｉｇ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ｓｔｙａｎｄ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ｙ．他具有许多优秀品质：慷
慨、勤奋、谦虚、纯朴。

ｓａｃｒｅｄ ［ｓｋｒｉｄ］ａｄｊ．
【词义】① 神圣的：ｔｈｅ～ｎａｍｅｏｆＧｏｄ上帝的圣名
② 宗教（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庄严的：ｒｅｇａｒｄｓｔｈ．
ａｓａ～ｄｕｔｙ视某事为神圣的职责

【同义】① ｈｏｌｙ，ｄｉｖｉｎｅ
【反义】ｓｅｃｕｌａｒａｄｊ．现世的，世俗的，非宗教的
【词组】ｓａｃｒｅｄｃｏｗ（贬义）貌似神圣不可冒犯的人或物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ｓｋｒｉｆａｉｓ］
【词性】? ｎ．
【词义】① 献祭，供奉：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ｂａｔｔｌｅ，ｔｈｅ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ｓｏｒ
ｄｅｒｅｄｔｈｅ～ｏｆｔｗｏｂｕｌｌｏｃｋｓｔｏｔｈｅｇｏｄｏｆｗａｒ．打仗之前，
指挥官下令给战神供奉两只小公牛。

② 祭品，供品：ｋｉｌｌａｓｈｅｅｐａｓａ～宰羊用作祭品
③ 牺牲，放弃：Ｇｅｔｔｉｎｇｒｉｃｈｉｓｎｔ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ｔｈｅ～ｏｆｙｏｕ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为致富而牺牲原则是不值得的。

【词性】? ｖ．
【词义】牺牲，献出：Ｉｍｎｏｔ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ｎｇｍｙｄａｙｏｆｆｊｕｓｔｔｏｇｏ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ｉｒｌ．我可不愿意牺牲一天休假日单单
陪那女孩买东西。

【词组】① ｍａｋｅ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ｓ作出牺牲
② ｓｅｌｌ（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ａｔａ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贱卖，亏本出售
③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ｆｏｒ（ｔｏ）为……而牺牲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 ［ｓｔｒｅｉｔ］ｖｔ．
【助记】ｓａｔｕｒ（ｆｕｌｌ充足）＋ａｔｅ（动词后缀，使……）→使充满
【词义】使饱和，浸透，使充满：ｃｌｏｔｈｅｓ～ｄｗｉｔｈｗａｔｅｒ浸湿的
衣服 ／～ｄｃｏｍｐｏｕｎｄ饱和化合物

【词组】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ｓｔｈ．／ｓｂ．ｗｉｔｈ／ｉｎｓｔｈ．使某物（某人）大量吸
收或充满某物

【派生】①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ｓｔｒｅｉｔｉｄ］ａｄｊ．极湿的，湿透的
②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ｅｉｎ］ｎ．浸湿，浸透；饱和

ｓａｖａｇｅ ［ｓｖｉｄ］
【词性】? ａｄｊ．
【词义】① 野蛮的，未开化的：Ｈｅｈａｓａ～ｔｅｍｐｅｒ．他较野蛮。
②凶恶的，残暴的：Ｄｏｎｏｔｈｕｒｔａｎｄｋｉｌｌ～ｂｅａｓｔｓ．不要伤害
野兽。

【词性】? ｎ．
【词义】未开化的人，野蛮人（ｃ）：Ｔｈａｔｓａｎｉｓｌａｎｄｉｎｈａｂｉｔｅｄ
ｂｙ～ｓ．那是一个野蛮人居住的岛屿。

【词组】① ｓａｖａｇｅｆｏｒｅｓｔ原始森林
② ｓａｖａｇｅｂａｄｍａｎｎｅｒｓ粗暴无礼的举止

【派生】ｓａｖａｇｅｒｙ［ｓｖｉｄｒｉ］ｎ．野蛮或残酷的行为

ｓａｖｉｎｇ ［ｓｅｉｖｉ］ｎ．
【词义】① 节约，节俭：Ｉｔｗｉｌｌｂｅａ～ｔｏｔａｋｅａｓｈｏｒｔｃｕｔ．走捷
径能节省时间。

② （ｐｌ．）储蓄金，存款：Ｂｏｂｔｏｏｋｈｉｓ～ｓ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ｂａｎｋｔｏ
ｂｕｙａｂｉｃｙｃｌｅ．鲍勃从银行取走存款去买自行车。

ｓｃａｌｅ ［ｓｋｅｉｌ］ｎ．
【词义】① 刻度，标度（ｃ）：Ｔｈｉｓｒｕｌｅｒｈａｓｏｎｌｙｏｎｅ～ｉｎｃｅｎｔｉ
ｍｅｔｅｒｓ．这把尺只有厘米刻度。
② 天平，磅秤：ａ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台秤
③ 比例尺：Ｔｈ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ｐｉｓｏｎｅｉｎｃｈｔｏｆｉｆｔｙｍｉｌｅｓ．这
张地图的比例尺是一英寸为５０英里。
④ 规模，程度；范围：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ｈ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公
司扩大了规模。

【词组】① ｏｎａ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大规模地

·５１·

考研英语词汇　　　必考词　

www.红宝书.com

www.h
on

gb
ao

sh
u.

co
m



② ｏｎａ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小规模地 ③ ｉｎｓｃａｌｅ成比例，相称

ｓｃａｒｅ ［ｓｋｅ］
【助记】她脸上的伤疤（ｓｃａｒ）令人恐惧（ｓｃａｒｅ）
【词性】? ｖ．
【词义】惊吓，恐惧：Ｈｅ～ｓｐｅｏｐｌｅａｗａｙｂｙｂｅｉｎｇｓｏｂｒａｓｈ．他
狂妄自大把别人都吓跑了。

【同义】ｆｒｉｇｈｔｅｎ，ｓｈｏｃｋ，ａｌａｒｍ，ｈｏｒｒｉｆｙ
【词性】? ｎ．
【词义】惊吓，恐惧：Ｈｅｒｅａｌｌｙｇｉｖｅｓｍｅａ～．他让我惊恐不已。
【词组】① ｓｃａｒｅｓｂ．ｓｔｉｆｆ使某人紧张，吓坏
② ｂｅｓｃａｒｅｄｔｏｄｅａｔｈ（ｏｕｔｏｆｏｎｅｓｗｉｔｓ）吓得要死
③ ｔｈｒｏｗａｓｃａｒｅｉｎｔｏｓｂ．吓坏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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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考题】Ｙｏｕｄｉｄｇｉｖｅｍｅａ　　．
Ａ．ｓｃａｒ　Ｂ．ｓｃａｒｅ　Ｃ．ｓｃａｒｃｅ　Ｄ．ｓｃａｒｙ

【试题分析】答案Ｂ。译文：你可真把我吓了一跳。本题是
形近词辨析题。ｓｃａｒ指“伤疤”；ｓｃａｒｅ作名词，指“惊吓”；
ｓｃａｒｃｅ是形容词，指“缺乏的、不足的”；ｓｃａｒｙ也是形容
词，表示“引起惊慌的”。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ｓｋｔ］ｖ．
【词义】① 撒，撒播：～ｓｅｅｄｓｏ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ｓ把种子撒播在地里
② （使）散布在各处：Ｔｈｅｂｉｒｄｓ～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ｏｕｎｄｏｆｔｈｅ
ｇｕｎ．枪声一响，群鸟受惊飞散。
③ 消散，驱散：Ｔｈｅｗｉｎｄｓｏｏｎ～ｅｄｔｈｅｃｌｏｕｄｓ．风起云
散。／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ｅ～ｅｄｔｈｅｃｒｏｗｄ．警察驱散了人群。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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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　ｓｃａｔｔｅｒ，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ｓｐｒｅａｄ
①ｓｃａｔｔｅｒ指运用武力、暴力或其他力量使人或物杂乱地朝各
方向散开，也可指投掷、抛洒、使物体散开、四处坠落。

②ｄｉｓｐｅｒｓｅ表示“驱散、散开”，表示使人或物散开的更广、更
为彻底，以至于群体或整体完全分开。

③ｓｐｒｅａｄ普通用词，意思是指让某些具体或抽象的东西（知
识、疾病、谣言等）散开、传开，也指人或事物的舒展。

ｓｃｅｎｅ ［ｓｉｎ］ｎ．
【词义】① 景色，景象（ｃ）：Ｎｏｗ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ａ～ｏｆ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现在中国一派繁荣景象。

② 舞台（多用于比喻），（戏）一场：Ｔｈｅ～ｉｎ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ｗａｓｖｅｒｙｍｏｖｉｎｇ．在医院的那一场面十分感人。

【词组】① 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ｓｃｅｎｅｓ在后台，在幕后

② ｃｏｍｅｏｎｔｈｅｓｃｅｎｅ到场 ③ ｑｕｉｔｔｈｅｓｃｅｎｅ下台；死去

ｓｃｅｎｅｒｙ ［ｓｉｎｒｉ］ｎ．
【词义】① 风景（ｕ）：Ｔｈｅ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ｏｆＴｉｂｅｔｉｓｕｎｒｉｖａｌｌｅｄ．
西藏的草原风景是无与伦比的。

② 舞台布景：Ｈｅｗａｓ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ｇｏｒｇｅｏｕｓ～．他被华
丽的舞台布景吸引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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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　ｓｃｅｎｅｒｙ，ｓｃｅｎｅ，ｖｉｅｗ
① ｓｃｅｎｅｒｙ意为“景色”、“风景”，指全部景色，不必都眼见，为
不可数名词，常指自然景色或画出的风景，如舞台布景。

② ｓｃｅｎｅ意为“景色”，为可数名词，指部分景色，为 ｓｃｅｎｅｒｙ
的一部分，是眼前的景色，常指动景，常带有美学和戏

剧的含义，如道具、布景。

③ ｖｉｅｗ意为“景色”，是普通字眼，指眼睛视力范围内的景
色；ｓｃｅｎｅ多指有人和活动的场面。

【词组】① ａｐｉｅｃｅｏｆｓｃｅｎｅｒｙ一幅布景
② 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ｅｎｅｒｙ自然风景

ｓｑｕｅｅｚｅ ［ｓｋｗｉｚ］
【词性】? ｖ．
【词义】① 榨，挤：～ｊｕｉｃｅｆｒｏｍｏｒａｎｇｅｓ榨桔子汁 ／～ｔｏｏｔｈ
ｐａｓｔｅ挤牙膏
② 硬挤，硬塞：～ｍ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ｓｉｎｔｏａｓｕｉｔｃａｓｅ把许多东西
硬塞进手提箱 ／～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ｃｒｏｗｄ挤过人群

【词性】? ｎ．
【词义】① 榨，挤压：Ｈｅｇａｖｅｔｈｅｏｒａｎｇｅａｎｏｔｈｅｒ～．他把那只
橙子又榨了一次。

② 拮据，短缺：ｔｈ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ｏｗｗａｇｅｓａｎｄｈｉｇｈｐｒｉｃｅｓ
工资低物价高造成的经济拮据 ／Ｗｈｅｎ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ｓ
ｉｎａｔｉｇｈｔ～ｉｔｕｓｕａｌｌｙｔｒｉｅｓｔｏｂｏｒｒｏｗｍｏｎｅｙｆｒｏｍａｂｒｏａｄ．
每当政府陷入财政困难，总是试图借贷外债。

【词组】① ｐｕｔｔｈｅｓｑｕｅｅｚｅｏｎｓｂ．对某人施加压力，压榨某人
② ｓｑｕｅｅｚｅｏｕｔ榨出，挤出，把……排挤出去
③ ｓｑｕｅｅｚｅｉｎ挤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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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考题】Ｔｈｅｂｕｓｗａｓｆｕｌｌｂｕ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ｄｔｏ　　ｉｎ．
Ａ．ｐｒｅｓｓ　Ｂ．ｓｑｕｅｅｚｅ　Ｃ．ｃｒｕｓｈ　Ｄ．ｆｉｌｌ

【试题分析】答案Ｂ。译文：公汽已装满了（乘客），但他还是设
法挤了进去。本题是近义词辨析题。ｐｒｅｓｓ只表示“压”，不
能表示“挤”；ｃｒｕｓｈ压碎，击溃；ｆｉｌｌｉｎ填入，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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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ｌｏｎｇｒｏａｄｓａｈｅａｄ；Ｉｗｉｌｌｅｘｐｌｏｒｅａｌｌｆｒｏｎｔｓｉｎ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ｔｈｅ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ＱｕＹｕａｎ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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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词　

Ｕｎｉｔ１
本单元词汇预览

ｂａｋｅ　　　 ｂａｃｈｅｌｏｒ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ｂａｄ　　　　 ｂａｄｇｅ　　 ｂａｄｌｙ　　 ｂａｄｍｉｎｔｏｎ
ｂａｇｇａｇｅ ａｂｄｏｍｅｎ ａｂｌｅ ａｂｏａｒｄ ａｂｏｕ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ａｂｒｕｐｔ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ｃａｂ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ｃａｂｌｅ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ｃａｌｏｒｉｅ ｃａｍｅｌ ｃａｍｐ ｃａｍｐｕｓ
ｄａｉｌｙ ｄａｉｒｙ ｄａｍａｇｅ ｄａｍｎ ｄａｍｐ ｅａｇｅｒ ｅａｒ ｅａｒｎｅｓｔ
ｅａｒｔｈ ｅａｓｅ ｅｂｂ ｆａｂｌｅ ｆａｂｒｉｃ ｆａｂｕｌｏｕｓ ｆａｃ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ｆａｉｌ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ｇａ（ｕ）ｇｅ ｇａｉｎ ｇａｌｌｅｒｙ
ｇａｎｇ ｇａｏｌ ｇａｒａｇｅ ｇａｒｂａｇｅ ｇａｓｐ ｇａｔｈｅｒ ｇａｙ ｇａｚｅ
ｇｅａｒ ｈａｌｌ ｈａｌｔ ｈａｎ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ｈａｎｄｆｕｌ ｈａｎｄｙ ｈａｎｇ
ｈａｍ ｈａｍｍｅｒ ｉ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ｄｉｏｍ ｉｆ 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
ｉｌｌ ｉ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ｅ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ｊａｍ ｊａｒｇｏｎ ｊａｗ
ｊｅｔ ｊｅｗｅｌ ｊｅｗｅｌ（ｌｅ）ｒ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ｎａｕｇｈｔｙ

ｂａｋｅ ［ｂｅｉｋ］ｖ．
【助记】他假装（ｆａｋｅ）去湖（ｌａｋｅ）边烤（ｂａｋｅ）蛋糕（ｃａｋｅ）
【词义】① 烤，烘，焙：Ｈｅ～ｄ
ｃａｋｅｓｉｎａｎｏｖｅｎ．他在烤
箱内烤蛋糕。

② 烤硬，烘干，焙干：

Ｂｏｗｌｓａｎｄｐｌａｔｅｓａｒｅ～ｄ
ｉｎｋｉｌｎ．碗和碟是在窑内
烘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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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　ｂａｋｅ，ｂｒｏｉｌ，ｂｕｒｎ，ｔｏａｓｔ
① ｂａｋｅ意为“烘、焙、烤”，通常指在密封的容器中或在锅
上直接烘烤，食物不直接接触火。② ｂｒｏｉｌ意为“烤、炙”，
指用明火烤，通常是在烤架或铁丝格子上烤。③ ｂｕｒｎ意
为“烧、烧焦、烤糊”。④ ｔｏａｓｔ意为“烘烤、烤暖”，指在火
上或火旁直接烘烤。把食物烤脆，烘烤成黄色。

【派生】① ｂａｋｅｒｙ［ｂｅｉｋｒｉ］ｎ．面包店，面包厂
② ｂａｋｅｒ［ｂｅｉｋ］ｎ．面包师

ｂａｃｈｅｌｏｒ ［ｂｔｌ］ｎ．
【词义】① 单身汉（ｃ）：Ｄｉｓｔｒｕｓｔｉｎｇｗｏｍｅｎ，ｈｅｒｅｍａｉｎｅｄａ～
ａｌｌｈｉｓｌｉｆｅ．他不相信女人，只好一辈子当光棍。
② （缩Ｂ．）学士（学位）：Ｈｅｗａｓａ～ｏｆＡｒｔｓｏｆＢｒｏｗｎ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他是布朗大学的文学学士。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ｂｋｗｄ］
【助记】ｂａｃｋ（后面的）＋ｗａｒｄ（朝……方向）→向后的
【词性】? ａｄｊ．
【词义】① 向后的，倒行的；落后的：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ｅｄ

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ｌｏｃｋｅ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ｉｓｃｏｕｎｔｒｙ．经济和教
育的落后阻碍了该国的发展。

② 迟钝的：Ｔｈｅｂｏｙｗａｓ～ｆｏｒｈｅｈａｄｆａｉｌｅｄｉｎｆｉｖｅｃｏｕｒ
ｓｅｓ．那男孩很迟钝，他已有五门课程不及格了。

【词性】? ａｄｖ．
【词义】向后，朝反方向：Ｓｈｅｔｏｏｋａｓｔｅｐ～ａｓｓｈｅｂｅｇａｎｔｏ
ｓｐｅａｋ．说话时，她向后倒退了一步。

【词组】ｂｅ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ｉｎ在……方面落后

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ｂｋｔｉｒｉｍ］ｎ．（［ｐｌ．］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词义】细菌：Ｓｏｍｅ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ａｒｅ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ｔｏｄｉｇｅｓ
ｔｉｏｎ．肠内的某些细菌有助于消化。

ｂａｄ ［ｂｄ］ａｄｊ．
【词义】① 坏的，恶的，错的：Ｐｒａｉｓｅｍａｋｅｓｇｏｏｄｍｅｎｂｅｔｔｅｒ
ａｎｄ～ｍｅｎｗｏｒｓｅ．称赞能使善人更善，恶人更恶。
② 低劣的，拙劣的：Ｔｈｉ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ｓ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这种产
品质量低劣。

③ 不舒服的，有病的：Ｉｈａｖｅｆｅｌｔ～ｔｈｅｓｅｄａｙｓ．这几天我
感觉不舒服。

④ 腐败的：Ｔｈｅｍｉｌｋｓｍｅｌｌｓ～．牛奶坏了。
⑤ 严重的：Ｉｈａｖｅａ～ｈｅａｄａｃｈｅ．我的头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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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　ｂａｄ，ｅｖｉｌ，ｗｉｃｋｅｄ，ｉｌｌ
① ｂａｄ在这一组同义词中意思最广泛，它包含的意思可从
纯粹的不满意到腐败、堕落。

② ｅｖｉｌ和ｗｉｃｋｅｄ都包含随意违反道德观念，都指道德上存
在问题或本质不好。

③ ｉｌｌ在指道德问题时，比ｅｖｉｌ要弱一些，现主要用于某些
成语。例如：ｉｌｌｇｏｔｔｅｎｇａｉｎｓ不义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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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组】① ｂｅｂａｄｆｏｒ有害的，不适宜于
② ｇｏｆｒｏｍｂａｄｔｏｗｏｒｓｅ越来越糟，每况愈下
③ ｔｏｏｂａｄ不幸的，糟糕的 ④ ｇｏｂａｄ（食物）腐坏

ｂａｄｇｅ ［ｂｄ］ｎ．
【词义】① 徽章：Ｈｅｐｉｎｎｅｄｓｅｖｅｒａｌ～ｓｏｎｈｉｓｃｏａｔ．他在外衣
上别着若干枚徽章。

② 标记，标识：ａｊａｃｋｅｔｗｉｔｈ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ｏｎｔｈｅｃｏｌｌａｒ衣
领上有公司标志的外套

③ 象征：Ｗｉｓｄｏｍｉｓｒａ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ａ）～ｏｆｍａｔｕｒｉｔｙ．智慧
被看作是成熟的象征。

ｂａｄｌｙ ［ｂｄｌｉ］ａｄｖ．
【助记】ｂａｄ（严重的）＋ｌｙ（副词后缀）→严重地
【词义】恶劣地，严重地；非常：Ｔｈｅｓｏｌｄｉｅｒｗａｓ～ｉｎｊｕｒｅｄ．这
个士兵伤势很重。

【词组】① ｂｅｂａｄｌｙｏｆｆ生活穷困 ② ｂｅｂａｄｌｙｏｆｆｆｏｒｓｔｈ．需要

ｂａｄｍｉｎｔｏｎ ［ｂｄｍｉｎｔｎ］ｎ．
【词义】羽毛球（ｕ）：Ｓｈｅｐｌａｙｓ～ｖｅｒｙｗｅｌｌ．她的羽毛球打得
很好。

ｂａｇｇａｇｅ ［ｂｉｄ］ｎ．
【词义】行李：ａｐｉｅｃｅｏｆ～一件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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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　ｂａｇｇａｇｅ，ｌｕｇｇａｇｅ，ｔｈｉｎｇ
①ｌｕｇｇａｇｅ专指外出时所带的“物品”。
②ｔｈｉｎｇ既可指广义上的“物品”或“行李”，有时也指某些特
定的东西，如衣服、杯盘等。

③ｂａｇｇａｇｅ是所有“行李”的统称，不指一件行李，前面不可加
ａ，ｍａｎｙ，ｆｅｗ等修饰语，也没有复数形式，表达“一件行李”
可说ａｐｉｅｃｅｏｆｂａｇｇａｇｅ或ａ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ｏｆｂａｇｇａｇｅ。

ａｂｄｏｍｅｎ ［ｂｄｍｎ］ｎ．
【词义】① 腹，腹部：Ｈｅｈａｄ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ｗｒｏｎｇｗｉｔｈｈｉｓ～ｓｅｖ
ｅｒａｌｄａｙｓａｇｏ．几天前他腹部不舒服。
② （昆虫、蜘蛛或甲壳类动物的）腹部：ｈｅａｄ，ｔｈｏｒａｘ
ａｎｄ～头部、胸部及腹部

ａｂｌｅ ［ｅｉｂｌ］ａｄｊ．
【词义】有能力的，能干的，显示出才华的：ａｎ～ｊｕｄｇｅ／
ａｕｔｈｏｒ一位能干的法官／作家

ａｂｏａｒｄ ［ｂｄ］
【助记】ａ（ｏｎ在……上）＋ｂｏａｒｄ（甲板）→在甲板上→在船上
【词性】? ｐｒｅｐ．
【词义】在（船、飞机、火车等）上：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８００
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Ｈｅｌｌｅｎａｔｔｈａｔｔｉｍｅ．当时海轮号上有８００多
名乘客。

【词性】? ａｄｖ．
【词义】上（船、飞机、火车等）：Ｗｈｅｎｔｈｅｂｏａｔｗｅｎｔａｓｈｏｒｅ，ｗｅ
ａｌｌｇｏｔ～．当小船靠岸时，我们全上了船。

【词组】① ｇｏａｂｏａｒｄ上（船、飞机等）
② Ａｌｌａｂｏａｒｄ！各位，请上车（船、飞机）！
③ Ｗｅｌｃｏｍｅａｂｏａｒｄ！欢迎搭乘本车（船、飞机）！

ａｂｏｕｎｄ ［ｂａｕｎｄ］ｖｉ．
【词义】非常多，大量存在：Ｏｒａｎｇｅｓ～ ｈｅｒｅａｌｌｔｈｅｙｅａｒ
ｒｏｕｎｄ．这里一年到头都有很多橙子。

【词组】ａｂｏｕｎｄｉｎ／ｗｉｔｈｓｔｈ．有大量某物

ａｂｏｖｅ ［ｂｖ］
【词性】? ｐｒｅｐ．
【词义】在……上面（但不接触）；超过，高于：Ｔｈｅａｅｒｏｐｌａｎｅ
ｗａｓｆｌｙｉｎｇａｆｅｗｆｅｅｔ～ｔｈｅｓｅａ．飞机正在距海面几英尺
的低空飞行。

【词性】? ａｄｖ．
【词义】在上面（但不接触）；高于：Ｔｈａｔｎｅｗｌｙｂｕｉｌｔｓｋｙｓｃｒａｐｅｒ
ｒｉｓｅｓ～ａｌｌ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新建的那座摩天大楼高于
这一区域其他所有建筑物。

【词组】① ａｂｏｖｅａｌｌ首先，尤其 ② ａｂｏｖｅｂｏａｒｄ光明正大的

ａｂｒｕｐｔ ［ｂｒｐｔ］ａｄｊ．
【助记】ａｂ（向）＋ｒｕｐｔ（打破）→一下子打破→突然的
【词义】① 突然的，意外的：ａｎ～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ｗｅａｔｈｅｒ天气
的突然变化

② 陡峭的，险峻的：ａｎ～ｈｉｌｌ陡峭的小山
③ （举止、言谈等）唐突的，鲁莽的：ａｎ～ｍａｎｎｅｒ唐突
的举止

【派生】ａｂｒｕｐｔｉｏｎ［ｂｒｐｎ］ｎ．突然的断裂（或分裂）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ｂｎｄｎｔ］ａｄｊ．
【词义】丰富的，充分的，充裕的：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ｉｆｅｉｎｂｉｇｃｉｔｉｅｓｉｓ
ｍｕｃｈｍｏｒｅｖａｒｉｅｄａｎｄ～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ｓｍａｌｌｅｒｔｏｗｎｓ．大城市
的文化生活比小城镇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词组】ａｂｕｎｄａｎｔｉｎ＋名词 ……很充足；富有……：Ｔｈｉｓｒｅ
ｇｉｏｎｉｓａｂｕｎｄａｎｔｉ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ｓ．该地区矿产丰富。

ｃａｂ ［ｋｂ］ｎ．
【词义】出租马车，出租汽车，计程车：Ｓｈａｌｌｗｅｗａｌｋｏｒｔａｋｅ
ａ～？我们步行还是坐出租车？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ｋｂｉｎｔ］ｎ．
【词义】① 柜橱：Ａｆｔｅｒ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ｓｈｅｓ，ｓｈｅｐｕｔｔｈｅｍｉｎ
ｔｈｅ～．洗完了碟子，她把它们放进柜橱里。
② 内阁：ＴｈｅｎｅｗＰｒｉｍ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ｒｅｓｈｕｆｆｌｅｄｔｈｅ～ｗｉｔｈｉｎ
ｔｗｏｗｅｅｋｓ．新首相两星期内改组了内阁。

ｃａｂｌｅ ［ｋｅｉｂｌ］
【词性】? ｎ．
【词义】① 电报：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ｅｎｔｍｅａ～，ｕｒｇｉｎｇ
ｍｅｔｏ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ｗａｓｓｉｇｎｅｄ．总经理
发电报给我，催促我合同签订后即返北京。

② 电缆：Ｔｈｅｓｅ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ｓｒｅｐｌａｃｅｄｔｈｅｏｖｅｒｈｅａｄ
ｗｉｒｅｓ．这些地下电缆取代了高架电线。
③ 缆，索，钢丝绳：Ｔｈｅ～ｃａｒｓｃａｒｒｙ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ｆｒｏｍｇｒｏｕｎｄ
ｔｏｔｈｅｔｏｐｏｆｔｈｅｈｉｌｌ．缆车将游人从地面运到山顶。

【词性】? ｖ．
【词义】拍电报：Ｓｈｅ～ｄｈｅｒｅｌｄｅｒｓｉｓｔｅｒｉｎＬｏｎｄｏｎｔｏｒｅｔｕｒｎ
ｈｏｍｅａｔｏｎｃｅ．她发电报让在伦敦的姐姐马上回国。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ｋｌｉｎｄ］ｎ．
【词义】日历，月历（ｃ）：ｔｈｅｌｕｎａｒ～阴历 ／ｔｈｅｓｏｌａｒ～阳历
／ｈａｎｇｉｎｇ～挂历

ｃａｌｏｒｉｅ ［ｋｌｒｉ］ｎ．
【助记】音“卡路里”

【词义】卡（路里）［热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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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ｓ．一盎司的糖含约１００卡的热量。
【派生】ｃａｌｏｒｉｆｉｃ［ｋｌｒｉｆｉｋ］ａｄｊ．生热的，发热的

ｃａｍｅｌ ［ｋｍｌ］ｎ．
【词义】骆驼：

ｄｒｏｍｅｄａｒｙ＝
ｏｎｅｈｕｍｐｅｄ～
单峰骆驼 ／
ｔｗｏｈｕｍｐｅｄ～
双峰骆驼

ｃａｍｐ ［ｋｍｐ］
【词性】? ｎ．
【词义】① 野营，营地（ｃ）：ｓｕｍｍｅｒ～夏令营
② 帐篷：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ｅｔｕｐ～ｓｂｙｔｈｅｒｉｖｅｒ．学生们在河
边搭起了帐篷。

③ 阵营：ＹｏｕａｎｄＩｂｅｌｏｎｇ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你我属于不同
阵营。

【词性】? ｖｉ．
【词义】设营，宿营：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ｅｄａｔｔｈｅｆｏｏｔｏｆｔｈｅｍｏｕｎ
ｔａｉｎｔｈｉｓｓｕｍｍｅｒ．今年夏天，全家人在山脚下宿营。

【词组】ｃａｍｐｕｐ装腔作势地表演，矫揉造作

ｃａｍｐｕｓ ［ｋｍｐｓ］ｎ．
【助记】ｃａｍｐ（营地）＋ｕｓ（我们）→我们学生的营地→校园
【词义】（大学）校园：Ｄｏｙｏｕｌｉｖｅｏｎｔｈｅ～？你住在校园
内吗？

ｄａｉｌｙ ［ｄｅｉｌｉ］
【词性】? ａｄｊ．
【词义】每日的：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ｒｅａｄｓｔｈｅ～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ａｔ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ｅａｃｈｍｏｒｎｉｎｇ．总经理每天早上吃早餐时看日报。

【词性】? ａｄｖ．
【词义】每日，天天：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ｂｒｉｄｇｅ～．每
天成千上万的人跨过这座桥。

【词性】? ｎ．
【词义】日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ｉｓＢｒｉｔａｉｎｓｔｈｅｏｌｄｅｓ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泰
晤士报》是英国最老的全国性日报。

【词组】① ｏｎｅｓｄａｉｌｙｂｒｅａｄ每日的粮食；生计
② ｄａｉｌｙ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ｉｅｓ日常必需品

ｄａｉｒｙ ［ｄｅｒｉ］ｎ．
【词义】牛奶场，奶店：Ｈ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ａｖｉｌｌａｇｅ～ｄｕｒｉｎｇｈｉｓｓｔａｙｉｎ
ｔｈｅＵ．Ｓ．Ａ．．在美国逗留期间，他参观了一个乡村牛奶场。

ｄａｍａｇｅ ［ｄｍｉｄ］
【词性】? ｖｔ．
【词义】损害，毁坏：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ａｌｍｏｓｔａｌｌｈｏｕｓｅｓｉｎ
ｔｈｅａｒｅａ．地震毁坏了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房屋。

【词性】? ｎ．
【词义】① 损害，毁坏，伤害：Ｔｈｅｓｔｏｒｍｄｉｄａｌｏｔｏｆ～ｔｏ
ｃｒｏｐｓ．暴风雨对农作物造成了很大损害。
② （ｐｌ．）损害赔偿费：Ｈｅｗａｓａｗａｒｄｅｄ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ｙ～ｓ
ｏｆ ６，０００．他获得６０００美元的赔偿金。

ｄａｍｎ ［ｄｍ］
【词性】? ａｄｊ．
【词义】该死的（表示不满、愤怒、不耐烦等）：Ｗｈｅｒｅｓｔｈａｔ～

ｂｏｏｋ？那本该死的书在哪里？
【词性】? ｖｔ．
【词义】① （指上帝）罚（某人）入地狱受罪：Ｔｈｅｖｉｃｉｏｕｓｗｅｒｅ
～ｅｄｂｙＧｏｄ．邪恶之人被上帝惩罚下地狱受罪。
② 严厉地批评（某事物）：Ｔｈｅｐｌａｙｗａ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ｒｅ
ｖｉｅｗｅｒｓ．这出戏被评论家批评得一无是处。
③ 表示厌烦，愤怒等：Ｄａｍｎ！Ｉｖｅｌｏｓｔｍｙｐｅｎ．倒霉！我
钢笔丢了。

【词性】? ｎ．
【词义】一点点，丝毫：Ｉｄｏｎｔｇｉｖｅａ～ｗｈａｔｙｏｕｓａｙ．Ｉｍｇｏ
ｉｎｇ．不管你怎么说，我走定了。

【词性】? ａｄｖ．
【词义】非常：Ｄｏｎｔｂｅｓｏ～ｓｉｌｌｙ！别那么傻了！
【词组】① ｄａｍ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ｅｘｐｅｎｓｅ，ｅｔｃ．不顾一切
② ｄａｍｎｓｂ．／ｓｔｈ．ｗｉｔｈｆａｉｎｔｐｒａｉｓｅ名褒实贬

ｄａｍｐ ［ｄｍｐ］
【助记】该死的（ｄａｍｎ）水坝（ｄａｍ）是潮湿的（ｄａｍｐ）
【词性】? ａｄｊ．
【词义】有湿气的，潮湿的：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ｄｏｅｓｎｏｔｓｕｉｔｔｈｅｏｌｄ
ｃｏｕｐｌｅ．潮湿的天气不适合于那对老夫妇。

【词性】? ｖｔ．
【词义】（使）减弱，抑制：Ｈｉｓｆａｉｌｕｒｅｄｉｄｎｔ～ｈｉｓｚｅｓｔｆｏｒｓｕｃ
ｃｅｓｓ．失败并没有降低他对成功的热情。

【词组】① ｄａｍｐｄｏｗｎ使（兴趣、热情等）降低，抑制
② ｄａｍｐｏｆｆ（植物因水多而）腐坏
③ ｄａｍｐｐｒｏｏｆｃｏｕｒｓｅ（＝ｄａｍｐｃｏｕｒｓｅ）防湿层

ｅａｇｅｒ ［ｉ］ａｄｊ．
【词义】渴望的，热切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ｒｅ～ｆｏ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孩子
们渴望获得知识。

ｅａｒ ［ｉ］ｎ．
【助记】我耳朵（ｅａｒ）听到（ｈｅａｒ）附近（ｎｅａｒ）有熊（ｂｅａｒ）的
声音，我很害怕（ｆｅａｒ）

【词义】① 耳朵（ｃ）：Ｇｏｌｄｅｎｗｏｒｄｓｏｆｆｅｎｄｔｈｅ～ｓ．忠言逆耳。
② 听力：Ｓｈｅｈａｓａｎ～ｆｏｒｍｕｓｉｃ．她对音乐有欣赏能力。
③ 穗：ａｎ～ｏｆｃｏｒｎ一穗玉米

ｅａｒｎｅｓｔ ［ｎｉｓｔ］ａｄｊ．
【词义】认真的，诚挚的：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ｓｏｍｅ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ａｒｅ
ｎｏｔ～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ｉｒｍａｒｒｉａｇｅ．如今年轻人对他们的婚姻大
事并不认真。

【词组】ｉｎｅａｒｎｅｓｔ认真地，诚挚地

ｅａｒｔｈ ［］ｎ．
【词义】① 地球（其前面应加 ｔｈｅ）：Ｔｈｅ～ｉｓｏｎｅｏｆｅｉｇｈｔ
ｐｌａｎｅｔｓｒ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ｓｕｎ．地球是围绕太阳运转的
八大行星之一。

② 泥土，土壤：Ｔｈｅｆｌｏｏｒｗａｓ～ｂｕｔｈａｒｄａｎｄｓｍｏｏｔｈ．虽
然地面是泥地，倒也坚硬平坦。

③ 陆地，大陆（ｕ）：Ｔｈｅｃｏａｓｔｉｓ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ｅｎｄｓ
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ａｂｅｇｉｎｓ．海岸是陆地的尽头和大海的开头。

【词组】① ｏｎｅａｒｔｈ究竟，到底 　② ｄｏｗｎｔｏｅａｒｔｈ老实，直率

ｅａｓｅ ［ｉｚ］
【词性】? ｖ．
【词义】① 减轻：Ｄｏｃｔｏｒｓｓｈｏｕｌｄｔｒｙｔｈｅｉｒｂｅｓｔ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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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医生应当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减轻病人的痛
苦并使他们感到舒服。

② 使舒适，使安心：Ｔｈｅｇｏｏｄｎｅｗｓ～ｄｈｅｒｔｒｏｕｂｌｅｄｍｉｎｄ．
好消息使她忐忑不安的心平静下来。

【词性】? ｎ．
【词义】① 容易（ｕ）：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ｉｎｇｓｔｏｃｏｎ
ｓｉｄｅｒｉ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ｉｓｔｈｅ～ｏｆ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机械
设计中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容易维修。

② 舒适，悠闲（ｕ）：Ｓｈｅｃｏｕｌｄｓｗｉｍｗｉｔｈ～ｉｎ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
ｔｅｒｓ．她能在浅水中悠然自得地游泳。

【词组】① ａｔｅａｓｅ舒服，自由自在地
② ｅａｓｅｓｂ．ｏｆ．．．减轻某人…… ③ ｅａｓｅｏｆｆ减轻，缓和

ｅｂｂ ［ｅｂ］
【词性】? ｎ．
【词义】退潮，落潮；衰退，衰落：Ｔｈｅｔｉｄｅｉｓｏｎｔｈｅ～．正在退
潮。／Ｅｖｅｒｙｔｉｄｅｈａｓｉｔｓ～．凡事有盛必有衰。

【词性】? ｖｉ．
【词义】① 退潮，落潮：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ｉｄｅ～ｅｄ，ｐｅｏｐｌｅｂｅｇａｎｔｏ
ｐｌａｙｏｎｔｈｅｓａｎｄｂｅａｃｈ．退潮后，人们开始在沙滩上玩耍。
② 减少，衰落，衰退：Ｏｕｒ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ｓｏｏｎｂｅｇａｎｔｏ～．我
们的热情不久就凉下来了。

【词组】① ｔｈｅｅｂｂａｎｄｆｌｏｗ（ｏｆｓｔｈ．）（指声音、流行式样等）
消长，兴衰

② ａｔａｌｏｗｅｂｂ处于低潮，情况不佳
③ ｏｎｔｈｅｅｂｂ正在减弱

ｆａｂｌｅ ［ｆｅｉｂｌ］ｎ．
【助记】有能力的（ａｂｌｅ）作家喜欢创作寓言（ｆａｂｌｅ）
【词义】寓言：Ａｅｓｏｐｓ～ｓ《伊索寓言》

ｆａｂｒｉｃ ［ｆｂｒｉｋ］ｎ．
【词义】① 织物（ｃ）：ｔｈｅｔｅｘｔｉｌｅ～纺织品
② 结构，组织（ｕ）：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ｗａｓｃｈａｎｇｅｄｂｙ
ｔｈｅｗａｒ．战争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结构。

ｆａｂｕｌｏｕｓ ［ｆｂｊｕｌｓ］ａｄｊ．
【词义】① 极为巨大的：～ｗｅａｌｔｈ巨大的财富
② 极好的，绝妙的：ａ～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精彩的表演
③ 寓言中的，神话的：～ｈｅｒｏｅｓ，ｍｏｎｓｔｅｒｓ，ｅｔｃ．传奇式
的英雄、妖怪等

【派生】ｆａｂｕｌｏｕｓｌｙ［ｆｂｊｕｌｓｌｉ］ａｄｖ．难以置信地

ｆａｃｅ ［ｆｅｉｓ］
【词性】? ｎ．
【词义】① 脸，面貌（ｃ）：Ｉ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ｈｅｒ～，ｂｕｔｄｏｎｏｔｋｎｏｗ
ｈｅｒｎａｍｅ．我记得她的面貌，但叫不出她的名字。
② 表情：Ｈｅｉｓａｇｏｏｄｊｕｄｇｅｏｆ～ｓａｎｄｊｕｄｇｅ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ｗｅｌｌ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他善于根据面部表情来
判断人的性格。

③ 正面，表面：Ｔｈｅｙｓｅｅｍｔｏｈａｖｅ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ｏｆｆｔｈｅ～ｏｆ
ｔｈｅｅａｒｔｈ．他们似乎从地球表面消失了。

【词性】? ｖ．
【词义】① 面临着：Ｌａｒｇｅｐａ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ｄｔｈｅｔｈｒｅａｔｏｆ
ｆａｍｉｎｅ．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面临着饥荒的威胁。
② 朝，面向：Ａｌｌ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ｏｕｔｈ．那里所有的房
子都朝南。

【词组】① ｆａｃｅｔｏｆａｃｅ面对面地
② ｆａｃｅｕｐｔｏ大胆面对
③ ｉｎｔｈｅｆａｃｅｏｆ面对，在……面前；不顾；即使
④ ｔｏｏｎｅｓｆａｃｅ当面，公开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ｆｓｉｌｉｔｅｉｔ］ｖｔ．
【词义】使变得（更）容易，使便利：Ｔｈｅ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ａｓ
～ｄｔｈｅｓｈａ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ｄ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这项
新技术方便了信息的共享、储存和传递。

【派生】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ｓｉｌｉｔｅｉｎ］ｎ．便利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ｆｓｉｌｉｔｉ］ｎ．
【助记】ｆａｃ（ｍａｋｅ做）＋ｉｌｉｔｙ（名词后缀）→经常去做→熟练
【词义】① 灵巧，熟练（ｕ）：Ｈｅｈａｓ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ｏｆｓｐｅｅｃｈｉｎ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他的英语口语已经达到熟练的程度。
② （ｐｌ．）设备，设施（ｃ）：Ａｌｉｂｒａｒｙ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图书馆是大学
里最重要的教育设施之一。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ｋｔ］ｎ．
【词义】因素，要素（ｃ）：Ｉｔ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ａｖｅｒ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ｎ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它是促进世界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素。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ｆｋｌｔｉ］ｎ．
【词义】① 才能（ｃ）：Ｔｏｍｈａｓｔｈｅ～ｔｏｌｅａｒ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ｅａｓｉ
ｌｙ．汤姆擅长学语言。
② 学院，系（ｃ）：ｔｈｅ～ｏｆｌａｗ法学院
③ （学院或系的）全体教学人员（ｕ）：Ｗｅｈａｖｅａｎｅｘｃｅｌ
ｌｅｎｔＥｎｇｌｉｓｈ～．我们有优秀的英语教学阵容。

ｆａｉｌ ［ｆｅｉｌ］ｖ．
【助记】他破产（ｆａｉｌ）后，无力还债，被关进了监狱（ｊａｉｌ）
【词义】① 衰退，减弱；破产：Ｓｅｖｅｒａｌｏｆｔｈｅｂｉｇｇｅｓｔｂａｎｋｓ～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在经济萧条期间，几家最大的银行
破产了。

② 失败，不及格：Ｈｅ～ｅｄｔｏｐａｓｓｔｈ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ａｒｅｌｅｓｓｎｅｓｓ．由于粗心，他考试没及格。

【词组】ｆａｉｌｔｏ未能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ｆｅｉｌｊ］ｎ．
【助记】ｆａｉｌ（失败，不及格）＋ｕｒｅ（名词后缀）→失败
【词义】① 失败，不及格（ｕ）：Ｆａｉｌｕｒｅｉｎａｎ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ｄｅｔｅｒｙｏｕｆｒｏｍｔｒｙｉｎｇａｇａｉｎ．一次考试不及格
不能妨碍你再次的尝试。

② 失败者（ｃ）：Ｈｅｉｓａ～ａｓａｎａｒｔｉｓｔ，ｂｕｔａｓｕｃｃｅｓｓａｓａｎ
ａｒｔｔｅａｃｈｅｒ．他不是个成功的艺术家，但是个成功的美术
教师。

③ 故障，失灵（ｃ／ｕ）：ｐｏｗｅｒ～断电／ｈｅａｒｔ～心力衰竭
④ 未能：Ｓｈｅｓａｉｄｔｈａｔｓｈｅｒｅｇｒｅｔｔｅｄｔｈｅｉｒ～ｔｏｒｅａｃｈａｎａ
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她说她对他们未能达成协议感到遗憾。

ｇａｇｅ／ｇａｕｇｅ ［ｅｉｄ］ｎ．
【词义】① 标准尺寸，规格：Ｗｈａｔ～ｏｆｗｉｒｅｄｏｙｏｕｒｅｑｕｉｒｅ？
你需要什么规格的电线？

② 量规，量表：Ｔｈｅ～ｉｓｕｓｅｄ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这个表是用来测量降雨量的。

【派生】ｇａｕｇｅａｂｌｅ［ｅｉｄｂｌ］ａｄｊ．可测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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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ｉｎ ［ｅｉｎ］
【词性】? ｖ．
【词义】① 获得，博得：Ｉ～ｅｄｔｈｅｖｉｃｔｏｒｙ．我赢得了成功。
② 增加：Ｈｅｉｓ～ｉｎｇｉｎｗｅｉｇｈｔ．他的体重在增加。
③ （钟、表）走快：Ｔｈｉｓｗａｔｃｈｎｅｉｔｈｅｒ～ｓｎｏｒｌｏｓｅｓ．这表不
快不慢。

【词性】? ｎ．
【词义】获益；增加：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ｗａｓｈｉｇｈｄｅｓｐｉｔｅｔｈｅ～ｓｏｆ
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ｒｉｇｈｔ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尽管民权运动有所进展，失业
率仍然很高。

【词组】① ｇａｉｎｉｎｓｔｈ．在……（方面）增加
② ｇａｉｎｏｎ赶上；逐渐侵蚀

ｇａｌｌｅｒｙ ［ｌｒｉ］ｎ．
【词义】画廊，美术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ａｌｌｅｒｙｉｎ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ｎ
ｔａｉｎｓｍａｎｙｉｎ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ｗｏｒｋｓｏｆａｒｔ．伦敦的国家美术馆有
很多价值连城的艺术品。

ｇａｎｇ ［］ｎ．
【词义】一帮，一群，一伙（ｃ）：ａ～ｏｆｒｏｂｂｅｒｓ一伙强盗

ｇａｏｌ ［ｄｅｉｌ］（美式英语通常作ｊａｉｌ）

【词性】? ｎ．
【词义】监狱：Ｔｈｅｃａｓｔｌｅｈａｄｂｅｅｎｕｓｅｄａｓａ～．那城堡曾用作
监狱。

【词性】? ｖ．
【词义】监禁某人：Ｈｅｗａｓ～ｅｄｆｏｒｓｉｘｍｏｎｔｈｓｆｏｒｈｉｓｐａｒｔｉｎ
ｔｈｅｒｏｂｂｅｒｙ．他因参与抢劫被监禁了半年。

ｇａｒａｇｅ ［ｒ］ｎ．
【词义】① 车库，飞机库（ｃ）：ａｎａｕｔｏ～汽车库
② 修理厂（ｃ）：Ｊｏｈｎｓｅｎｔｈｉｓｃａｒｔｏｔｈｅ～ｆｏｒｒｅｐａｉｒｉｎｇ．约
翰把车送到修理厂修理。

ｇａｒｂａｇｅ ［ｂｉｄ］ｎ．
【助记】车库（ｇａｒａｇｅ）里放“ｂ”就是垃圾（ｇａｒｂａｇｅ）
【词义】① 垃圾：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ｈｏｕｌ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ａｌａｗｔｏｂａｎ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我国应实施禁止进口洋垃圾的法律。
② 无用信息，无聊的话：Ｙｏｕｄｏｔａｌｋａｌｏａｄｏｆ～！你的
废话太多了！

ｇａｓｐ ［ｓｐ］
【词性】? ｎ．
【词义】喘气，喘息：ｓｐｅａｋｂｅｔｗｅｅｎ～ｓ喘着气说话
【词性】? ｖｉ．
【词义】① 喘息：Ｔｈｅｅｘｈａｕｓｔｅｄｒｕｎｎｅｒｗａｓ～ｉｎｇｆｏｒａｉｒ．那人
跑得疲惫已极，上气不接下气。

② 喘着气说出（或发出）：Ｔｈｅｅｘｃｉｔｅｄｂｏｙ～ｅｄｔｈｅｎｅｗｓ．

那个激动的男孩喘着气说出了这个消息。

③ （ｆｏｒ）渴望：Ｉｗａｓ～ｉｎｇｆｏｒａ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我很想抽支烟。
【词组】① ａｔｔｈｅ（ｏｎｅｓ）ｌａｓｔｇａｓｐ临终，奄奄一息的
② ｇａｓｐａｔ／ｆｏｒｓｔｈ．喘气
③ ｇａｓｐｓｔｈ．ｏｕｔ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出

ｇａｔｈｅｒ ［］ｖ．
【词义】（使）聚集，聚拢：Ａｒｏｌｌｉｎｇｓｔｏｎｅ～ｓｎｏｍｏｓｓ．［谚］滚
石不生苔，转业不聚财。

【词组】① ｇａｔｈｅｒｒｏｕｎｄｓｔｈ．／ｓｂ．聚集；支持，拥护
② ｇａｔｈｅｒｔｏｇｅｔｈｅｒ归拢在一起；冷静下来

ｇａｙ ［ｅｉ］ａｄｊ．
【词义】① 快乐的，愉快的：ａｓ～ａｓａｌａｒｋ快乐得像只百灵鸟
② 同性恋的：～ｂａｒ同性恋酒吧

ｇａｚｅ ［ｅｉｚ］
【词性】? ｖ．
【词义】（ａｔ）凝视，注视：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ｄａｔｔｈｅｔｏｙｓｉｎｔｈｅｓｈｏｐ
ｗｉｎｄｏｗ．孩子眼睛盯着商店橱窗里的玩具。

【词性】? ｎ．
【词义】凝视，注视：Ｈｅｒｃｈｅｅｋｓｇｒｅｗｈｏｔ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ｏｆｓｏ
ｍａｎｙｃｕｒｉｏｕｓｅｙｅｓ．在这么多双好奇的眼睛的注视下，她
的脸红了。

ｇｅａｒ ［ｉ］
【词性】? ｎ．
【词义】齿轮，传动装置，（排）档：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ｃｏｇｓａｎｄ～ｓ使嵌
齿与齿轮啮合

【词性】? ｖ．
【词义】（ｔｏ）使适应，使适合：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ｍｕｓｔｂｅ～ｅｄｔｏｗａｒｔｉｍｅ
ｎｅｅｄｓ．工业必须调整以适应战时需要。

【词组】ｉｎｇｅａｒ处于工作状态，处于就绪状态

ｈａｌｌ ［ｈ］ｎ．
【助记】很高的（ｔａｌｌ）办公大楼（ｈａｌｌ）
【词义】礼堂，办公大楼，门厅：ａｓｓｅｍｂｌｙ～会议厅

ｈａｌｔ ［ｈｌｔ］
【词性】? ｎ．
【词义】（行进中的）暂停前进，中止，终止：Ｔｈｅｃａｒｃａｍｅｔｏ
ａ～ｊｕｓｔｉｎｔｉｍｅ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ｎａｃｃｉｄｅｎｔ．汽车及时停了下
来，避免了一场车祸。

【词性】? ｖ．
【词义】（行进中的）暂停前进：Ｎｏｏｎｅｃａｎ～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谁也阻挡不了历史的前进。

【词组】ｂｒｉｎｇｔｏａｈａｌｔ（或ｂｒｉｎｇａｈａｌｔｔｏ．．．）使停止，终止
【派生】ｈａｌｔｅｒ［ｈｌｔ］ｎ．缰绳，（马）笼头

ｈａｎｄ ［ｈｎｄ］
【词性】? ｎ．
【词义】① 手（ｃ）：ｔｒｅｍｂｌｉｎｇ～ｓ颤抖的双手
② 指针（ｃ）：Ｔｈｅｍｉｎｕｔｅ～ｉｓｌｏｎｇ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ｈｏｕｒ～．分
针比时针长。

③ 人手，职工，船员（ｃ）：ｇｒｅｅｎ～生手／Ａｌｌ～ｓｏｎｄｅｃｋ！
全体水手到甲板集合！

【词性】? ｖｔ．
【词义】交给，传递：Ａｄｏｃｔｏｒａｎｄａｎｕｒｓｅａ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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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ｍｂｕｌａｎｃｅ．一个医生和护士把病人从救护车上
扶下来。

【词组】① ａｔｈａｎｄ在手边，在附近 ② ｂｙｈａｎｄ手工；亲自
③ ｈａｎｄｄｏｗｎ流传下来，传给 ④ ｈａｎｄｉｎ交上，递交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ｈｎｄｂｕｋ］ｎ．
【助记】ｈａｎｄ（手）＋ｂｏｏｋ（书）→手中的书→手册
【词义】手册，指南：Ｔｈｅｙｒｅ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ａ～ｔｏｌｅａｒｎｍｏｒｅａ
ｂｏｕｔｔｈｅｔｏｕｒｉｓｔｒｅｓｏｒｔ．他们正查阅一本手册，为的是了解
这一旅游胜地的更多情况。

ｈａｎｄｆｕｌ ［ｈｎｄｆｕｌ］ｎ．
【词义】① 一把（ｃ）：ａ～ｏｆｒｉｃｅ一把米
② 少数，一小撮：Ｗｅｉｎｖｉｔｅｄｄｏｚｅｎ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ｂｕｔｏｎｌｙａ～
ｏｆｔｈｅｍｃａｍｅ．我们邀请了十几家公司，但只来了少数几个。

ｈａｎｄｙ ［ｈｎｄｉ］ａｄｊ．
【助记】ｈａｎｄ（手）＋ｙ（形容词后缀）→手边的
【词义】① 手边的，附近的：Ｔｈｅｓｔｏｒｅｓａｒｅｑｕｉｔｅ～．商店就在
附近。

② 方便的：Ａｇｏｏｄｔｏｏｌｂｏｘｉｓａ～ｔｈｉｎｇｔｏｈａｖｅｉｎａｎｙ
ｈｏｕｓｅ．任何一个家庭都应备有一个好的工具箱以便随
时使用。

【词组】ｃｏｍｅｉｎｈａｎｄｙ迟早有用

ｈａｎｇ ［ｈ］ｖ．
【词义】① （ｈｕｎｇ，ｈｕｎｇ）悬挂，垂吊：Ｈｉｓ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ｗａｓ～ｉｎｇｏｎ
ｔｈｅｗａｌｌ．他的肖像挂在墙上。
② （ｈａｎｇｅｄ，ｈａｎｇｅｄ）吊死，绞死：Ｈｅｗａｓ～ｅｄｆｏｒｍｕｒ
ｄｅｒ．他因谋杀罪被绞死。

【词组】① ｈａｎｇｂａｃｋ犹豫，踌躇不前 ② ｈａｎｇｏｎ紧握
③ ｈａｎｇｏｎｔｏ坚持下去 ④ ｈａｎｇｕｐ挂断电话，推迟

ｈａｍ ［ｈｍ］ｎ．
【词义】火腿：Ｉｗａｎｔｔｏｂｕｙｔｈｅ～ｓｈａｎｇ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ｈｏｏｋｓ．我
想买挂在钩子上的火腿。

【派生】ｈａｍｈａｎｄｅｄ［ｈｍｈｎｄｉｄ］ａｄｊ．笨手笨脚的

ｈａｍｍｅｒ ［ｈｍ］
【词性】? ｖ．
【词义】锤击，敲打：～ｎａｉｌｓｉｎｔｏ
ｔｈｅｗａｌｌ把钉子钉入墙壁

【词性】? ｎ．
【词义】铁锤，榔头（ｃ）：ａｓｌｅｄｇｅ
～大锤／ａｓｔｅａｍ ～汽锤

【词组】① ｈａｍｍｅｒａｔ锤击；攻击
② ｈａｍｍｅｒｏｕｔ详尽讨论后得
出结论；推敲出

ｉｃｅ ［ａｉｓ］
【词性】? ｎ．
【词义】冰（ｃ）：ａｂｌｏｃｋｏｆ～一大块冰
【词性】? ｖ．
【词义】使结冰：Ｔｈｅｌａｋｅｕｓｕａｌｌｙ～ｓｏｖｅｒｂｙｍｉｄＪａｎｕａｒｙ．这
个湖通常到了一月中旬就封冻了。

【词组】① ｂｒｅａｋｔｈｅｉｃｅ使人们融洽
② ＩｃｅＡｇｅ冰河时代 ③ ｉｃｅｏｖｅｒ／ｕｐ用冰层覆盖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ｋｅｉｎ］ｎ．

【词义】识别，鉴别（ｕ）：Ｔｈｅ～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ｓｗａｓｍａｄｅｂｙｔｈｅｉｒ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ｓ．通过指纹鉴别罪犯。

【词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ａｒｄ身份证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ｉｄｉｌｄｉ］ｎ．
【词义】思想意识，观念形态，思想方式：Ｏｕｒ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我们的思想不同。

【派生】①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ｉｄｉｌｄｉｋｌ］ａｄｊ．意识形态的
②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ａｉｄｉｌｄｉｋｌｉ］ａｄｖ．意识形态上

ｉｄｉｏｍ ［ｉｄｉｍ］ｎ．
【助记】这傻瓜（ｉｄｉｏｔ）不会说方言（ｉｄｉｏｍ）
【词义】成语，习语；方言，（ｃ／ｕ）：Ｅｖｅｒｙ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ｈａｓｉｔｓｏｗｎ
～ｓ．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习语。

ｉｆ ［ｉｆ］ｃｏｎｊ．
【词义】① 如果，假使：Ｉｆｉｔｒａｉｎｓ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Ｉｌｌｇｏａｌｏｎｅ．如果
明天下雨，我就自己去。

② 是否：Ｉｗｉｌｌｓｅｅ～ｈｅｗａｎｔｓｔｏｔａｌｋｔｏｙｏｕ．我去了解一
下他是否想和你谈话。

【词组】① ｉｆｏｎｌｙ只要；要是……就好
② ｅｖｅｎｉｆ即使 ③ ａｓｉｆ仿佛，好像

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 ［ｉｎｒｎｓ］ｎ．
【词义】① 无知，愚昧：Ｐｏｖｅｒｔ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ｒｅｍａｉｎｔｈｅｍａｊｏｒ
ｗｏｒｌ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贫穷、疾病和愚昧仍是世界的主要问题。
② （ｏｆ）不知道；对……一无所知：Ｔｈｅｙｒｅｖｅａｌｔｈｅｉｒｃｏｍ
ｐｌｅｔｅ～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他们暴露出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

ｉｌｌ ［ｉｌ］
【词性】? ａｄｊ．
【词义】① 有病的：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病重
② 坏的，不利的：Ｙｏｕ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ｄｉｄｍｅａｎ～ｔｕｒｎ．你肯
定暗中做了不利于我的手脚。／～ｒｅｐｕｔｅ声名狼藉
③ 恶意的：～ｄｅｅｄｓ恶劣行为

【词性】? ａｄｖ．
【词义】不善良地，邪恶地：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ｈａｓｂｅｅｎ～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
ｔｈｅｏｒｐｈａｎｈｏｕｓｅ．这孩子在孤儿院里一直受虐待。

【词组】ｂｅａｒｓｂ．ｎｏｉｌｌｗｉｌｌ对某人不存恶意

ｉ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ｅ ［ｉｌｉｔｒｉｔ］ａｄｊ．文盲的，未受教育的
【助记】ｉｌ（不）＋ｌｉｔｅｒ（文字，字母）＋ａｔｅ（形容词后缀）→不
识字的→文盲的。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ｉｌｎｉｓ］ｎ．
【助记】ｉｌｌ（有病的）＋ｎｅｓｓ（名词后缀）→病
【词义】病，疾病（ｃ）：Ｈｅｉｓ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ｆｒｏｍａｓｅｒｉｏｕｓ～．他身患
重病。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ｉｌｕｎ］ｎ．
【助记】ｉｌｌｕｓ（欺骗）＋ｉｏｎ（名词后缀）→欺骗人的东西→幻
觉，错觉

【词义】① 幻觉，错觉：Ｗｅｒｅｌｅｆｔｗｉｔｈｆｅｗ～ｓａｂｏｕｔｏｕｒａｌｌｙ．
我们的处境已不容我们对盟友再存多少幻想了。

② 幻想中的事物：ａｎｏｐｔｉｃａｌ～光幻视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ｌｓｔｒｅｉｎ］ｎ．
【词义】① 说明，例证（ｃ）：Ｔｈａｔｓ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ｏｆｈｉｓｍｅａｎ
ｎｅｓｓ．那是他为人小气的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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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插图，图解（ｃ）：Ａｒｅｔｈｅｒｅａｎｙ～ｓｏｎｔｈｉｓｐａｇｅ？这一
页上有插图吗？

ｊａｍ ［ｄｍ］

【词性】? ｎ．
【词义】① 阻塞，拥挤：Ｗｅｇｏｔｉｎｔｏａｔｒａｆｆｉｃ～．我们身陷拥
挤的交通中。

② 果酱：～ｊａｒ果酱瓶
【词性】? ｖｔ．
【词义】使阻塞，使卡住不动：Ｔｈｅｐａｒａｄｅ～ｍｅｄｔｒａｆｆｉｃａｌｌｏ
ｖｅｒｔｈｅｔｏｗｎ．游行堵塞了全城的交通。

【词组】① ｊａｍｉｎ／ｕｎｄｅｒ／ｂｅｔｗｅｅｎ压紧
② ｊａｍｏｎ卡住不动

ｊａｒｇｏｎ ［ｄｎ］ｎ．
【词义】行话：Ｄｏｃｔｏｒｓ，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ｓａｉｌｏｒｓｈａｖｅ～．医生，演员
和水手都有（自己的）行话。

ｊａｗ ［ｄ］ｎ．
【词义】颌，颚：Ａｓｔｒｏｎｇｓｑｕａｒｅ～ｉｓａｓｉｇｎｏｆｆｉｒｍ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坚实方正的下巴是性格坚强的标志。

ｊｅｔ ［ｄｅｔ］
【词性】? ｎ．
【词义】① 喷气发动机，喷气式飞机（ｃ）：Ｔｈｉｓｎｅｗ～ｅｎｇｉｎｅｉｓ
ｓｕｐｅｒｂｌ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ｅｄ．这个新喷气式发动机的设计实属上乘。

② 喷口，喷嘴：Ｐｕｔａｍａｔｃｈｔｏｔｈｅｇａｓ～ｔｏｌｉｇｈｔｔｈｅｇａｓ．
在煤气喷嘴处用火柴点燃煤气炉。

【词性】? ｖｉ．
【词义】喷出，喷射：Ｔｈｅｏｉｌ～ｔｅｄｏｕｔ．油喷了出来。

ｊｅｗｅｌ ［ｄｕｌ］ｎ．
【词义】宝石，宝石饰物：Ｓｈｅ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ａｔｔｈｅ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ｗｅａｒ
ｉｎｇｈｅｒｆｉｎｅｓｔ～ｓ．她戴着她最好的首饰出现在招待
会上。

ｊｅｗｅｌｒｙ／ｊｅｗｅｌｌｅｒｙ ［ｄｕｌｒｉ］ｎ．
【词义】（总称）珠宝：Ｗｅｂｕｙ～ｆｒｏｍａｊｅｗｅｌｅｒｓｓｈｏｐ．我们从
珠宝商店购买珠宝饰物。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ｎｔｒｌ］ａｄｊ．
【词义】① 自然的，天然的：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ｃｒｏｐｐｅｄｕｐｉｎｔｈｅ
ｗａｋｅｏｆ～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自然灾害之后，出现了许多社会
问题。

② 天生的，天赐的，固有的：Ａｓｉｔｉｓ～ｔｏｌｏｖｅｏｕｒｈｏｍｅ，
ｉｔｉｓａｌｓｏ～ｔｏｌｏｖｅ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爱国就像爱家，都是出于
天性。

ｎａｔｕｒｅ ［ｎｅｉｔ］ｎ．
【词义】① 自然界，大自然：ｔｈｅｂｒｅａｔｈｔａｋｉｎｇｂｅａｕｔｙｏｆ～大
自然让人屏息的美

② 性质，本性，天性：ａｇｅｎｔｌｅ～生性温柔
【词组】① ｂｙｎａｔｕｒｅ天生，就其本性而言
② ｉｎｎａｔｕｒｅ本质上

ｎａｕｇｈｔｙ ［ｎｔｉ］ａｄｊ．
【词义】不听话的，坏的，惹麻烦的，刺激人的：Ｈｅｓａｔｅｒｒｉｂｌｙ
～ｃｈｉｌｄ．他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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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阳光，恨是阴影，人生是光影的交错。 ———［美］郎弗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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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纲词　
（历年真题重点超纲词系统归类）

Ａ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ｂｎｍｌｔｉ］ｎ．反常，异常；变态；畸形
ａｂｒｅａｓｔ［ｂｒｅｓｔ］ａｄｖ．并列，并排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ｂｓｐｎ］ｎ．吸收；［化］吸收作用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ｌｙ［ｂｎｄｎｔｌｉ］ａｄｖ．大量（充足）地；（ｉｎ）丰富地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ｋｓｅｌｒｅｉｎ］ｎ．加速；加速度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ｋｓｅｐｔｂｌ］ａｄｊ．可接受的；合意的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ｋｓｅｓｂｌ］ａｄｊ．（人）易接近的，（地方）能进去的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ｋｍｐｌｉｍｎｔ］ｎ．完成；成就；才艺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ｋａｕｎｉｔ］ｎ．会计，会计学；借贷对照表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ｋｊｕｍｊｕｌｅｉｎ］ｎ．积累；积聚；堆积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ｔｉｖｍｎｔ］ｎ．成就，成绩；达到，完成，实现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ｖｅ［ｋｗｉｚｉｔｉｖ］ａｄｊ．贪婪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ｋｔｉｖｌｉ］ａｄｖ．活跃地，积极地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ｋｔｕｌｉ］ａｄｖ．事实上；实际上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ｄｐｔｅｉｎ］ｎ．适应，改编，改写本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ｄｐｔｉｖ］ａｄｊ．适应的，适合的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ｄｉｋｎ］ｎ．沉溺，上瘾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ｌｙ［ｄｉｋｗｉｔｌｉ］ａｄｖ．足够地；适当地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ｔｉｖ］ａｄｊ．管理的，行政的
ａｄｍｉｒａｔｉｏｎ［ｄｍｒｅｉｎ］ｎ．赞赏，钦佩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ｄｕｌｅｓｎｓ］ｎ．青春期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ｄｐｎ］ｎ．采用；收养
ａｄｓ［ｄｚ］ｎ．广告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ｄｌｔｈｕｄ］ｎ．成年（期）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ｏｕｓ［ｄｖｅｎｔｒｓ］ａｄｊ．冒险的；惊险的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ｄｖｔａｉｚｉ］ｎ．广告 ａｄｊ．广告的
ａｄｖｉｓｅｒ［ｄｖａｉｚ］ｎ．顾问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ｄｖａｉｚｒｉ］ａｄｊ．顾问的，咨询的，劝告的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ｉｅｉｎ］ｎ．入会，加入
ａｆｆｉｎｉｔｙ［ｆｉｎｉｔｉ］ｎ．姻亲关系；相似点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ｉｋｌｔｒ（）ｌ］ａｄｊ．农业的
ａｉｍｌｅｓｓｌｙ［ｅｉｍｌｉｓｌｉ］ａｄｖ．没有目标地；无目的地
ａｉｍｌｅｓｓｎｅｓｓ［ｅｉｍｌｉｓｎｉｓ］ｎ．无目的，盲目性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ｅｐｌｅｉｎ］ｎ．飞机
ａｋｉｎ［ｋｉｎ］ａｄｊ．同类的
ａｌ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ｌｉｅｉｎ］ｎ．断言，宣称；指控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ｌｋｅｉｎ］ｎ．拨给，分配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ｌｆｂｅｔｉｋｌｉ］ａｄｖ．按字母顺序地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ｉｓｍ［ｌｆｂｅｔｉｚｍ］ｎ．对姓氏按首字母顺序排列在
后面的人的歧视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ｌｔｒｅｉｎ］ｎ．改变，变更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ｌｙ［ｌｔｎｔｉｖｌｉ］ａｄｖ．二者择一地
ａｎａｌｏｇｏｕｓ［ｎｌｓ］ａｄｊ．相似的
ａｎａｌｙｓｔ［ｎｌｉｓｔ］ｎ．分析家，分解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ｌｙ［ｎｌｉｔｉｋｌｉ］ａｄｖ．分析地；分解地
ａｎａｔｏｍｙ［ｎｔｍｉ］ｎ．解剖学
ａｎｃｅｓｔｒｙ［ｎｓｅｓｔｒｉ］ｎ．祖先，世系
ａｎｅｃｄｏｔｅ［ｎｉｋｄｕｔ］ｎ．轶事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ｒｐｌｄｉｋｌ］ａｄｊ．人类学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ｎｒｐｌｄｉｓｔ］ｎ．人类学家，人类学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ｎｒｐｌｉ］ｎ．人类学
ａｎｔｉｇｒａｖｉｔｙ［ｎｔｉｒｖｉｔｉ］ｎ．［物理］无重量
ａｎｔｉ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ｓｍ［ｎｔｉｉｎｔｌｅｋｔｌｉｚｍ］ｎ．反对（或敌
视）知识分子的行为

ａｎｔｉｓｍｏｋｉｎｇ［ｎｔｉｓｍｕｋｉ］ａｄｊ．禁止吸烟（的）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ｌｙ［ｐｒｎｔｌｉ］ａｄｖ．显然，表面上地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ｉｅｉｎ］ｎ．评价；感激
ａｐ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ｐｒｉｈｅｎｎ］ｎ．忧虑，恐惧
ａｐ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ｐｒｉｈｅｎｓｉｖ］ａｄｊ．忧虑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ｇ［ｐｒｕｔｉ］ａｄｊ．可接近的，随和的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ｐｒｋｓｉｍｔｌｉ］ａｄｖ．近似地，几乎正确地
ａｒｂｉｔｅｒ［ɑｂｉｔ］ｎ．仲裁人，公断人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ɑｒａｉｔｉｓ］ｎ．关节炎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ｌｙ［ɑｔｉｋｊｕｌｉｔｌｉ］ａｄｖ．善于表达地
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ｓｎ］ｎ．断言
ａｓｓｅｓｓａｂｌｅ［ｓｅｓｂｌ］ａｄｊ．可估价的，可征收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ｅｓｍｎｔ］ｎ．估计，评估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ｉｌｅｉｎ］ｎ．同化，同化作用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ｖｅ［ｓｉｍｉｌｔｉｖ］ａｄｊ．同化的，同化力的
ａｓｔｒａｙ［ｓｔｒｅｉ］ａｄｊ．迷路的，误入歧途的
ａｓ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ｌｄｉｋｌ］ａｄｊ．占星的，占星术的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ｅｒ［ｓｔｒｎｍ］ｎ．天文学家
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ｉｓｔ［ｓｔｒｕｆｉｚｉｓｉｓｔ］ｎ．天体物理学家
ａｔｔｅｎｄｅｅ［ｔｅｎｄｉ］ｎ．（会议等的）出席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ｖｅ［ｔｅｎｔｉｖ］ａｄｊ．留心听的，关心的
ａｕｄｉｔｏｒ［ｄｉｔ］ｎ．计员，核数师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ｒａｉｚ］ｖ．批准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ｕｂａｉｒｆｉ］ｎ．自传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ｔｍｅｉｔ］ｖ．（使）自动化 ａｄｊ．自动化的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ｔｍｕｔｉｖ］ａｄｊ．自动的，机动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ｔｎｍｓ］ａｄｊ．自治的，自主的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ｖｅｉｌｂｉｌｉｔｉ］ｎ．可用性，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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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ｗａｋｅｎ［ｗｅｉｋｎ］ｖ．唤起，叫醒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ｗｅｎｉｓ］ｎ．知道，晓得
ａｗｋｗａｒｄｌｙ［ｋｗｄｌｉ］ａｄｊ．笨拙地；棘手地

Ｂ
ｂａｃｋａｎｄｆｏｒｔｈｉｎｇ［ｂｋｎｄｆｉ］ａｄｖ．来来回回
ｂａｃｋｂｏｎｅ［ｂｋｂｕｎ］ｎ．脊骨，脊柱，脊椎；支柱，骨干
ｂａｃｋｕｐ［ｂｋｐ］ｎ．帮助，援助；后备，后补 ａｄｊ．备用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ｂｋｔｉｒｉｌ］ａｄｊ．细菌的
ｂａｎｋｅｒ［ｂｋ］ｎ．银行家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ｂｅｉｓｌａｉｎ］ｎ．基准线
ｂｅｄｒｏｃｋ［ｂｅｄｒｋ］ｎ．牢固基础，基本事实；基本原则；基岩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ｂｉｈｅｉｖｊｒ（）ｌ］ａｄｊ．动作的
ｂｅｌｌｙｆｕｌ［ｂｅｌｉｆｌ］ｎ．一肚子，满肚子；过量，过分
ｂｅｌｔｔ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ｂｅｌｔｔａｉｔｎｉ］ｎ．强制性节约ａｄｊ．节约的
ｂｅｎｅｆｉｃｅｎｃｅ［ｂｉｎｅｆｉｓｎｓ］ｎ．慈善；捐款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ｂａｉｌｉｗｌ］ａｄｊ．（能说）两种语言的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ｂａｉｒｆｉｋｌ］ａｄｊ．关于（某人）生平的，传记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ａｉｌｄｉｋｌ］ａｄｊ．生物学（上）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ｂａｉｌｄｉｋｌｉ］ａｄｖ．生物学地
ｂ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ｂａｉｌｄｉｓｔ］ｎ．生物学家
ｂｉｏｍａｓｓ［ｂａｉｕｍｓ］ｎ．生物量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ｂａｉｕｍｅｄｉｋｌ］ａｄｊ．生物医学的
ｂｉｐｅｄａｌ［ｂａｉｐｅｄｌ］ａｄｊ．两足动物的
ｂｉｒｔｈｐｌａｃｅ［ｂｐｌｅｉｓ］ｎ．出生地；故乡
ｂｌｏｏｄｌｉｎｅ［ｂｌｄｌａｉｎ］ｎ．（动物的）血统
ｂｌｕｎｔ［ｂｌｎｔ］ａｄｊ．钝的；生硬的 ｖ．弄钝
ｂｏｍｂａｒｄ［ｂｍｂɑｄ］ｖｔ．炮轰，攻击
ｂｏｒｉｎｇ［ｂｒｉ］ａｄｊ．令人厌烦的，乏味的，无聊的
ｂ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ｂｒｅｉｎｓｔｍ］ｎ．突来的灵感；集体研讨；集思
广益

ｂｒａｖｅｒｙ［ｂｒｅｉｖｒｉ］ｎ．勇敢，大胆，刚毅
ｂｒｅａｋｏｕｔ［ｂｒｅｉｋａｕｔ］ｎ．脱逃，越狱，突围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ｂｒｅｉｋｒｕ］ｎ．突破性进展，重要的新发现
ｂｒｉｇｈｔｅｎ［ｂｒａｉｔｎ］ｖ．（使）明亮；（使）愉快
ｂｒｏａｄｅｎ［ｂｒｄｎ］ｖ．（使）变宽；（使）扩大
ｂｒｏａｄｌｙ［ｂｒｄｌｉ］ａｄｖ．广，宽
ｂｒｏｋｅｒ［ｂｒｕｋ］ｎ．经纪人
ｂｕｍｍｅｒ［ｂｍ］ｎ．游手好闲的人；失败
ｂｕｎ［ｂｎ］ｎ．圆形的小面包或点心；（女子的）圆发髻
ｂｕｒｄｅｎｓｏｍｅ［ｂｄｎｓｍ］ａｄｊ．繁重的，烦累的，难以承担的
ｂ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ｂａｉｐｒｄｋｔ］ｎ．副产品；意外结果；副作用

Ｃ
ｃａｎｎｅｄ［ｋｎｄ］ａｄｊ．罐装的，喝醉了的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ｋｅｉｐｂｉｌｉｔｉ］ｎ．（实际）能力，性能，容量
ｃａｐｕｃｈｉｎ［ｋｐｊｕｔｉｎ］ｎ．卷尾猴
ｃａｓｉｎｏ［ｋｓｉｎｕ］ｎ．赌场
ｃａｓｕａｌｌｙ［ｋｕｌｉ］ａｄｖ．偶然地；无意地；若无其事地
ｃａｓｕａｌｎｅｓｓ［ｋｕｌｎｉｓ］ｎ．随便；漫不经心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ｋｔｒｋｔ］ｎ．大瀑布；白内障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ｉｓｍ［ｋｌｉｓｉｚｍ］ｎ．天主教
ｃａｕｔｉｏｕｓｌｙ［ｋｓｌｉ］ａｄｖ．小心地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ｔｒｌａｉｚｅｉｎ］ｎ．集中，中央集权化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ｓｎｔｒｌａｉｚ］ｖ．使处于中央的控制之下，集中于
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ｔｅｉｎｄｂｌ］ａｄｊ．常变化的；易变的；可变的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ｔｒｉｔｂｌ］ａｄｊ．仁慈的，（为）慈善事业的
ｃｈａｕｖｉｎｉｓｔｉｃ［ｕｖｉｎｉｓｔｉｋ］ａｄｊ．沙文主义的
ｃｈｅｅｒｆｕｌｌｙ［ｔｉｆｌｉ］ａｄｖ．欢乐地，愉快地；爽朗地；乐意地
ｃｈｉｅｆｌｙ［ｉｆｌｉ］ａｄｖ．主要地；大部分；首先；尤其
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ｔａｉｌｄｂ］ｎ．分娩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ｋｒｕｍｓｕｍ］ｎ．［生］染色体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ｋｒｎｌｄｉｋｌ］ａｄｊ．按时间的前后顺序排
列的

ｃｈｕｎｋ［ｔｋ］ｎ．厚厚的一块，厚片；大块
ｃｉｔｉｚｅｎｒｙ［ｓｉｔｉｚ（）ｎｒｉ］ｎ．［总称］全体公民
ｃｉｖｉｌｉｔｙ［ｓｉｖｉｌｉｔｉ］ｎ．礼貌，客气，谦恭
ｃｌｅａｒｃｕｔ［ｋｌｉｋｔ］ａｄｊ．轮廓清晰的；明确的，清楚的
ｃｌｅａｒｌｙ［ｋｌｉｌｉ］ａｄｖ．显然地，无疑地；明确地；清楚地
ｃｌｅｒｇｙｍａｎ［ｋｌｄｉｍｎ］ｎ．牧师，教士
ｃｌｉｅｎｔｅｌｅ［ｋｌａｉｎｔｅｌ］ｎ．委托人，顾客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ｋｌｉｎｉｋｌ］ａｄｊ．临床的；诊所的
ｃｌｉｑｕｅ［ｋｌｉｋ］ｎ．派系；党派
ｃｌｏｎｉｎｇ［ｋｌｎｉ］ｎ．克隆技术
ｃｌｏｓｅｌｙ［ｋｌｕｓｌｉ］ａｄｖ．接近地，紧密地；亲近地，亲密地
ｃｌｏｖｅ［ｋｌｕｖ］ｎ．［植］小鳞茎，小球茎；丁香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ｋｌｂｒｔｉｖ］ａｄｊ．合作的，协作的，协力完成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ｌｙ［ｋｌｂｒｔｉｖｌｉ］ａｄｖ．合作地；协作地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ｋｌｅｋｔｉｖｉｚｍ］ｎ．集体主义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ｋｌｕｎｊｌｉｚｍ］ｎ．殖民主义；殖民政策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ｅ［ｋｍｌａｉｚ］ｖｔ．使商业化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ｋｍｉｔｍｎｔ］ｎ．托付，交托；承诺，保证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ｋｍｎｌｉ］ａｄｖ．通常地，一般地；平凡地
ｃｏｍｍｏｎｎｅｓｓ［ｋｍｎｎｉｓ］ｎ．普遍；平凡；共通性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ｙ［ｋｍｐｒｔｉｖｌｉ］ａｄｖ．对比地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ａｔｅ［ｋｍｐｎｉｔ］ａｄｊ．有同情心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ｋｍｐｅｔｉｔ］ｎ．竞争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ｋｍｐｌｉｍｅｎｔｒｉ］ａｄｊ．补充的，补足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ｋｍｐｌｉｔｌｉ］ａｄｖ．完整地；完全地；彻底地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ｋｍｐｌｅｋｓｉｔｉ］ｎ．复杂（性），错综（性）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ｋｍｐｌａｉｎｓ］ｎ．承诺；顺从；屈从
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ｏｎ［ｋｍｐｌｎ］ｎ．（被）强迫，（被）强制
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ｖｅ［ｋｍｐｌｓｉｖ］ａｄｊ．强制的，强迫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ｍｐｊｕｔｅｉｎｌ］ａｄｊ．计算的；计算机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ｋｎｓｅｎｔｒｅｉｎ］ｎ．集中，集合，合并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ｋｎｓｎｄ］ａｄｊ．关心的；有关的
ｃｏｎｃｉｓｅｌｙ［ｋｎｓａｉｓｌｉ］ａｄｖ．简洁地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ｋｎｄｉｎｌｉ］ａｄｖ．附有条件地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ｋｎｄｋｔｉｖ］ａｄｊ．传导（性）的
ｃｏｎｆｉｄｅ［ｋｎｆａｉｄ］ｖ．透露，吐露；将……托付
ｃｏｎｆｕｓｅｄ［ｋｎｆｊｕｚｄ］ａｄｊ．困惑的，惶惑的
ｃｏｎｆｕｓｅｄｌｙ［ｋｎｆｊｕｚｉｄｌｉ］ａｄｖ．困惑地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ｋｎｒｅｎｌ］ａｄｊ．国家立法机关的，议会的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ｋｎｕｔｅｉｎ］ｎ．隐含意义，涵义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ｋｎｓｌｉ］ａｄｖ．有意识地；自觉地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ｋｎｓｉｋｗｅｎｔ］ａｄｊ．因……的结果而起的，


























 随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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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附录Ⅰ　 部分国家（或地区）、语言、国民及国籍表

国家（或地区） 语　言 国　民 国　籍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Ｂｒａｚｉｌ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Ｂｒｉｔｏ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ａｎａｄａ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ｇｙｐｔ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ｒａｎｃ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Ｆｒｅｎｃｈｍａ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Ｇｅｒｍａ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Ｇｒｅｅｃｅ Ｇｒｅｅｋ Ｇｒｅｅｋ Ｇｒｅｅｋ
Ｉｎｄｉａ Ｉｎｄｉａ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Ｉｒｉｓｈ Ｉｒｉｓｈｍａｎ Ｉｒｉｓｈ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Ｉｔａｌｙ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Ｊａｐａ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Ｄｕｔｃｈ Ｄｕｔｃｈｍａｎ Ｄｕｔｃｈ
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 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ｅｒ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Ｒｕｓｓｉａ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 Ｓｃｏｔｓ，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Ｓｃｏｔｓｍａｎ Ｓｃｏｔｓ，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Ｓｐａｉｎ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Ｓｐａｎｉａｒｄ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Ｓｗｅｄｅｎ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Ｓｗｉｓｓ Ｓｗｉｓｓ
Ｗａｌｅｓ Ｗｅｌｓｈ Ｗｅｌｓｈｍａｎ Ｗｅｌｓｈ

附录Ⅱ　 洲　名

名　词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Ａｓｉ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Ｅｕｒｏｐｅ 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 Ｏｃｅａｎｉａ Ｓｏｕ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
形容词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Ａｓｉａ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ｃｅａｎｉｃ Ｓｏｕ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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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Ⅲ　 常见缩写词
　　　　　　　　　　　　　　　　　　　　　　　　　　　　　　　　　

ａｂｂｒ． （ａｌｓｏａｂｂｒｅｖ）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缩写形式 ，缩写词

ＡＤ，Ａ．Ｄ ａｎｎｏＤｏｍｉｎｉ（＝ｉｎｔｈｅｙｅａｒｏｆｔｈｅＬｏｒｄ；ｓｉｎｃｅＣｈｒｉｓｔｗａｓ
ｂｏｒｎ） 公元

Ａ．Ｍ．，ａ．ｍ． ａｎｔｅｍｅｒｉｄｉｅｍ（ｂｅｆｏｒｅｎｏｏｎ） 上午，午前

Ａｐｒ． Ａｐｒｉｌ 四月

Ａｕｇ． Ａｕｇｕｓｔ 八月

Ａｖｅ． ａｖｅｎｕｅ 林荫道，大街

ＢＡ ＢａｃｈｅｌｏｒｏｆＡｒｔｓ 文科学士

ＢＢＣ Ｂｒｉｔｉｓｈ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英国广播公司

ＢＣ，Ｂ．Ｃ． ｂｅｆｏｒｅＣｈｒｉｓｔ 公元前

ＢＳ，ＢＳｃ． Ｂａｃｈｅｌｏｒ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理科学士

°Ｃ Ｃｅｎｔｉｇｒａｄｅ 摄氏度

ｃｃ ｃｕｂｉｃ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ｅｒ 立方厘米

ＣＤ ｃｏｍｐａｃｔｄｉｓｋ 光盘，激光唱片

ＣＤ－ＲＯＭ ｃｏｍｐａｃｔｄｉｓｃｒｅａｄｏｎｌｙｍｅｍｏｒｙ 只读光盘存储器

ＣＩＡ （Ｕ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ｎｇｅｎｃｅＡｇｅｎｃｙ （美国）中央情报局

ｃｌ ｃｅｎｔｉｌｉｔｒｅ 厘升

ｃｆ． ｃｏｎｆ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ｅ） 试比较；参看

ｃｍ 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ｅｒ 厘米

Ｃｏ． ｃｏｍｐａｎｙ 公司

ｃ／ｏ ｃａｒｅｏｆ 由……转交

ｃｐ． ｃｏｍｐａｒｅ 比较

Ｄｅｃ．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十二月

ｄｅｐｔ．，Ｄｅｐ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部，司，局，系

Ｄｒ，Ｄｒ． ｄｏｃｔｏｒ 博士；医生

ｅ．ｇ． ｅｘｅｍｐｌｉｇｒａｔｉａ（＝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 例如

ｅｓｐ．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尤其是

ｅｔａｌ． ｅｔａｌｉａ（＝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 以及其他等等

ｅｔｃ． ｅｔｃｅｔｅｒａ（＝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ｔ） 等等

ｅｘｔ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ａ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电话分机线，分机号码

Ｆ Ｆａｈｒｅｎｈｅｉｔ 华氏的

ＦＡ （Ｂｒｉｔ）Ｆｏｏｔｂａｌ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英国）足球协会

ＦＢＩ （ＵＳ）Ｆｅｄｅｒ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美国）联邦调查局

ＦＭ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调频

Ｆｅｂ．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二月

Ｆｒｉ． Ｆｒｉｄａｙ 星期五

ｆｔ ｆｏｏｔ，ｆｅｅｔ 英尺

ｇ，ｇｍ，ｇｍ． ｇｒａｍ 克

ｇａｌ． ｇａｌｌｏｎ 加仑

ＧＢ 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 大不列颠

ＧＭＴ ＧｒｅｅｎｗｉｃｈＭｅａｎＴｉｍｅ 格林威／尼治时间
ｈｒ，ｈｒ． ｈｏｕｒ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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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ｚ ｈｅｒｔｚ 赫兹

Ｉ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ａｒｄ 身份证

ｉ．ｅ． ｉｄｅｓｔ（＝ｔｈａｔｉｓ） 那就是，即

ｉｎ． ｉｎｃｈ 英寸

ＩＭ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Ｆｕｎ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Ｑ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ｑｕｏｔｉｅｎｔ 智商

ＩＳＢ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ＢｏｏｋＮｕｍｂｅｒ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Ｉｎｃ．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股份有限的

Ｊａ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一月

Ｊｒ． ｊｕｎｉｏｒ 小（用于姓名后）

Ｊｕｌ． Ｊｕｌｙ 七月

Ｊｕｎ． Ｊｕｎｅ 六月

ｋｐｈ ｋｉｌｏｍｅｔｒｅｓｐｅｒｈｏｕｒ 千米每小时

ＫＨｚ ｋｉｌｏｈｅｒｔｚ 千赫（兹）

ＫＷ （ａｌｓｏｋｗ）ｋｉｌｏｗａｔｔ（ｓ） 千瓦

ｋｇ，ｋｇ． ｋｉｌｏｇｒａｍ 千克，公斤

ｋｍ，ｋｍ． 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 千米，公里

ｌｂ，ｌｂ． ｌｉｂｒａ（＝ｐｏｕｎｄ） 磅

Ｌｔ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有限的，股份有限

ｍ，ｍ． ｍｅｔｅｒ 米

ＭＡ 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Ａｒｔｓ 文科硕士

ＭＨｚ ｍｅｇａｈｅｒｔｚ 兆赫（兹）

Ｍａｒ． Ｍａｒｃｈ 三月

ｍｉｎ． ｍｉｎｕｔｅ 分钟

ｍｌ，ｍｌ． 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ｅｒ 毫升

ｍｐｇ ｍｉｌｅｓｐｅｒｇａｌｌｏｎ 英里每加仑

Ｍｏｎ． Ｍｏｎｄａｙ 星期一

ｍｐｈ ｍｉｌｅｓｐｅｒｈｏｕｒ 英里每小时

ｍｔｈ （ＵＳｍｏ）（ｐｌ．ｍｔｈｓ，ＵＳｍｏｓ）ｍｏｎｔｈ 月份

ＮＡＴＯ Ｎｏｒｔｈ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Ｔｒｅａｔ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Ｍｒ，Ｍｒ． Ｍｉｓｔｅｒ ……先生

Ｍｓ，Ｍｓ． ＭｒｓｏｒＭｉｓｓ 女士

ＭＳ，ＭＳｃ 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理科硕士

Ｍｔ ｍｏｕｎｔ，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峰，山

Ｎｏ． ｎｕｍｂｅｒ 号码

Ｎｏ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十一月

Ｏｃｔ． Ｏｃｔｏｂｅｒ 十月

ＯＰＥ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ｏｚ ｏｕｎｃｅ（ｓ） 盎司

Ｐ ｐａｇｅ；ｐａｒｋｉｎｇ 页，停车处

ＰＣ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个人计算机，个人电脑

ｐａｒ，ｐａｒａ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文章的）段

ＰＯ ＰｏｓｔＯｆｆｉｃｅ 邮局

ＰＲ 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公共关系

Ｐｈ．Ｄ，Ｐｈ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ｅＤｏｃｔｏｒ 博士

ｐｌ． ｐｌｕｒａｌ 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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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Ｍ，Ｐ．Ｍ． ｐｏｓｔｍｅｒｉｄｉｅｍ（＝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下午，午后

ＰＲＣ 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 中华人民共和国

Ｐｒ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教授

ＰＳ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 附言

ｑｔ ｑｕａｒｔ（ｓ） 夸脱

ＲＡＦ （Ｂｒｉｔ）ＲｏｙａｌＡｉｒＦｏｒｃｅ （英国）皇家空军

Ｒｄ．，ｒｄ ｒｏａｄ 路

Ｓａｔ．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星期六

Ｓｅｐ．，Ｓｅｐ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九月

ｓｉｎｇ．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单数

ｓｑ ｓｑｕａｒｅ 平方；广场

Ｓｔ Ｓａｉｎｔ 圣人，圣徒

ｓｔ． ｓｔｒｅｅｔ 街，路

ｓｔｈ．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某物，某事

Ｓｕｎ． Ｓｕｎｄａｙ 星期日

ｔ，ｔ． ｔｏｎ 吨

ｔｅｌ．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电话

Ｔｈｕｒｓ Ｔｈｕｒｓｄａｙ 星期四

Ｔｕｅｓ Ｔｕｅｓｄａｙ 星期二

ＵＫ 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英国

ＵＮ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 联合国

ＵＳ，Ｕ．Ｓ．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 美利坚合众国，美国

ｕｓｕ． ｕｓｕａｌｌｙ 通常

ｖ，ｖｓ ｖｅｒｓｕｓ ……对……

ＶＩＰ ｖｅｒ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ｅｒｓｏｎ 重要人物，大人物

ｖｏｌ． Ｖｏｌｕｍｅ 卷，册

Ｗ，ｗ ｗａｔｔ 瓦特

ＷＣ ｗａｔｅｒｃｌｏｓｅｔ 厕所

Ｗｅｄ，Ｗｅｄｓ Ｗｅｄｎｅｓｄａｙ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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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考词、基础词检索表
（全部考研英语大纲词汇）

Ａ
ａ４０８
ａｂａｎｄｏｎ１
ａｂｄｏｍｅｎ２０９
ａｂｉｄｅ１
ａｂｉｌｉｔｙ１
ａｂｌｅ２０９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１
ａｂｏａｒｄ２０９
ａｂｏｌｉｓｈ２５
ａｂｏｕｎｄ２０９
ａｂｏｕｔ４０２
ａｂｏｖｅ２０９
ａｂｒｏａｄ２５
ａｂｒｕｐｔ２０９
ａｂｓｅｎｃｅ２５
ａｂｓｅｎｔ２５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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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ｒｃｕｓ４０３

ｃｉｔｅ８２
ｃｉｔｉｚｅｎ２７５
ｃｉｔｙ４０３
ｃｉｖｉｌ２７５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２７５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８３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
ｃｉｖｉｌｉｓｅ８３
ｃｌａｉｍ８３
ｃｌａｐ２８４
ｃｌａｒｉｆｙ８３
ｃｌａｒｉｔｙ２８４
ｃｌａｓｈ２８４
ｃｌａｓｐ２８４
ｃｌａｓｓ２８４
ｃｌａｓｓｉｃ２８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２８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８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２８４
ｃｌａｓｓｍａｔｅ４０３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４０８
ｃｌａｕｓｅ２８４
ｃｌａｗ４０３
ｃｌａｙ４０３
ｃｌｅａｎ４０３
ｃｌｅａｒ２９４
ｃｌｅｒｇｙ２９４
ｃｌｅｒｋ４０３
ｃｌｅｖｅｒ４０３
ｃｌｉｃｋ９３
ｃｌｉｅｎｔ９３
ｃｌｉｆｆ２９４
ｃｌｉｍａｔｅ９３
ｃｌｉｍａｘ２９４
ｃｌｉｍｂ２９４
ｃｌｉｎｇ９３
ｃｌｉｎｉｃ４０３
ｃｌｉｐ２９４
ｃｌｏａｋ２９４
ｃｌｏｃｋ４０８
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２９４
ｃｌｏｎｅ９３
ｃｌｏｓｅ２９５
ｃｌｏｓｅｔ２９５
ｃｌｏｔｈ３０２
ｃｌｏｔｈｅ３０２
ｃｌｏｔｈｅｓ３０２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３０２
ｃｌｏｕｄ３０２
ｃｌｏｕｄｙ３０２
ｃｌｕｂ４０３
ｃｌｕｅ３０２
ｃｌｕｍｓｙ３０２
ｃｌｕｓｔｅｒ９３
ｃｌｕｔｃｈ９３
ｃｏａｃｈ３０２
ｃｏａｌ４０３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３０３
ｃｏａｒｓｅ３０３
ｃｏａｓｔ３０３
ｃｏａｔ４０３
ｃｏｃａｉｎｅ３０３
ｃｏｃｋ４０３
ｃｏｄｅ９４
ｃｏｆｆｅｅ４０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３０３
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３１１
ｃｏｈｅｓｉｖｅ３１１
ｃｏｉｌ４０３
ｃｏｉｎ３１１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１０１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１０１
ｃｏｋｅ３１１
ｃｏｌｄ４０３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３１２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１０１
ｃｏｌｌａｒ３１２
ｃｏｌｌｅａｇｕｅ３１２
ｃｏｌｌｅｃｔ１０１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１０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１０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４０３
ｃｏｌｌｉｄｅ１０２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４０３
ｃｏｌｏｎｅｌ３１２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３１２
ｃｏｌｏｎｙ３１２
ｃｏｌｏｕｒ／ｃｏｌｏｒ４０８
ｃｏｌｕｍｎ１０２
ｃｏｍｂ４０３
ｃｏｍｂａｔ１０２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３１２
ｃｏｍｂｉｎｅ１０２
ｃｏｍｅ１０２
ｃｏｍｅｄｙ３２１
ｃｏｍｆｏｒｔ３２１
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３２１
ｃｏｍｉｃ３２１
ｃｏｍｍａｎｄ１０２
ｃｏｍｍｅｍｏｒａｔｅ３２１
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３２１
ｃｏｍｍｅｎｄ１０２
ｃｏｍｍｅｎｔ１０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１０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３２１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１０３
ｃｏｍｍｉｔ１０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１０３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１０３
ｃｏｍｍｏｎ１０３
ｃｏｍｍｏｎｐｌａｃｅ３２１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３２１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１０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１０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３２１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１０３
ｃｏｍｍｕｔｅ３２１
ｃｏｍｐａｃｔ１０９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３２７
ｃｏｍｐａｎｙ３２７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１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１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ｅ１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１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３２７
ｃｏｍｐａｓｓ３２７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３２７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１１０
ｃｏｍｐｅｌ１１０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１１０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１１０
ｃｏｍｐｅｔｅ３２７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３２８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１１０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１１０
ｃｏｍｐｉｌｅ１１１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１１１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１１１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３２８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３２８
ｃｏｍｐｌｅｘ１１１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１１１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１１１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３２８
ｃｏｍｐｌｉｍｅｎｔ３２８
ｃｏｍｐｌｙ１１１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１１７
ｃｏｍｐｏｓｅ１１７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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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１１７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３２８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３２８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１１７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１１７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１１７
ｃｏｍｐｒｉｓｅ１１８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１１８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１１８
ｃｏｍｐｕｔｅ３２８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４０８
ｃｏｍｒａｄｅ４０３
ｃｏｎｃｅａｌ３２８
ｃｏｎｃｅｄｅ３２８
ｃｏｎｃｅｉｖｅ１１８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１１８
ｃｏｎｃｅｐｔ１１８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１１８
ｃｏｎｃｅｒｎ１１８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１１９
ｃｏｎｃｅｒｔ３２８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３２８
ｃｏｎｃｉｓｅ１１９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１１９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１１９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１１９
ｃｏｎｄｅｍｎ１２４
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１２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１２５
ｃｏｎｄｕｃｔ１２５
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３３５
ｃｏｎｆｅｒ１２５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２５
ｃｏｎｆｅｓｓ１２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１３１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１３２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１３２
ｃｏｎｆｉｎｅ１３１
ｃｏｎｆｉｒｍ１３１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１３１
ｃｏｎｆｏｒｍ１４０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１４０
ｃｏｎｆｕｓｅ１４０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１４０
ｃｏｎｇｒａｔｕｌａｔｅ３３５
ｃｏｎｇｒａｔｕｌａｔｉｏｎ３３５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１４０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３３６
ｃｏｎｎｅｃｔ１４０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ｎｅｘｉｏｎ１４０
ｃｏｎｑｕｅｒ３３６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３３６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４３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ｏｕｓ３４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１４０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１５２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３４３
ｃｏｎｓｅｎｔ１５２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１５２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１５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１５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１５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１５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１５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ｅ１５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１５３
ｃｏｎｓｉｓｔ１５４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１５４
ｃｏｎｓｏｌｅ１５４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３４３
ｃｏｎｓｐｉｃｕｏｕｓ１５４
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１５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１５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１５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１５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１５５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１５５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１５５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３４３
ｃｏｎｓｕｌｔ３４３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３４３
ｃｏｎｓｕｍｅ１５５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１５５
ｃｏｎｔａｃｔ１６３
ｃｏｎｔａｉｎ１６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１６３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３５１
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３５１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１６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ｔ１６３
ｃｏｎｔｅｎｄ１６４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６４
ｃｏｎｔｅｓｔ１６４
ｃｏｎｔｅｘｔ１６４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４０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３５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３５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３５１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１６４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１６４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３５１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１６４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１６５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１７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１７３
ｃｏｎｔｒｉｖｅ３５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１７３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３５１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１７３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１７３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３５１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１７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１７３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３５１
ｃｏｎｖｅｒｓｅｌｙ３５１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３５１
ｃｏｎｖｅｒｔ１７３
ｃｏｎｖｅｙ１７３
ｃｏｎｖｉｃｔ３５１
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１７３
ｃｏｎｖｉｎｃｅ１７４
ｃｏｏｋ４０３
ｃｏｏｌ３５８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３５８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３５８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１７９
ｃｏｐ３５８
ｃｏｐｅ１７９
ｃｏｐｐｅｒ３５８
ｃｏｐｙ３５８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３５８
ｃｏｒｄ３５８
ｃｏｒｄｉａｌ３５８
ｃｏｒｅ３５８
ｃｏｒｎ３５８
ｃｏｒｎｅｒ４０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１７９
ｃｏｒｒｅｃｔ３５８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３５８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１８０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ｅｎｃｅ３５８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３５９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１８０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４０３
ｃｏｒｒｏｄｅ３５９
ｃｏｒｒｕｐｔ１８０
ｃｏｓｍｉｃ３６４
ｃｏｓｔ３６４

ｃｏｓｔｌｙ４０３
ｃｏｓｔｕｍｅ３６４
ｃｏｓｙ３６４
ｃｏｔｔａｇｅ４０３
ｃｏｔｔｏｎ４０３
ｃｏｕｃｈ３６４
ｃｏｕｇｈ４０３
ｃｏｕｌｄ４０３
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８０
ｃｏｕｎｓｅｌ１８０
ｃｏｕｎｔ３６４
ｃｏｕｎｔｅｒ３６４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１８０
ｃｏｕｎｔｒｙ３６４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３６４
ｃｏｕｎｔｙ３６５
ｃｏｕｐｌｅ３７２
ｃｏｕｐｏｎ３７２
ｃｏｕｒａｇｅ３７２
ｃｏｕｒｓｅ３７２
ｃｏｕｒｔ１８６
ｃｏｕｒｔｅｓｙ１８６
ｃｏｕｒｔｙａｒｄ４０３
ｃｏｕｓｉｎ４０３
ｃｏｖｅｒ１８６
ｃｏｗ３７２
ｃｏｗａｒｄ３７２
ｃｒａｂ４０３
ｃｒａｃｋ１８６
ｃｒａｄｌｅ３７６
ｃｒａｆｔ１８７
ｃｒａｎｅ４０３
ｃｒａｓｈ３７７
ｃｒａｗｌ３７７
ｃｒａｚｙ３７７
ｃｒｅａｍ３７７
ｃｒｅａｔｅ１８７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１８７
ｃｒｅａｔｕｒｅ３７７
ｃｒｅｄｅｎｔｉａｌｓ３７７
ｃｒｅｄｉｔ１８７
ｃｒｅｅｐ３７７
ｃｒｅｗ３７７
ｃｒｉｃｋｅｔ４０３
ｃｒｉｍｅ３８３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３８３
ｃｒｉｐｐｌｅ１８７
ｃｒｉｓｉｓ（［ｐｌ．］
ｃｒｉｓｅｓ）１８７
ｃｒｉｓｐ３８３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ｐｌ．］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３８３
ｃｒｉｔｉｃ１９５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１９５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１９５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ｅ３８３
ｃｒｏｐ３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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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ｌｌｏｗ８５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８６
ｆｏｎｄ３４６
ｆｏｏｄ４０８
ｆｏｏｌ３４６
ｆｏｏｌｉｓｈ３４６
ｆｏｏｔ（［ｐｌ．］
ｆｅｅｔ）３４６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４０８
ｆｏｏｔｓｔｅｐ３４６
ｆｏｒ３５２
ｆｏｒｂｉｄ３５２
ｆｏｒｃｅ８６
ｆｏｒｅ３５２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８６
ｆｏｒｅｈｅａｄ３５３
ｆｏｒｅｉｇｎ３５３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３５３
ｆｏｒｅｍｏｓｔ３５９
ｆｏｒｅｓｅｅ８６
ｆｏｒｅｓｔ４０４
ｆｏｒｅｖｅｒ４０４
ｆｏｒｇｅ８６
ｆｏｒｇｅｔ４０４
ｆｏｒｇｉｖｅ３５９
ｆｏｒｋ４０４
ｆｏｒｍ３５９
ｆｏｒｍａｌ９４
ｆｏｒｍａｔ３６０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９４
ｆｏｒｍｅｒ９４
ｆｏｒｍｉｄａｂｌｅ３６０

·７２４·

考研英语词汇　　　必考词、基础词检索表　

www.红宝书.com

www.h
on

gb
ao

sh
u.

co
m



ｆｏｒｍｕｌａ（［ｐ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ｅ）３６０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９５
ｆｏｒｔｈ３６５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３６６
ｆｏｒｔｎｉｇｈｔ３６６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３６６
ｆｏｒｔｕｎｅ３６６
ｆｏｒｔｙ４０８
ｆｏｒｕｍ３６６
ｆｏｒｗａｒｄ３７３
ｆｏｓｓｉｌ４０４
ｆｏｓｔｅｒ３７３
ｆｏｕｌ９５
ｆｏｕｎｄ４０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１１３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３７３
ｆｏｕｒ４０８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４０８
ｆｏｘ４０４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１１３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３７９
ｆｒａｇｉｌｅ１１３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３７９
ｆｒａｇｒａｎｔ３７９
ｆｒａｍｅ１２０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３７９
ｆｒａｎｋ３７９
ｆｒａｕｄ３７９
ｆｒｅｅ４０８
ｆｒｅｅｄｏｍ３７９
ｆｒｅｅｚｅ３７９
ｆｒｅｉｇｈｔ３７９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３７９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３７９
ｆｒｅｓｈ３７９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３７９
Ｆｒｉｄａｙ４０８
ｆｒｉｄｇｅ／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４０４
ｆｒｉｅｎｄ４０８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３８４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３８４
ｆｒｉｇｈｔ３８４
ｆｒｉｇｈｔｅｎ３８４
ｆｒｉｎｇｅ３８４
ｆｒｏｇ４０４
ｆｒｏｍ４０８
ｆｒｏｎｔ４０４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１２０
ｆｒｏｓｔ３８４
ｆｒｏｓｔｙ３８４
ｆｒｏｗｎ３８４
ｆｒｕｉｔ４０８
ｆｒｕｉｔｆｕｌ３８４
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ｅ１４２
ｆｒｙ３８４
ｆｕｅｌ３８４
ｆｕｌｆｉｌ／ｆｕｌｆｉｌｌ１５７
ｆｕｌｌ４０４
ｆｕｍｅ３８４
ｆｕｎ４０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１５７
ｆｕｎｄ１５７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１５７
ｆｕｎｅｒａｌ３８５
ｆｕｎｎｙ４０８
ｆｕｒ３９３
ｆｕｒｉｏｕｓ４０４
ｆｕｒｎａｃｅ４０４
ｆｕｒｎｉｓｈ１７５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４０４
ｆｕｒｔｈｅｒ３９３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３９３
ｆｕｓｅ３９３

ｆｕｓｓ１７５
ｆｕｔｉｌｅ３９３
ｆｕｔｕｒｅ４０８

Ｇ
ｇａｇｅ／ｇａｕｇｅ２１１
ｇａｉｎ２１２
ｇａｌａｘｙ６
ｇａｌｌｅｒｙ２１２
ｇａｌｌｏｎ４０４
ｇａｌｌｏｐ６
ｇａｍｂｌｅ７
ｇａｍｅ４０８
ｇａｎｇ２１２
ｇａｏｌ／ｊａｉｌ２１２
ｇａｐ７
ｇａｒａｇｅ２１２
ｇａｒｂａｇｅ２１２
ｇａｒｄｅｎ４０４
ｇａｒｌｉｃ４０４
ｇａｒｍｅｎｔ４０４
ｇａｓ７
ｇａｓｏｌｉｎｅ／
ｇａｓｏｌｅｎｅ４０４
ｇａｓｐ２１２
ｇａｔｅ４０４
ｇａｔｈｅｒ２１２
ｇａｙ２１２
ｇａｚｅ２１２
ｇｅａｒ２１２
ｇｅｎｄｅｒ７
ｇｅｎｅ７
ｇｅｎｅｒａｌ７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ｓｅ３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３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２６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２２６
ｇｅｎｅｒｏｕｓ２２６
ｇｅｎｅｔｉｃ４０４
ｇｅｎｉｕｓ３４
ｇｅｎｔｌｅ２２６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４０４
ｇｅｎｔｌｙ２２６
ｇｅｎｕｉｎｅ３４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３５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３５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２３５
ｇｅｒｍ２３５
ｇｅｓｔｕｒｅ２３６
ｇｅｔ４０８
ｇｈｏｓｔ２３６
ｇｉａｎｔ３４
ｇｉｆｔ２４５
ｇｉｇａｎｔｉｃ２４５
ｇｉｇｇｌｅ２４５
ｇｉｒｌ４０８
ｇｉｖｅ２４５
ｇｌａｄ４０８
ｇｌａｍｏｕｒ３４
ｇｌａｎｃｅ２４５
ｇｌａｒｅ２４５
ｇｌａｓｓ４０４
ｇｌｉｄｅ２５６
ｇｌｉｍｐｓｅ４９
ｇｌｉｔｔｅｒ４９
ｇｌｏｂａｌ２５６
ｇｌｏｂｅ２５６
ｇｌｏｏｍｙ２５６
ｇｌｏｒｉｏｕｓ２５６
ｇｌｏｒｙ４９
ｇｌｏｖｅ４０４
ｇｌｏｗ４９
ｇｌｕｅ２５６

ｇｏ４０８
ｇｏａｌ２７６
ｇｏａｔ２７６
ｇｏｄ４０４
ｇｏｌｄ２７６
ｇｏｌｄｅｎ２７６
ｇｏｌｆ２７６
ｇｏｏｄ４０８
ｇｏｏｄｂｙ／
ｇｏｏｄｂｙｅ４０８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４０４
ｇｏｏｄｓ２８５
ｇｏｏｓｅ（［ｐｌ．］
ｇｅｅｓｅ）４０４
ｇｏｒｇｅｏｕｓ２８５
ｇｏｓｓｉｐ２８５
ｇｏｖｅｒｎ６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６３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６３
ｇｏｗｎ２８５
ｇｒａｂ２９６
ｇｒａｃｅ２９６
ｇｒａｃｅｆｕｌ２９６
ｇｒａｃｉｏｕｓ２９６
ｇｒａｄｕａｌ６３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６３
ｇｒａｉｎ２９６
ｇｒａｍ（ｍｅ）２９６
ｇｒａｍｍａｒ４０４
ｇｒａｎｄ６３
ｇｒａｎｄｍｏｔｈｅｒ４０８
ｇｒａｎｔ６４
ｇｒａｐｅ４０８
ｇｒａｐｈ２９６
ｇｒａｐｈｉｃ２９６
ｇｒａｓｐ７５
ｇｒａｓｓ４０４
ｇｒａｔｅｆｕｌ２９６
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２９６
ｇｒａｖｅ２９６
ｇｒａｖｉｔｙ７５
ｇｒａｙ／ｅｙ４０４
ｇｒａｚｅ２９６
ｇｒｅａｓｅ２９６
ｇｒｅａｔ４０８
ｇｒｅｅｄｙ３０４
ｇｒｅｅｎ３０４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３０４
ｇｒｅｅｔ３０４
ｇｒｅｅｔｉｎｇ３０４
ｇｒｉｅｆ２６５
ｇｒｉｅｖｅ７６
ｇｒｉｍ８６
ｇｒｉｎ２６５
ｇｒｉｎｄ２６５
ｇｒｉｐ８６
ｇｒｏａｎ３２９
ｇｒｏｃｅｒ３３０
ｇｒｏｐｅ３３０
ｇｒｏｓｓ８６
ｇｒｏｕｎｄ８７
ｇｒｏｕｐ４０４
ｇｒｏｗ３３０
ｇｒｏｗｎｕｐ３３０
ｇｒｏｗｔｈ３３０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８７
ｇｕａｒｄ８７
ｇｕｅｓｓ４０４
ｇｕｅｓｔ４０５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９５
ｇｕｉｄｅ４０５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９５
ｇｕｉｌｔ９５
ｇｕｉｌｔｙ９５
ｇｕｉｔａｒ３３７

ｇｕｌｆ３３７
ｇｕｍ３６０
ｇｕｎ３６０
ｇｕｔ３６０
ｇｕｙ４０５
ｇｙｍｎａｓｉｕｍ／
ｇｙｍ４０５

Ｈ
ｈａｂｉｔ７
ｈａｂｉｔａｔ７
ｈａｉｌ７
ｈａｉｒ４０８
ｈａｌｆ４０８
ｈａｌｌ２１２
ｈａｌｔ２１２
ｈａｍ２１３
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４０５
ｈａｍｍｅｒ２１３
ｈａｍｐｅｒ７
ｈａｎｄ２１２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２１３
ｈａｎｄｆｕｌ２１３
ｈａｎｄｉｃａｐ７
ｈａｎｄｋｅｒｃｈｉｅｆ４０５
ｈａｎｄｌｅ７
ｈａｎｄｓｏｍｅ４０５
ｈ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４０８
ｈａｎｄｙ２１３
ｈａｎｇ２１３
ｈａｐｐｅｎ４０８
ｈａｐｐｙ４０８
ｈａｒａｓｓｍｅｎｔ２３６
ｈａｒｂｏｒ／
ｈａｒｂｏｕｒ２３６
ｈａｒｄ２３６
ｈａｒｄｅｎ２３６
ｈａｒｄｌｙ２３６
ｈａｒｄｓｈｉｐ２３６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２３６
ｈａｒｍ３４
ｈａｒｍｏｎｙ３５
ｈａｒｎｅｓｓ４０５
ｈａｒｓｈ３５
ｈａｒｖｅｓｔ２４５
ｈａｓｔｅ３５
ｈａｓｔｙ２４５
ｈａｔ４０８
ｈａｔｃｈ３５
ｈａｔｅ４０５
ｈａｔｒｅｄ２４６
ｈａｕｌ２４６
ｈａｖｅ４０８
ｈａｗｋ２４６
ｈａｙ２４６
ｈａｚａｒｄ２４６
ｈｅａｄ４０８
ｈｅａｄａｃｈｅ４０５
ｈｅａｄｉｎｇ６４
ｈｅａｄｌｉｎｅ６４
ｈｅａｄｍａｓｔｅｒ４０５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２５６
ｈｅａｌ６４
ｈｅａｌｔｈ２５６
ｈｅａｌｔｈｙ２５７
ｈｅａｐ６４
ｈｅａｒ４０８
ｈｅａｒｉｎｇ２５７
ｈｅａｒｔ２５７
ｈｅａｔ２５７
ｈｅａｖｅ２７６
ｈｅａｖｅｎ２７６
ｈｅａｖｙ２７６
ｈｅｄｇｅ２８５

ｈｅｅｌ２８６
ｈｅｉｇｈｔ２８６
ｈｅｉｇｈｔｅｎ２８６
ｈｅｉｒ２８６
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２８６
ｈｅｌｌ２８６
ｈｅｌｌｏ４０８
ｈｅｌｍｅｔ２８６
ｈｅｌｐ４０８
ｈｅｌｐｆｕｌ２８６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２８６
ｈｅｎ４０５
ｈｅｎｃｅ２８６
ｈ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２８６
ｈｅｒ４０８
ｈｅｒｂ２８６
ｈｅｒｄ２８６
ｈｅｒｅ４０８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２８６
ｈｅｒｏ２４１
ｈｅｒｏｉｃ２４１
ｈｅｒｏｉｎ２４１
ｈｅｒｏｉｎｅ２４１
ｈｅｒｓ４０８
ｈｅｒｓｅｌｆ４０８
ｈｅｓｉｔａｔｅ６４
ｈｉ／ｈｅｙ４０５
ｈｉｄｅ４０５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３１４
ｈｉｇｈ４０５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３１４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６４
ｈｉｇｈｌｙ３１４
ｈｉｇｈｗａｙ４０８
ｈｉｊａｃｋ３１４
ｈｉｋｅ３１４
ｈｉｌｌ４０８
ｈｉｍ４０８
ｈｉｍｓｅｌｆ４０８
ｈｉｎｄｅｒ７６
ｈｉｎｇｅ３１４
ｈｉｎｔ７６
ｈｉｐ３１４
ｈｉｒｅ３１４
ｈｉｓ４０８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３１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４０５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３１４
ｈｉｓｔｏｒｙ４０５
ｈｉｔ４０８
ｈｉｔｈｅｒｔｏ８７
ｈｏｂｂｙ３３０
ｈｏｉｓｔ１２６
ｈｏｌｄ１２６
ｈｏｌｄｅｒ３３０
ｈｏｌｅ４０５
ｈｏｌｉｄａｙ４０８
ｈｏｌｌｏｗ３３０
ｈｏｌｙ１４６
ｈｏｍｅ４０５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４０８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３３０
ｈｏｎｅｓｔ３３０
ｈｏｎｅｙ４０５
ｈｏｎｏｒ／ｈｏｎｏｕｒ１４６
ｈｏｎｏｒａｂｌｅ／
ｈｏｎｏｕｒａｂｌｅ１４６
ｈｏｏｋ３３８
ｈｏｐ１４６
ｈｏｐｅ４０８
ｈｏｐｅｆｕｌ４０５
ｈｏｒｉｚｏｎ１４６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３３８
ｈｏｒｎ３３８
ｈｏｒｒｉｂｌｅ３３８

ｈｏｒｒｏｒ３３８
ｈｏｒｓｅ４０８
ｈｏｒｓｅｐｏｗｅｒ３３８
ｈｏｓｅ３３８
ｈｏｓｐｉｔａｂｌｅ３６６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４０５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３６６
ｈｏｓｔ１５７
ｈｏｓｔａｇｅ３６６
ｈｏｓｔｅｓｓ３６６
ｈｏｓｔｉｌｅ１５７
ｈｏｔ４０５
ｈｏｔｅｌ４０８
ｈｏｕｎｄ３６６
ｈｏｕｒ４０８
ｈｏｕｓｅ４０８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１５７
ｈｏｕｓｅｗｉｆｅ３６６
ｈｏｕｓｅｗｏｒｋ４０５
ｈｏｕｓｉｎｇ４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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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ｕｎｃｈ１１
ｌａｕｎｄｒｙ２４７
ｌａｖａｔｏｒｙ４０５
ｌａｗ２４７
ｌａｗｎ２４７
ｌａｗｓｕｉｔ２４７
ｌａｗｙｅｒ４０５
ｌａｙ２６７
ｌａｙｅｒ１１
ｌａｙｍａｎ２６７
ｌａｙｏｆｆ４０５
ｌａｙｏｕｔ２６７
ｌａｚｙ４０８
ｌｅａｄ３６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３６
ｌｅａｄｉｎｇ３６
ｌｅａｆ２８８
ｌｅａｆｌｅｔ２８９
ｌｅａｇｕｅ２８９
ｌｅａｋ３６
ｌｅａｎ３６
ｌｅａｐ２８９
ｌｅａｒｎ４０８
ｌｅａｒｎｅｄ３６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３６
ｌｅａｓｅ２８９
ｌｅａｓｔ４０５
ｌｅａｔｈｅｒ２８９
ｌｅａｖｅ４０８
ｌｅｃｔｕｒｅ３０５
ｌｅｆｔ４０８
ｌｅｇ４０８
ｌｅｇａｃｙ３０５
ｌｅｇａｌ３６
ｌｅｇｅｎｄ３０５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３６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３６
ｌｅｉｓｕｒｅ３７
ｌｅｍｏｎ４０５
ｌｅｎｄ３０５
ｌｅｎｇｔｈ４０５

ｌｅｎｓ３０５
ｌｅｓｓ４０８
ｌｅｓｓｏｎ４０８
ｌｅｓｔ３０５
ｌｅｔ４０５
ｌｅｔｔｅｒ４０８
ｌｅｖｅｌ４０５
ｌｅｖｅｒ３０５
ｌｅｖｙ３０５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１６０
ｌｉａｂｌｅ１６０
ｌｉｂｅｒａｌ１６０
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３１５
ｌｉｂｅｒｔｙ４０５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４０５
ｌｉｂｒａｒｙ４０８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ｌｉｃｅｎｃｅ１６０
ｌｉｃｋ３１５
ｌｉｄ３１５
ｌｉｅ１６１
ｌｉｆｅ３１５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３１５
ｌｉｆｔ３１５
ｌｉｇｈｔ１６１
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１６１
ｌｉｋｅ４０８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６５
ｌｉｋｅｌｙ６５
ｌｉｋｅｗｉｓｅ１６１
ｌｉｍｂ３３０
ｌｉｍｉｔ７７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７７
ｌｉｍｉｔｅｄ７７
ｌｉｍｐ７７
ｌｉｎｅ４０８
ｌｉｎｅａｒ３３０
ｌｉｎｅｎ３３０
ｌｉｎｅｒ３３０
ｌｉｎｇｅｒ７７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３３１
ｌｉｎｋ８８
ｌｉｏｎ４０８
ｌｉｐ４０５
ｌｉｑｕｉｄ３３９
ｌｉｑｕｏｒ３３９
ｌｉｓｔ３３９
ｌｉｓｔｅｎ４０８
ｌｉｔｅｒ／ｌｉｔｒｅ４０５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４０５
ｌｉｔｅｒａｌｌｙ８８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８８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８８
ｌｉｔｔｅｒ３３９
ｌｉｔｔｌｅ４０８
ｌｉｖｅ４０８
ｌｉｖｅｌｙ３４４
ｌｉｖｅｒ３４４
ｌｉｖｉｎｇ３４４
ｌｉｖｉｎｇｒｏｏｍ４０５
ｌｏａｄ４０５
ｌｏａｆ３４４
ｌｏａｎ１２７
ｌｏｂｂｙ１２７
ｌｏｃａｌ１４７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１４７
ｌｏｃａｔｅ１４７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１４７
ｌｏｃｋ３４４
ｌｏｃｋｅｒ３４４
ｌｏｃｏｍｏｔｉｖｅ３４４
ｌｏｄｇｅ３４４
ｌｏｆｔｙ３４４
ｌｏｇ３４５
ｌｏｇｉｃ１８１

ｌｏｇｉｃａｌ１８１
ｌｏｎｅｌｙ４０５
ｌｏｎｇ３４５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３４５
ｌｏｏｋ３５３
ｌｏｏｍ３５３
ｌｏｏｐ３５３
ｌｏｏｓｅ３５３
ｌｏｏｓｅｎ３５３
ｌｏｒｄ１９０
ｌｏｒｒｙ３５３
ｌｏｓｅ１９０
ｌｏｓｓ１９０
ｌｏｔ４０８
ｌｏｔｔｅｒｙ１９０
ｌｏｕｄ４０８
ｌｏｕｄｓｐｅａｋｅｒ３５３
ｌｏｕｎｇｅ４０５
ｌｏｖｅ４０８
ｌｏｖｅｌｙ３５３
ｌｏｖｅｒ３５３
ｌｏｗ４０８
ｌｏｗｅｒ１９０
ｌｏｙａｌ３６１
ｌｏｙａｌｔｙ３６１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３６１
ｌｕｃｋ３６１
ｌｕｃｋｙ３６１
ｌｕｇｇａｇｅ４０５
ｌｕｍｂｅｒ３６１
ｌｕｍｐ１９０
ｌｕｎａｒ３６１
ｌｕｎｃｈ４０８
ｌｕｎｇ３６１
ｌｕｒｅ４０５
ｌｕｘｕｒｙ１９０

Ｍ
ｍａｃｈｉｎｅ２１６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１６
ｍａｄ２１６
ｍａｄａｍ（ｅ）４０８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４０５
ｍａｇｉｃ２１６
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ｔｅ２１６
ｍａｇｎｅｔ２１６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２１６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ｅｎｔ１２
ｍａｇｎｉｆｙ１２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１１
ｍａｉｄ４０８
ｍａｉｄｅｎ２１６
ｍａｉｌ４０５
ｍａｉｎ２１６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２１６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１２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１２
ｍａｊｅｓｔｙ２２６
ｍａｊｏｒ１２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１２
ｍａｋｅ１２
ｍａｌｅ２２６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１３
ｍａｍｍａｌ４０５
ｍａｎ４０８
ｍａｎａｇｅ３７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３７
ｍａｎａｇｅｒ４０５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３７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ｅ３７
ｍａｎｋｉｎｄ２３７
ｍａｎｎｅｒ３７
ｍａｎｏｅｕｖｒｅ／
ｍａｎｅｕｖｅｒ２３７

ｍａｎｕａｌ３７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３７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２３７
ｍａｎｙ４０８
ｍａｐ４０８
ｍａｒｂｌｅ２６７
ｍａｒｃｈ２６７
Ｍａｒｃｈ４０８
ｍａｒｇｉｎ３７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３７
ｍａｒｉｎｅ２６７
ｍａｒｉｔａｌ２６７
ｍａｒｋ２６７
ｍａｒｋｅｔ４０８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４０８
ｍａｒｒｉｅｄ３８
ｍａｒｒｙ４０８
ｍａｒｖｅｌｏｕｓ／
ｍａｒｖｅｌｌｏｕｓ２６８
Ｍａｒｘｉｓｔ２６８
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ｅ４０５
ｍａｓｋ２６８
ｍａｓｓ３８
ｍａｓｓａｃｒｅ３８
ｍａｓｓｉｖｅ３８
ｍａｓｔｅｒ５２
ｍａｓｔｅｒｐｉｅｃｅ２６８
ｍａｔ２７７
ｍａｔｃｈ２７７
ｍａｔｅ５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５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５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ｍａｔｈ／ｍａｔｈｓ）４０５
ｍａｔｔｅｒ４０８
ｍａｔｕｒｅ５２
ｍａｘｉｍｕｍ５２
ｍａｙ２７７
Ｍａｙ４０８
ｍａｙｂｅ４０８
ｍａｙｏｒ２７７
ｍｅ４０８
ｍｅａｄｏｗ２８９
ｍｅａｌ４０５
ｍｅａｎ５２
ｍｅａｎｉｎｇ４０５
ｍｅａｎｓ５３
ｍｅａｎｔｉｍｅ５３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５３
ｍｅａｓｕｒｅ５３
ｍｅａｔ４０８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６５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６５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６５
ｍｅｄａｌ２９７
ｍｅｄｉｃａｌ２９７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９７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２９７
ｍｅｄｉｔａｔｅ７４
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２９７
ｍｅｄｉｕｍ（［ｐｌ．］
ｍｅｄｉａ）７４
ｍｅｅｔ２９８
ｍｅｅｔｉｎｇ４０８
ｍｅｌｏｄｙ２９８
ｍｅｌｏｎ４０５
ｍｅｌｔ８８
ｍｅｍｂｅｒ３０５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３０５
ｍｅｍｏ３０５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３０５
ｍｅｍｏｒｙ８８
ｍｅｎａｃｅ８８
ｍｅｎｄ３０５
ｍｅｎｔａｌ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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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ｉｏｎ３０５
ｍｅｎｕ４０５
ｍｅｒｃｈａｎｄｉｓｅ３１５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３１５
ｍｅｒｃｕｒｙ３１５
ｍｅｒｃｙ３１５
ｍｅｒｅ１０４
ｍｅｒｅｌｙ１０５
ｍｅｒｇｅ１１３
ｍｅｒｉｔ１１３
ｍｅｒｒｙ３１６
ｍｅｓｓ３１６
ｍｅｓｓａｇｅ１２０
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３１６
ｍｅｔａｌ３１６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３１６
ｍｅｔｅｒ／ｍｅｒｅ３１６
ｍｅｔｈｏｄ３１６
ｍｅｔｒｉｃ３１６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１２０
ｍｉｃｒｏｐｈｏｎｅ３２３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３２３
ｍｉｄｄｌｅ４０５
ｍｉｄｓｔ３２３
ｍｉｇｈｔ４０８
ｍｉｇｒａｔｅ１２１
ｍｉｌｄ１２０
ｍｉｌｅ４０８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３２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１２１
ｍｉｌｋ４０８
ｍｉｌｌ３２３
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ｒｅ／
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ｅｒ３２３
ｍｉｌｌｉｏｎ４０８
ｍｉｌｌｉｏｎａｉｒｅ３２３
ｍｉｎｄ１２７
ｍｉｎｅ３３１
ｍｉｎｅｒａｌ３３１
ｍｉｎｇｌｅ３３１
ｍｉｎｉａｔｕｒｅ３３１
ｍｉｎｉｍｉｚｅ／
ｍｉｎｉｍｉｓｅ３３１
ｍｉｎｉｍｕｍ１２７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３３１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３３１
ｍｉｎｏｒ１２７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３３１
ｍｉｎｕｓ３３１
ｍｉｎｕｔｅ３３１
ｍｉｒａｃｌｅ３３９
ｍｉｒｒｏｒ３３９
ｍｉｓｃｈｉｅｆ３３９
ｍｉｓｅｒａｂｌｅ１３５
ｍｉｓｅｒｙ１３６
ｍｉｓｆｏｒｔｕｎｅ３３９
ｍｉｓｌｅａｄ１３６
ｍｉｓｓ３４０
ｍｉｓｓｉｌｅ３４０
ｍｉｓｓｉｎｇ１３６
ｍｉｓｓｉｏｎ１３６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３４０
ｍｉｓｔ３４６
ｍｉｓｔａｋｅ３４６
ｍｉｓｔｒｅｓｓ３４６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３４６
ｍｉｘ３４６
ｍｉｘｔｕｒｅ１３６
ｍｏａｎ３５３
ｍｏｂ３５３
ｍｏｂｉｌｅ１４２
ｍｏｂｉｌｉｚｅ／
ｍｏｂｉｌｉｓｅ３５３
ｍｏｃｋ１４２
ｍｏｄｅ１４３

ｍｏｄｅｌ１４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１４３
ｍｏｄｅｒｎ３５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３５３
ｍｏｄｅｓｔ３５３
ｍｏｄｉｆｙ１５７
ｍｏｄｕｌｅ３５３
ｍｏｉｓｔ３６１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３６１
ｍｏｌｄ／ｍｏｕｌｄ１５８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３６１
ｍｏｍｅｎｔ４０８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３６１
ｍｏｎａｒｃｈ３６１
Ｍｏｎｄａｙ４０８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３６１
ｍｏｎｅｙ４０８
ｍｏｎｉｔｏｒ３６１
ｍｏｎｋｅｙ４０８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１５８
ｍｏｎｏｔｏｎｏｕｓ１５８
ｍｏｎｓｔｅｒ３６１
ｍｏｎｔｈ４０８
ｍｏｎｔｈｌｙ３６１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３６２
ｍｏｏｄ１５８
ｍｏｏｎ４０８
ｍｏｒａｌ１６６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１６６
ｍｏｒｅ４０５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１６７
ｍｏｒｎｉｎｇ４０８
ｍｏｒｔａｌ３７４
ｍｏｒｔｇａｇｅ３７４
ｍｏｓａｉｃ３７４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４０５
ｍｏｓｓ３７４
ｍｏｓｔ４０８
ｍｏｓｔｌｙ１６７
ｍｏｔｅｌ４０８
ｍｏｔｈｅｒ４０８
ｍｏｔｉｏｎ１７５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３７４
ｍｏｔｉｖｅ１７６
ｍｏｔｏｒ３７４
ｍｏｕｎｔ１８１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４０５
ｍｏｕｒｎ３７４
ｍｏｕｓｅ４０５
ｍｏｕｔｈ４０８
ｍｏｖｅ３７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４０５
ｍｏｖｉｅ４０５
ｍｕｃｈ３９７
ｍｕｄ３９７
ｍｕｇ３９７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１８１
ｍｕｌｔｉｐｌｙ１８１
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ｅ１８２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１９７
ｍｕｒｄｅｒ３９７
ｍｕｒｍｕｒ３９７
ｍｕｓｃｌｅ３９７
ｍｕｓｃｕｌａｒ３９７
ｍｕｓｅｕｍ４０５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４０５
ｍｕｓｉｃ４０８
ｍｕｓｉｃａｌ３９３
ｍｕｓｉｃｉａｎ３９３
ｍｕｓｔ４０８
ｍｕｔｅ３９４
ｍｕｔｔｅｒ３９４
ｍｕｔｔｏｎ３９４
ｍｕｔｕａｌ１９７

ｍｙ４０８
ｍｙｓｅｌｆ４０８
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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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ｄ４０９
ｒｅａｄｅｒ２５９
ｒｅａｄｉｌｙ２５９
ｒｅａｄｉｎｇ２５９
ｒｅａｄｙ４０９
ｒｅａｌ４０６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６８

ｒｅａｌｉｔｙ６８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ｒｅａｌｉｓｅ６９
ｒｅａｌｌｙ４０６
ｒｅａｌｍ２５９
ｒｅａｐ２５９
ｒｅａｒ６９
ｒｅａｓｏｎ７９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７９
ｒｅａｓｓｕｒｅ２６９
ｒｅｂｅｌ２６９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２６９
ｒｅｃａｌｌ７９
ｒｅｃｅｄｅ２６９
ｒｅｃｅｉｐｔ２６９
ｒｅｃｅｉｖｅ４０９
ｒｅｃｅｎｔ２６９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２６９
ｒｅｃｉｐｅ２６９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７９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７９
ｒｅｃｉｔｅ２６９
ｒｅｃｋｌｅｓｓ２６９
ｒｅｃｋｏｎ９５
ｒｅｃｌａｉｍ９５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２６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ｓｅ９６
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２６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９６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ｅ９６
ｒｅｃｏｒｄ４０６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２６９
ｒｅｃｏｖｅｒ９６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９６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２６９
ｒｅｃｒｕｉｔ９６
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２６９
ｒｅｃｔｉｆｙ１１４
ｒｅｃｕｒ１１４
ｒｅｃｙｃｌｅ２６９
ｒｅｄ４０９
ｒｅｄｕｃｅ１２１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１２１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２７０
ｒｅｅｄ２７０
ｒｅｅｌ２７０
ｒｅｆｅｒ１２１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２１
ｒｅｆｉｎｅ２７８
ｒｅｆｌｅｃｔ１２８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２７９
ｒｅｆｏｒｍ１２８
ｒｅｆｒａｉｎ２７９
ｒｅｆｒｅｓｈ１７０
ｒｅｆｒｅｓｈｍｅｎｔ２７９
ｒｅｆｕｇｅ２７９
ｒｅｆｕｇｅｅ２７９
ｒｅｆｕｎｄ２７９
ｒｅｆｕｓａｌ２７９
ｒｅｆｕｓｅ２７９
ｒｅｆｕｔｅ１７０
ｒｅｇａｒｄ１３７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１３７
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１３７
ｒｅｇｉｍｅ２９０
ｒｅｇｉｏｎ１７０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２９０
ｒｅｇｒｅｔ４０６
ｒｅｇｕｌａｒ１７０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１７１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７１
ｒｅｈｅａｒｓａｌ２９０
ｒｅｈｅａｒｓｅ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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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ｉｇｎ１７１
ｒｅｉｎ１４４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１４４
ｒｅｊｅｃｔ１４４
ｒｅｊｏｉｃｅ１４４
ｒｅｌａｔｅ１４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１４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１４５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１４５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１４５
ｒｅｌａｘ２９８
ｒｅｌａｙ２９８
ｒｅｌｅａｓｅ１４５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１４５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１４９
ｒｅｌｉａｎｃｅ１４９
ｒｅｌｉｅｆ２９９
ｒｅｌｉｅｖｅ１４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１４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１４９
ｒｅｌｉｓｈ２９９
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１４９
ｒｅｌｙ１４９
ｒｅｍａｉｎ１６２
ｒｅｍａｉｎｄｅｒ３０６
ｒｅｍａｉｎｓ３０６
ｒｅｍａｒｋ１６２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１６２
ｒｅｍｅｄｙ１６３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１６３
ｒｅｍｉｎｄ１６３
ｒｅｍｎａｎｔ３１８
ｒｅｍｏｔｅ１６２
ｒｅｍｏｖａｌ３１８
ｒｅｍｏｖｅ１６２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３１８
ｒｅｎｄｅｒ１６３
ｒｅｎｅｗ３１８
ｒｅｎｏｖａｔｅ３１８
ｒｅｎｔ３１８
ｒｅｐａｉｒ３１８
ｒｅｐａｙ３１８
ｒｅｐｅａｔ３１８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３１８
ｒｅｐｅｌ１７１
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３１８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３１８
ｒｅｐｌａｃｅ１７１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３１８
ｒｅｐｌｙ１７１
ｒｅｐｏｒｔ３１８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３１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１７１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１７１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３２４
ｒｅｐｒｏａｃｈ３２４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３２４
ｒｅｐｔｉｌｅ３２４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３２４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３２４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３２５
ｒｅｑｕｅｓｔ１７１
ｒｅｑｕｉｒｅ１７１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１７１
ｒｅｓｃｕｅ１７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４０６
ｒｅｓｅｍｂｌａｎｃｅ３３３
ｒｅｓｅｍｂｌｅ３３３
ｒｅｓｅｎｔ１７０
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１８３
ｒｅｓｅｒｖｅ１８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３３３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３３３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１８３
ｒｅｓｉｇｎ１８３

ｒｅｓｉｓｔ１８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１８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１８３
ｒｅｓｏｌｕｔｅ３３３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３３３
ｒｅｓｏｌｖｅ１８４
ｒｅｓｏｒｔ１８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１８４
ｒｅｓｐｅｃｔ１８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１８４
ｒｅｓｐｏｎｄ１８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１８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１８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１８４
ｒｅｓｔ１９２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４０９
ｒｅｓｔｌｅｓｓ１９２
ｒｅｓｔｏｒｅ１９２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１９８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１９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１９９
ｒｅｓｕｌｔ３４０
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ｔ３４０
ｒｅｓｕｍｅ１９９
ｒｅｔａｉｌ１９９
ｒｅｔａｉｎ１９９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３４７
ｒｅｔｉｒｅ３４７
ｒｅｔｏｒｔ１９９
ｒｅｔｒｅａｔ１９９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３４８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３４８
ｒｅｔｕｒｎ４０７
ｒｅｖｅａｌ１９９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３４８
ｒｅｖｅｎｇｅ１９９
ｒｅｖｅｎｕｅ１９９
ｒｅｖｅｒｓｅ２０４
ｒｅｖｉｅｗ３４８
ｒｅｖｉｓｅ２０４
ｒｅｖｉｖｅ２０４
ｒｅｖｏｌｔ３４８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２０４
ｒｅｖｏｌｖｅ２０４
ｒｅｗａｒｄ２０４
ｒｈｙｔｈｍ２０４
ｒｉｂ３５４
ｒｉｂｂｏｎ３５４
ｒｉｃｅ４０９
ｒｉｃｈ３５４
ｒｉｄ３５４
ｒｉｄｄｌｅ３５４
ｒｉｄｅ４０９
ｒｉｄｇｅ３５４
ｒｉｄｉｃｕｌｏｕｓ３５４
ｒｉｆｌｅ４０７
ｒｉｇｈｔ４０９
ｒｉｇｉｄ２０４
ｒｉｇｏｒｏｕｓ２０４
ｒｉｍ３５４
ｒｉｎｇ４０７
ｒｉｏｔ３５４
ｒｉｐ３６７
ｒｉｐｅ３６７
ｒｉｓｅ２０５
ｒｉｓｋ２０５
ｒｉｔｕａｌ３６７
ｒｉｖａｌ２０５
ｒｉｖｅｒ４０９
ｒｏａｄ４０９
ｒｏａｒ３６８
ｒｏａｓｔ３６８
ｒｏｂ３６８
ｒｏｂｅ４０７

ｒｏｂｏｔ４０９
ｒｏｂｕｓｔ３６８
ｒｏｃｋ３６８
ｒｏｃｋｅｔ４０７
ｒｏｄ３６８
ｒｏｌｅ３６８
ｒｏｌｌ２０５
ｒｏｍａｎｃｅ３６８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３６８
ｒｏｏｆ３８６
ｒｏｏｍ４０９
ｒｏｏｔ３８６
ｒｏｐｅ３８７
ｒｏｓｅ４０７
ｒｏｔ２０５
ｒｏｔａｒｙ３８７
ｒｏｔａｔｅ３８７
ｒｏｔｔｅｎ３８７
ｒｏｕｇｈ３８７
ｒｏｕｎｄ３８７
ｒｏｕｎｄａｂｏｕｔ３８７
ｒｏｕｓｅ３８７
ｒｏｕｔｅ３９８
ｒｏｕｔｉｎｅ２０５
ｒｏｗ３９５
ｒｏｙａｌ２０５
ｒｏｙａｌｔｙ３９５
ｒｕｂ３９５
ｒｕｂｂｅｒ３９５
ｒｕｂｂｉｓｈ４０９
ｒｕｂｙ４０７
ｒｕｄｅ３９５
ｒｕｇ４０７
ｒｕｉｎ２０５
ｒｕｌｅ２７９
ｒｕｌｅｒ２７９
ｒｕｍｏｕｒ／
ｒｕｍｏｒ３９８
ｒｕｎ３９８
ｒｕｒａｌ３９８
ｒｕｓｈ３９８
ｒｕｓｔ３９９
ｒｕｔｈｌｅｓｓ３９９

Ｓ
ｓａｃｋ２１８
ｓａｃｒｅｄ１５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１５
ｓａｄ４０９
ｓａｄｄｌｅ２１９
ｓａｆｅ４０９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２１９
ｓａｆｅｔｙ２１９
ｓａｉｌ２１９
ｓａｉｌｏｒ２１９
ｓａｉｎｔ２１９
ｓａｋｅ２１９
ｓａｌａｄ２１９
ｓａｌａｒｙ２１９
ｓａｌｅ４０７
ｓａｌｅｓｍａｎ４０７
ｓａｌｔ４０７
ｓａｌｕｔｅ２１９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２１９
ｓａｍｅ４０９
ｓａｍｐｌｅ２１９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２１９
ｓａｎｄ４０７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２２０
ｓａｎｅ２２０
ｓａｒｃａｓｔｉｃ２２０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２２０
ｓａｔｉｒｅ２２８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２２８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２２８
ｓａｔｉｓｆｙ２２８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１５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４０９
ｓａｕｃｅ２２８
ｓａｕｃｅｒ２２８
ｓａｕｓａｇｅ２２８
ｓａｖａｇｅ１５
ｓａｖｅ２２８
ｓａｖｉｎｇ１５
ｓａｗ２２８
ｓａｙ４０９
ｓｃａｌｅ１５
ｓｃａｎ２２８
ｓｃａｎｄａｌ２２９
ｓｃａｒ２２９
ｓｃａｒｃｅ２２９
ｓｃａｒｃｅｌｙ２２９
ｓｃａｒｅ１６
ｓｃａｒｆ２２９
ｓｃａｔｔｅｒ１６
ｓｃｅｎｅ１６
ｓｃｅｎｅｒｙ１６
ｓｃｅｎｔ２２９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４１
ｓｃｈｅｍｅ４１
ｓｃｈｏｌａｒ２２９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２２９
ｓｃｈｏｏｌ２２９
ｓｃｉｅｎｃｅ４０７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４０７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４０７
ｓｃｉｓｓｏｒｓ２３８
ｓｃｏｌｄ２３８
ｓｃｏｐｅ５４
ｓｃｏｒｅ５４
ｓｃｏｒｎ５４
ｓｃｏｕｔ２３８
ｓｃｒａｍｂｌｅ５４
ｓｃｒａｐ２３８
ｓｃｒａｐｅ５４
ｓｃｒａｔｃｈ５４
ｓｃｒｅａｍ２３８
ｓｃｒｅｅｎ５４
ｓｃｒｅｗ２３８
ｓｃｒｉｐｔ２３８
ｓｃｒｕｔｉｎｙ２３８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２３８
ｓｅａ４０９
ｓｅａｌ２３９
ｓｅａｍ２３９
ｓｅａｒｃｈ４０７
ｓｅａｓｉｄｅ２３９
ｓｅａｓｏｎ４０９
ｓｅａｔ４０７
ｓｅｃｏｎｄ２３９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２３９
ｓｅｃｒｅｔ４０９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２３９
ｓｅｃｔｉｏｎ５５
ｓｅｃｔｏｒ５５
ｓｅｃｕｒｅ５５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５５
ｓｅｅ２３９
ｓｅｅｄ４０７
ｓｅｅｋ５５
ｓｅｅｍ４０７
ｓｅｅｍｉｎｇｌｙ２３９
ｓｅｇｍｅｎｔ５５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ｅ２３９
ｓｅｉｚｅ２３９
ｓｅｌｄｏｍ４０７
ｓｅｌｅｃｔ６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６９
ｓｅｌｆ４０７

ｓｅｌｆｉｓｈ２３９
ｓｅｌｌ４０９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２５０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２５０
ｓｅｍｉｎａｒ２５０
ｓｅｎａｔｅ２５０
ｓｅｎａｔｏｒ２５０
ｓｅｎｄ４０９
ｓｅｎｉｏｒ６９
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６９
ｓｅｎｓｅ６９
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６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６９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７０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２５０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７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４０９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７０
ｓｅｒｉａｌ２５０
ｓｅｒｉｅｓ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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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ｗ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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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考词　

Ｕｎｉｔ１
本单元重点词根词缀预览

□－ａｌ（形容词后缀）□ ｃａｌｃｕｌ（计算）　　　□－ａｔｅ（动词和名称后缀）
□ ｃａｍｐ（营地） □－ａｉｇｎ（名词后缀） □ ｂａｔ（打，击）
□－ｃｅｉｖｅ（拿） □ ｆａｓｃｉｎ（迷住） □ ｄｅ－（去掉，变坏，离开，变慢，向下）

ａｂａｎｄｏｎ［ｂｎｄｎ］ｖｔ．【记】ａ（一条）
＋ｂａｎｄ（带子）＋ｏｎ（在……上面）→一条
带子被扔在地上。【义】抛弃，遗弃；放弃

ａｂｉｄｅ［ｂａｉｄ］ｖ．（ａｂｉｄｅｄ／ａｂｏｄｅ，ａｂｉ
ｄｅｄ／ａｂｏｄｅ）【记】把字母序“ａｂｃｄｅ”中的
“ｃ”换成“ｉ”就是容忍（ａｂｉｄｅ）。【义】容
忍，忍受；遵守，忠于；逗留，居住

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ｉｌｉｔｉ］ｎ．能力，智能；才能，才干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ｂｎｍｌ］ａｄｊ．【记】ａｂ（ｎｏ
不）＋ｎｏｒｍ（标准）＋ａｌ（形容词后缀）→
不标准的。【义】反常的，异常的，变态的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ｂｋｒａｕｎｄ］ｎ．【记】ｂａｃｋ
（后面的）＋ｇｒｏｕｎｄ（范围）→背景。【义】
背景，底色（ｃ）；背景情况（ｃ／ｕ）；个人背
景资料（学历、资历等）（ｃ）
ｂａｉｔ［ｂｅｉｔ］【记】放诱饵（ｂａｉｔ）等待
（ｗａｉｔ）鱼上钩。①ｖ．（在鱼钩上、陷阱中
等）放诱饵 ②ｎ．饵，诱惑物
ｂａｌａｎｃｅ［ｂｌｎｓ］①ｖ．（使）平衡 ②ｎ．

天平，秤（ｃ）；平衡，均衡（ｕ）；差额，结余，
余款（ｃ）
ｂａｌｌｏｔ［ｂｌｔ］①ｎ．（无记名）投票，票
数 ②ｖ．投票
ｂａｎ［ｂｎ］①ｖｔ．（官方明令）禁止，取
缔 ②ｎ．禁止，禁令
ｂａｎｇ［ｂ］【记】音“砰”→发出砰的一
声，巨响 ①ｎ．（突发的）巨响；猛击，猛撞 ②
ｖ．发出砰的一声；（砰砰）猛击，猛撞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ｋｌｋｊｕｌｅｉｔ］ｖ．【记】ｃａｌｃｕｌ
（计算）＋ａｔｅ（动词后缀，做……）→计
算。【义】计算，推算；估计，推测；［常用

被动语态，后接不定式］计划，打算

ｃａｌｌ［ｋｌ］ｖ．喊，叫；打电话；把……叫
做，称呼，称为

ｃａｌｍ［ｋｍ］①ａｄｊ．（天气、海洋等）静
的，平静的；镇静的，沉着的 ②ｎ．平静，风
平浪静 ③ｖ．使平静；使镇静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ｋｍｐｅｉｎ］ｎ．／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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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地）＋ａｉｇｎ（名词后缀）→战役。【义】
战役；（参加）运动，竞选活动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ｋｎｄｉｄｅｉｔ］ｎ．【记】ｃａｎ
（能）＋ｄｉｄ（做）＋ａｔｅ（名词后缀表示人）
→有能力做事情的人才会被选为→侯选
人。【义】候选人，候补者；报考者，考生

ｄａｔａ［ｄｅｉｔ］ｎ．数据，资料（ｃ）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ｄｅｉｔｂｅｉｓ］ｎ．【记】ｄａｔａ（数
据，资料）＋ｂａｓｅ（基础，根据地，基地）→
数据库。【义】数据库

ｄａｔｅ［ｄｅｉｔ］①ｎ．日期，年代；约会；枣
②ｖ．注明……的日期；约会；鉴定年代
ｄａｚｚｌｅ［ｄｚｌ］【记】智力玩具（ｐｕｚｚｌｅ）
使人惊奇（ｄａｚｚｌｅ）①ｖｔ．（强光等）使目
眩，耀眼；使惊奇，使倾倒 ②ｎ．耀眼的光，
闪耀物；令人赞叹的东西

ｄｅｂａｔｅ［ｄｉｂｅｉｔ］【记】ｄｅ（向下，降低）＋
ｂａｔ（打）＋ｅ（发音需要）→降低打的程度→
争论。①ｎ．争论，辩论 ②ｖ．争论，辩论
ｄｅｃｅｉｖｅ［ｄｉｓｉｖ］ｖｔ．【记】ｄｅ（使变坏）
＋ｃｅｉｖｅ（ｔａｋｅ拿）→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拿
→欺骗。【义】欺骗，蒙蔽
ｄｅｃｅｎｔ［ｄｉｓｎｔ；ｄｉｓｎｔ］ａｄｊ．体面的，像
样的；正派的，合乎礼仪的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ｋｌｒｅｉｎ］ｎ．宣言，宣
布，公告，正式声明（ｃ／ｕ）；申报（单）（ｃ）
ｄｅｃｌａｒｅ［ｄｉｋｌｅ］ｖ．宣布，宣告，声明；
断言，宣称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ｉｋｎｍｉｋｌ］ａｄｊ．【记】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经济学的，经济的）＋ａｌ（形容词
后缀）→经济的。【义】节约的，节俭的，
经济的；省时间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ｋｎｍｉｋｓ］ｎ．【记】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经济学的，经济的）＋ｓ→经济学。
【义】经济学；经济原则；国家的经济状况

ｅｃｏｎｏｍｉｚ（ｓ）ｅ［ｉｋｎｍａｉｚ］ｖ．节约，节

省（金钱、时间、资源等）

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ｋｎｍｉ］ｎ．节约，节省（金
钱、时间、资源等）（ｃ／ｕ）；（国家的）经济
管理；经济制度（ｃ）
ｅｄｕｃａｔｅ［ｅｄｊｕｋｅｉｔ］ｖｔ．教育，培养，训练
ｅｆｆｅｃｔ［ｉｆｅｋｔ］①ｎ．（ｏｎ）作用，影响（ｃ／
ｕ）；结果（ｃ）；效果，效力（ｃ／ｕ）②ｖｔ．产生，
招致，实现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ｆｅｋｔｉｖ］ａｄｊ．【记】ｅｆｆｅｃｔ（效
力）＋ｉｖｅ（形容词后缀）→有效力的→有
效的。【义】有效的，生效的，得力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ｆｉｎｓｉ］ｎ．效率，功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ｎｔ］ａｄｊ．有效的，效率高
的；能胜任的

ｅｆｆｏｒｔ［ｅｆｔ］ｎ．努力，艰难的尝试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ｆｂｒｉｋｅｉｔ］ｖｔ．【记】ｆａｂｒｉｃ（织
物，墙，地板和屋顶）＋ａｔｅ（动词后缀）→
建造屋顶→建造。【义】建造，制造；捏
造，编造（谎言、借口等）

ｆａｄｅ［ｆｅｉｄ］ｖｔ．（颜色）褪去；（声音等）
变微弱；（光等）变暗淡；逐渐消失

ｆａｉｒ［ｆ］①ａｄｊ．公平的，合理的；相当
的，尚好的；晴朗的；整齐的，清洁的 ②ｎ．
集市，交易会，博览会

ｆａｋｅ［ｆｅｉｋ］①ｎ．赝品，假消息，假动作；
骗子，冒充者 ②ａｄｊ．假的，伪造的 ③ｖ．伪
造（某物）；假装，佯装

ｆａｎｃｙ［ｆｎｓｉ］①ｎ．想像力；幻想，幻
觉；（尤指一时的）爱好，迷恋 ②ｖｔ．想像，
幻想 ③ａｄｊ．花式的，别致的
ｆａｒｅ［ｆ］①ｎ．车费，船费，飞机票价；
伙食，饮食 ②ｖ．吃，进食；进展，过活
ｆａｓｃｉｎａｔｅ［ｆｓｉｎｅｉｔ］ｖ．【记】ｆａｓｃｉｎ（迷
住）＋ａｔｅ（动词后缀）→迷住。【义】强烈
地吸引，迷住，使神魂颠倒

ｇａｌａｘｙ［ｌｋｓｉ］ｎ．星系；（ｔｈｅ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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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系）；一群（杰出或著名的人物）

ｇａｌｌｏｐ［ｌｐ］①ｎ．（马等的）飞跑，
疾驰；飞速发展 ②ｖ．飞跑，飞涨；匆匆做
（某事）

ｇａｍｂｌｅ［ｍｂｌ］①ｖ．赌博；投机；冒
险 ②ｎ．赌博；投机；冒险
ｇａｐ［ｐ］ｎ．间隙，缺口（ｃ）
ｇａｓ［ｓ］ｎ．气体（ｃ），煤气（ｕ）；汽油（ｕ）
ｇｅｎｄｅｒ［ｄｅｎｄ］ｎ．［语法］性；性别
ｇｅｎｅ［ｄｉｎ］ｎ．【记】音“基因”。【义】
基因

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ｅｎｒｌ］【记】ｇｅｎｅｒ（种类）
＋ａｌ（属于……的）→属于同一种类的→
总的。①ａｄｊ．一般的，普遍的；总的，大体
的 ②ｎ．将军
ｈａｂｉｔ［ｈｂｉｔ］ｎ．习惯，习性，脾性（ｃ）
ｈａｂｉｔａｔ［ｈｂｉｔｔ］ｎ．【记】ｈａｂｉｔ（习惯）
＋ａｔ（在）→习惯呆的地方→栖息地。
【义】（动植物的）自然环境，栖息地

ｈａｉｌ［ｈｅｉｌ］【记】收到妈妈的邮件
（ｍａｉｌ）我欢呼（ｈａｉｌ）起来。①ｖ．欢呼，喝
彩；招呼；下雹；迅而猛地落下 ②ｎ．雹，冰
雹；来得又多又猛的事物

ｈａｍｐｅｒ［ｈｍｐ］ｖｔ．妨碍，阻碍；束

缚，限制，牵制

ｈａｎｄｉｃａｐ［ｈｎｄｉｋｐ］①ｎ．障碍，不利
条件 ②ｖｔ．妨碍，使不利
ｈａｎｄｌｅ［ｈｎｄｌ］①ｎ．柄，把手，拉手 ②
ｖ．处理，对待，操纵；触，摸，抚弄
ｓｈｉｅｌｄ［ｉｌｄ］【记】保护（ｓｈｉｅｌｄ）我们
的大地（ｆｉｅｌｄ）。①ｖ．保护，保卫；庇护，掩
盖 ②ｎ．盾，保护物，防御物
ｓｈｉｆｔ［ｉｆｔ］①ｖ．转移，移动；替换，更
换，改变 ②ｎ．转移，更换，改变；班，轮班，
轮班职工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ｕｌｄ］【记】ｓｈｏｕｌｄ（应该）
＋ｅｒ（表示人）→人应该做→承担。①ｎ．
肩膀，肩部（ｃ）②ｖｔ．肩负，承担
ｓｈｏｗ［ｕ］【记】音似“秀”→作秀→
演出。①ｖｔ．呈现，显示；表明，证明 ②ｎ．
展览，展览会，演出

ｓｈｏｗｅｒ［ａｕ］①ｎ．阵雨，阵雨般的
东西；一大批，一大串；淋浴，淋浴器，淋

浴间 ②ｖ．下阵雨；阵雨般落下（或来到）
ｓｈｒｉｎｋ［ｒｉｋ］ｖｉ．（ｓｈｒａｎｋ／ｓｈｒｕｎｋ，ｓｈｒｕｎｋ）
起皱，收缩；（ｆｒｏｍ）畏缩，退缩
ｓｈｕｔｔｌｅ［ｔｌ］①ｖ．穿梭往返 ②ｎ．往
返汽车（列车、飞机）；











 梭子

Ａｄ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ｒｏａｄ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ｔｒｕｔｈ．
（Ｆｒａｎｃｅ）ＲｏｍａｎｅＲｏｌｌａｎｄ

逆境是达到真理的第一条道路。

———［法］罗曼·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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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Ｕｎｉｔ２
本单元重点词根词缀预览

□ ｒａｄｉ（光线）□ ｒａｄｉｃ（根）□ ｉｄｅｎｔ（同一的）□－ｉｔｙ（表名词，“性质，状态”）
□－ｏｕｓ（表形容词，通常放在一个完整的单词后，表示“……的”）□ ｌａｔｅｒ（边）
□ ｍａｇｎ（大） □－ｉｔｕｄｅ（表名词，“性质，状态”）□ ｍａｉｎ（ｍａｎ）（手）
□ ｐａｎ（广泛，全部）　□ ｓａｔｕｒ（充足，足够） □ －ｉｃａｌ（形容词后缀）
□－ｉｏｎ（①表名词，“动作或状态”；②表名词，“物品，状态”）

ｒａｃｉａｌ［ｒｅｉｌ］ａｄｊ．种族的
ｒａｄｉａｔｅ［ｒｅｉｄｉｅｉｔ］ｖ．【记】ｒａｄｉ（ｒａｙ光
线）＋ａｔｅ（使……）→使……发光→辐
射。【义】发出，发射出（光、热等），辐

射，发射；发散，传播显露出

ｒａｄｉｃａｌ［ｒｄｉｋｌ］ａｄｊ．【记】ｒａｄｉｃ（根）＋
ａｌ（形容词后缀）→根本的。【义】根本
的，基本的；彻底的，完全的；激进的

ｒａｇｅ［ｒｅｉｄ］ｎ．（一阵）狂怒，（一阵）
盛怒

ｉｄｅａｌ［ａｉｄｉｌ］【记】做生意（ｄｅａｌ）前加
“ｉ”才是理想的（ｉｄｅａｌ）。①ａｄｊ．理想的，
完美的；空想的，理想主义的 ②ｎ．理想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ａｉｄｅｎｔｉｋｌ］ａｄｊ．【记】ｉｄｅｎｔ（同
一的）＋ｉｃａｌ（形容词后缀）→同一的。【义】
同一的；（完全）相同的，一模一样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ａｉｄｅｎｔｉｆａｉ］ｖｔ．【记】ｉｄｅｎｔ（同
一的）＋ｉｆｙ（使……）→使一样→使等同
于。【义】认为……等同于，使等同于；识

别，鉴别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ｉｄｅｎｔｔｉ］ｎ．【记】ｉｄｅｎｔ（同一
的）＋ｉｔｙ（名词后缀）→相同性。【义】相

同性，一致（性）；本身，本体；身份

ｉｄｌｅ［ａｉｄｌ］①ａｄｊ．闲散的，闲置的，空
闲的；无根据的，无理由的；无用的，徒然

的 ②ｖ．虚度，闲荡，无所事事；使闲散
ｉｇｎｉｔｅ［ｉｎａｉｔ］ｖ．点燃，使燃烧；激起，
使激动

ｊｅａｌｏｕｓ［ｄｅｌｓ］ａｄｊ．（ｏｆ）妒忌的；猜
疑的，警惕的

ｊｏｉｎｔ［ｄｉｎｔ］①ｎ．接头，接缝，接合
处；关节 ②ａｄｊ．共同的，联合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ｎｌ］ｎ．定期刊物，杂志
（ｃ）；日志，日记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ｄｎｌｉｓｔ］ｎ．【记】ｊｏｕｒｎａｌ
（杂志）＋ｉｓｔ（表示人）→杂志社的人→记
者。【义】记者，新闻工作者

ｊｏｕｒｎｅｙ［ｄｎｉ］①ｎ．旅行，旅程（ｃ）
②ｖｉ．旅行
ｊｕｓｔｉｆｙ［ｄｓｔｉｆａｉ］ｖｔ．【记】ｊｕｓｔ（公正
的）＋ｉｆｙ（动词后缀，使……）→使成为公
正的→证明……正当。【义】证明……正
当（或有理、正确）

ｋｅｙ［ｋｉ］①ｎ．钥匙（ｃ）；（ｔｏ）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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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ｃ）；关键；键，琴键 ②ａｄｊ．主要的，关
键的 ③ｖ．（ｔｏ）使适应（用）；使和谐
ｋｎｉｔ［ｎｉｔ］ｖ．编织，编结；［常用过去分
词］使坚实，使紧密结合

ｌａｂｅｌ［ｌｅｉｂｌ］①ｎ．标签，标记，标号②ｖｔ．
（ａｓ）加标签于；把……称为，把……归类为
ｌａｇ［ｌ］ｖ．走得慢，落后，滞留；减弱，
衰退

ｌａｔｅｒａｌ［ｌｔｒｌ］ａｄｊ．【记】ｌａｔｅｒ（边）＋
ａｌ（形容词后缀，……的）→旁边的。
【义】侧面的，旁边的

ｌａｔｔｅｒ［ｌｔ］①ａｄｊ．后一半的，末了的
②ｐｒｏｎ．后者
ｌａｕｎｃｈ［ｌｎｔ］①ｖ．发射，发动；使
（船）下水 ②ｎ．发射，下水（ｕ）
ｌａｙｅｒ［ｌｅｉ］ｎ．【记】外行（ｌａｙｍａｎ）才
把种子放置（ｌａｙ）在土层（ｌａｙｅｒ）上。
【义】层，层次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ｍｎｉｔｕｄ］ｎ．【记】ｍａｇｎ
（大）＋ｉｔｕｄｅ（表示状态）→巨大，广大。
【义】巨大，广大（ｕ）；大小，数量（ｕ）；重要性
ｍａｇｎｉｆｙ［ｍｎｉｆａｉ］ｖ．【记】ｍａｇｎ（大）
＋ｉｆｙ（动词后缀，使……）→使变大→放
大。【义】放大，扩大；夸大，夸张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ｅｎｔ［ｍｎｉｆｉｓｎｔ］ａｄｊ．【记】
ｍａｇｎ（大）＋ｉｆｉｃ（做）＋ｅｎｔ（形容词后缀，
……的）→做得大大的→宏伟的，壮观
的。【义】壮观的，壮丽的，宏伟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ｍｅｉｎｔｅｉｎ］ｖｔ．【记】ｍａｉｎ
（ｍａｎ手）＋ｔａｉｎ（保持）→用手来保持→
维持。【义】维持，保持；维修，保养；赡

养，供给；坚持，主张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ｍｅｉｎｔｎｎｓ］ｎ．【记】
ｍａｉｎ（手）＋ｔｅｎ（握）＋ａｎｃｅ（名词后缀）
→握在手中→维持。【义】维持，保持
（ｕ）；维修，保养（ｕ）

ｍａｊｏｒ［ｍｅｉｄ］①ａｄｊ．（较）大的，
（较）重要的 ②ｎ．专业，主修科；专业学
生；③少校 ③ｖ．（ｉｎ）主修，专攻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ｍｄｒｔｉ］ｎ．【记】ｍａｊｏｒ
（大的）＋ｉｔｙ（名词后缀）→大多数。
【义】多数，大多数；半数以上；票数差距，

多得的票数；法定年龄；成年

ｍａｋｅ［ｍｅｉｋ］ｖｔ．做，制造；构成，组成；
成为，使成为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ｍｌｉｎｎｔ］ａｄｊ．（指人或
人的行为）恶毒的，恶意的；（指肿瘤、疾

病）恶性的，致命的

ｔｈｅｏｒｙ［ｉｒｉ］ｎ．理论，原理（ｃ）；学
说，见解，看法（ｃ）
ｔｈｅｒａｐｙ［ｅｒｐｉ］ｎ．（治）疗法，理疗
ｏｂｊｅｃｔ①［ｂｄｉｋｔ］ｎ．物体，实物；（情
感、思想和行动的）对象，客体；目的，宗

旨；［语］宾语 ②［ｂｄｅｋｔ］ｖ．（ｔｏ）反对，
不赞成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ｂｄｅｋｔｉｖ］【记】ｏｂｊｅｃｔ（客
体）＋ｉｖｅ（形容词后缀，……的）→客观
的。①ａｄｊ．客观的，如实的，无偏见的 ②
ｎ．目的，宗旨
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ｂｄｅｋｎ］ｎ．【记】ｏｂｊｅｃｔ
（反对）＋ｉｏｎ（名词后缀）→反对。【义】
反对，异议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ｂｌｉｅｉｎ］ｎ．义务，责任
ｏｂｌｉｇｅ［ｂｌａｉｄ］ｖｔ．强迫，迫使；施恩
惠于，帮……的忙；使感激

ｏｂｓｃｕｒｅ［ｂｓｋｊｕ］①ｖｔ．使变暗，遮
蔽；使变模糊，混淆 ②ａｄｊ．费解的，不分
明的；不著名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ｚｖｅｉｎ］ｎ．观察，观测，
监视（ｃ／ｕ）；（ｐｌ．）言论；观察资料或报告
ｏｂｓｅｒｖｅ［ｂｚｖ］ｖｔ．观察，注意到；遵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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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ｓｅｓｓｉｏｎ［ｂｓｅｎ］ｎ．迷住，牵挂，惦
念；萦绕于心的事物或人

ｏｂｓｏｌｅｔｅ［ｂｓｌｉｔ］ａｄｊ．废弃的，淘汰
的；过时的，陈旧的

ｏｂｔａｉｎ［ｂｔｅｉｎ］ｖｔ．获得，得到
ｐａｃｅ［ｐｅｉｓ］①ｎ．步，步速，步伐；速度，
节奏 ②ｖ．踱方步，踱步于
ｐａｃｋ［ｐｋ］①ｎ．包，包裹；（一）群，（一）
队；大量 ②ｖ．捆扎，打包；塞满，挤满
ｐａｄ［ｐｄ］①ｎ．垫，衬垫；便笺簿，拍纸
簿 ②ｖ．（用软物）填塞，填衬；拉长；虚报
ｐａｎｅｌ［ｐｎｌ］ｎ．面，板；控制板，仪表
盘；专门小组

ｐａｎｉｃ［ｐｎｉｋ］ｎ．恐慌，惊慌（ｃ／ｕ）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ｐｎｒｍ］ｎ．【记】ｐａｎ
（ｗｈｏｌｅ全部）＋ｏｒａｍａ（ｓｅｅ看）→全部看
见→全景。【义】全景，全景画，全景摄
影；概论，概述，概观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ｋｗｌｉｆｉｋｅｉｎ］ｎ．【记】
ｑｕａｌｉ（资格）＋ｆｉｃ（ｍａｋｅ使）＋ａｔｉｏｎ（名词
后缀）→资格。【义】资格，合格（ｃ／ｕ）；
限定，限制性条件（ｃ）；合格证
ｑｕａｌｉｆｙ［ｋｗｌｉｆａｉ］ｖ．【记】ｑｕａｌｉ（资格）
＋ｆｙ（动词后缀，使……）→使具有资格。
【义】使具有资格，证明合格；限制，限定，

修饰

ｑｕａｌｉｔｙ［ｋｗｌｔｉ］ｎ．质量，品级；性质，
特性；品德，品质

ｓａｃｒｅｄ［ｓｋｒｉｄ］ａｄｊ．神圣的；宗教
（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庄严的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ｓｋｒｉｆａｉｓ］①ｎ．献祭，供奉；
祭品，供品；牺牲，放弃 ②ｖ．牺牲，献出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ｓｔｒｅｉｔ］ｖｔ．【记】ｓａｔｕｒ（ｆｕｌｌ
充足）＋ａｔｅ（动词后缀，使……）→使充
满。【义】使饱和，浸透，使充满

ｓａｖａｇｅ［ｓｖｉｄ］①ａｄｊ．野蛮的，未开
化的；凶恶的，残暴的 ②ｎ．未开化的人，
野蛮人（ｃ）
ｓａｖｉｎｇ［ｓｅｉｖｉ］ｎ．节约，节俭；（ｐｌ．）储
蓄金，存款

ｓｃａｌｅ［ｓｋｅｉｌ］ｎ．刻度，标度（ｃ）；天平，
磅秤；比例尺；规模，程度；范围

ｓｃａｒｅ［ｓｋｅ］【记】她脸上的伤疤
（ｓｃａｒ）令人恐惧（ｓｃａｒｅ）。①ｖ．惊吓，恐
惧 ②ｎ．惊吓，恐惧
ｓｃａｔｔｅｒ［ｓｋｔ］ｖ．撒，撒播；（使）散布
在各处；消散，驱散

ｓｃｅｎｅ［ｓｉｎ］ｎ．景色，景象（ｃ）；舞台
（多用于比喻），（戏）一场

ｓｃｅｎｅｒｙ［ｓｉｎｒｉ］ｎ．风景（ｕ）；舞台布景
ｓｑｕｅｅｚｅ［ｓｋｗｉｚ］①ｖ．榨，挤；硬挤，硬
塞 ②ｎ．榨，挤压；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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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Ｕｎｉｔ３
本单元重点词根词缀预览

□ ｓｐａｃ（ｅ）（太空）　　　　　　□－ｉｏｕｓ（表形容词）　　　□－ｅｎｃｙ（表名词）
□－ｓｏｍｅ（表形容词） □ ｕｎｉ（单一，一个） □ ｖａｌ（有效，价值）
□ ｖａｒｉ（变化）　 　□ ｕｎ－（①表示“不，无，非，没有”；②表示“打开，解开，弄出”）
□ ｕｎｄｅｒ－（①表示“在……下”；②表示“不足，不够”；表示“副手”）

ｓｐａｃｅｓｈｉｐ［ｓｐｅｉｓｉｐ］ｎ．宇宙飞船（ｃ）
【记】ｓｐａｃｅ（太空，空间）＋ｓｈｉｐ（船）→宇
宙飞船

ｓｐａｃｉｏｕｓ［ｓｐｅｉｓ］ａｄｊ．【记】ｓｐａｃ（ｅ）
（太空）＋ｉｏｕｓ（形容词后缀）→广阔的。
【义】广阔的，大规模的；宽裕的；广博的

ｓｐａｎ［ｓｐｎ］ｎ．跨度，跨距，一段时间
ｓｐａｒｋ［ｓｐｋ］【记】孩子们在公园
（ｐａｒｋ）里看火花（ｓｐａｒｋ）。①ｎ．火花，火
星；丝毫，一点儿，极微的量 ②ｖ．发火花，
闪耀；点燃，触发，发动，激发

ｓｐａｒｋｌｅ［ｓｐｋｌ］ｖｉ．【记】ｓｐａｒｋ（火花）
ｓｐａｒｋｌｅ（闪耀）。【义】发光，闪耀；（才智
等）焕发，活跃

ｔｏｗ［ｔｕ］ｖ．拖，拉，牵引
ｔａｃｋｌｅ［ｔｋｌ］①ｎ．用具，装备；滑车，滑
轮；钓具 ②ｖ．对付，处理，解决；与……交涉
ｔａｌｅｎｔ［ｔｌｎｔ］ｎ．才能，天资，天才（ｃ／ｕ）
ｔａｍｅ［ｔｅｉｍ］【记】这个游戏（ｇａｍｅ）的
内容枯燥乏味（ｔａｍｅ）。①ａｄｊ．平淡的，枯
燥乏味的；驯化的，驯服的；温顺的 ②ｖ．
驯化，驯服；控制并利用；控制

ｔａｐ［ｔｐ］【记】磁带（ｔａｐｅ）里有窃听
（ｔａｐ）的内容。①ｎ．塞子，龙头（ｃ）；轻
扣，轻拍（ｃ）②ｖｔ．轻扣，轻敲；窃听
ｔａｒｇｅｔ［ｔｉｔ］①ｎ．目标，对象，靶子
（ｃ）②ｖｔ．把……作为目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ｅｋｎｌｄｉ］ｎ．工艺，科
技（ｃ／ｕ）
ｔｅｄｉｏｕｓ［ｔｉｄｉｓ］ａｄｊ．单调乏味的，冗
长的，令人厌倦的

ｔｅｍｐｅｒ［ｔｅｍｐ］ｎ．心情，脾气；硬度，
韧度

ｔｅｍｐｔ［ｔｅｍｐｔ］ｖｔ．引诱，诱惑；吸引，使
感兴趣

ｔｅｎｄ［ｔｅｎｄ］ｖ．趋向，倾向；易于，往往
会；照料，看护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ｔｅｎｄｎｓｉ］ｎ．【记】ｔｅｎｄ（趋
向）＋ｅｎｃｙ（名词后缀）→趋向。【义】趋
势，趋向（ｃ）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ｔｅｎｔｔｉｖ］ａｄｊ．试验（性）的，
试探（性）的，暂时（性）的，（凭）推测的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ｔｍｉｎｅｉｔ］ｖ．停止，结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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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ｓｔｉｆｙ［ｔｅｓｔｉｆａｉ］ｖ．【记】ｔｅｓｔ（证据）＋ｉｆｙ
（动词后缀，使……）→使能为证据→证实。
【义】证实，作证，证明；（ｔｏ）表明，说明
ｔｒａｃｅ［ｔｒｅｉｓ］①ｎ．痕迹，踪迹；微量，少
许 ②ｖ．追踪，跟踪；查出，找到；描绘，
草拟

ｔｒａｃｋ［ｔｒｋ］①ｎ．足迹，踪迹；小道，小
径 ②ｖ．跟踪，追踪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ｔｒｄｉｎ］ｎ．传统，惯例（ｃ／ｕ）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ｔｉｍｔ］ａｄｊ．最后的，最终
的；极点的，终极的；基本的，根本的；最

大的，最高的

ｕｎｃｏｖｅｒ［ｎｋｖ］ｖｔ．【记】ｕｎ（不）＋
ｃｏｖｅｒ（盖上）→不盖上→揭开。【义】揭
开，揭露；揭开……的盖子

ｕｎｄ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ｎｄｒｅｓｔｉｍｅｉｔ］ｖｔ．
【记】ｕｎｄｅｒ（在……之下）＋ｅｓｔｉｍａｔｅ（估
计）→在估计之下→低估。【义】低估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ｄｕ］ｖ．（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经历，遭受，忍受
ｕｎｄｅｒｌｉｅ［ｎｄｌａｉ］ｖｔ．（ｌａｙ，ｌａｉｎ；ｌｙ
ｉｎｇ）【记】ｕｎｄｅｒ（在……之下）＋ｌｉｅ（位
于）→位于……之下。【义】位于……之
下；引起，构成……的基础（或起因）

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ｎｄｌａｉｎ］ｖｔ．【记】ｕｎｄｅｒ
（在……之下）＋ｌｉｎｅ（线）→在……下划
线。【义】在……下划线；强调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ｄｔｅｉｋ］ｖｔ．（ｕｎｄｅｒｔｏｏｋ，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记】ｕｎｄｅｒ（在……之下）＋
ｔａｋｅ（拿）→拿下→接受，承担。【义】承
担，接受；着手做，从事；同意，保证；负责

ｕｎｅａｓｙ［ｎｉｚｉ］ａｄｊ．【记】ｕｎ（不）＋
ｅａｓｙ（安心的）→不安宁的，心神不宁的。
【义】心神不宁的，不安宁的；令人不安

的，不自在的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ｎｉｍｐｌｉｍｎｔ］ｎ．

【记】ｕｎ（不）＋ｅｍｐｌｏｙ（雇佣）＋ｍｅｎｔ（名
词后缀）→没有被雇佣→失业。【义】失
业，失业人数（ｕ）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ｎｉｋｓｐｅｋｔｉｄ］ａｄｊ．【记】ｕｎ
（不）＋ｅｘｐｅｃｔ（预料）＋ｅｄ（形容词后缀，
……的）→不能预测的→想不到的。
【义】想不到的，意外的

ｕｎｉｆｙ［ｊｕｎｉｆａｉ］ｖｔ．【记】ｕｎｉ（唯一）＋
ｆｙ（动词后缀，使……）→使成为唯一→
统一；使一致。【义】使成一体，统一；使

相同，使一致

ｕｎｉｏｎ［ｊｕｎｉｎ］ｎ．【记】ｕｎｉ（唯一）＋
ｏｎ→一致；合并。【义】一致，融洽（ｃ／ｕ）；
联合，合并；协会，工会，同盟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ｊｕｎｉｖｓｌ］ａｄｊ．普遍的，全
体的，通用的；宇宙的，世界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ｊｕｎｉｖｓ］ｎ．宇宙，万物（ｕ）
ｕｎｌｉｋｅｌｙ［ｎｌａｉｋｌｉ］ａｄｊ．【记】ｕｎ（不）＋
ｌｉｋｅｌｙ（可能的）→不可能的→未必的。
【义】未必的，靠不住的

ｖａｃａｎｔ［ｖｅｉｋｎｔ］ａｄｊ．【记】ｖａｃ（空出）＋
ａｎｔ（形容词后缀）→空缺的。【义】（职位、
工作等）空缺的；未被占用的；空虚的，茫

然的

ｖａｉｎ［ｖｅｉｎ］ａｄｊ．徒劳的，无效的；自负
的，爱虚荣的

ｖａｌｉｄ［ｖｌｉｄ］ａｄｊ．【记】ｖａｌ（价值）＋ｉｄ
（形容词后缀，……的）→有价值的→合
理的，有效的。【义】合理的，有效的，有

根据的；具有法律效力的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ｖｌｊｕｂｌ］【记】ｖａｌｕ（价值）＋
ａｂｌｅ（形容词后缀）→有价值的。①ａｄｊ．贵
重的，有价值的 ②ｎ．（ｐｌ．）贵重物品，财宝
ｖａｌｕｅ［ｖｌｊｕ］①ｎ．价值；价格；重要
性，益处；（ｐｌ．）价值观，标准 ②ｖｔ．估价，
评价；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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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ｎｉｓｈ［ｖｎｉ］ｖｉ．突然消失，逐渐消散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ｖｒｉｂｌ］【记】ｖａｒｉ（变化）
＋ａｂｌｅ（能……的）→能变化的→可变的。
①ａｄｊ．易变的，可变的，变量的 ②ｎ．可变
因素；变数（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ｖｒｉｅｉｎ］ｎ．【记】ｖａｒｉ（变
化）＋ａｔｉｏｎ（名词后缀）→变化。【义】变
化，变动；变种，变异

ｖａｒｉｅｔｙ［ｖｒａｉｔｉ］ｎ．【记】ｖａｒｉ（变化）
＋ｅｔｙ（名词后缀）→很多变化→多种多
样。【义】种种，多种多样；种类，品种

ｖａｒｙ［ｖｒｉ］ｖ．改变，变化
ｖａｓｅ［ｖｚ，ｖｅｉｓ］ｎ．花瓶，装饰瓶（ｃ）
ｖａｓｔ［ｖｓｔ］ａｄｊ．巨大的，辽阔的；大量
的，巨额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ｖｉｉｋｌ］ｎ．车辆，交通工具；媒
介，载体

ｗａｇｅ［ｗｅｉｄ］①ｎ．工资，报酬 ②ｖｔ．进
行，从事，开展

ｗａｋｅ［ｗｅｉｋ］ｖ．（ｗｏｋｅ／ｗａｋｅｄ，ｗｏｋｅｎ／
ｗａｋｅｄ）醒来，醒着，唤醒；觉醒，醒悟；
（使）认识到，（使）意识到；激起，唤起

ｗａｎｄｅｒ［ｗｎｄ］ｖｉ．【记】那老人能在
冰上漫步（ｗａｎｄｅｒ），我很惊讶（ｗｏｎｄｅｒ）。
【义】漫步，徘徊；迷路；走神，开小差，（神

情）恍惚；离题

ｗａｒｎ［ｗｎ］ｖ．警告，告诫
ｗａｙ［ｗｅｉ］ｎ．方法，方式；方面；方向；
道路，路线；习俗，作风

ｗｅａｒ［ｗ］ｖ．（ｗｏｒｅ，ｗｏｒｎ）穿，戴；留，
著（毛发等）

ｗｅａｒｙ［ｗｉｒｉ］【记】一件衣服穿（ｗｅａｒ）
了“ｙ”年，使人厌烦（ｗｅａｒｙ）。①ｖ．使厌烦，
使疲劳 ②ａｄｊ．疲劳的，疲倦的；使人疲劳的
ｗｅｄｇｅ［ｗｅｄ］①ｎ．楔子，三角木；楔形

物 ②ｖｔ．楔入，楔牢；挤入，插入
ｗｅｅｄ［ｗｉｄ］①ｎ．杂草，野草 ②ｖ．除
草；（ｏｕｔ）清除，淘汰
ｗｅｉｇｈ［ｗｅｉ］ｖ．称……重量，称；增加……
的重量，加过重负担于；掂量，权衡，比较

ｗｅｉｇｈｔ［ｗｅｉｔ］①ｎ．重量，分量；重（的
特性）；重要性，严重性或影响力（的程

度）②ｖｔ．在（某物）上加重量，使某物重
些；给某人加负担，使某人负重

ｗｅｉｒｄ［ｗｉｄ］①ａｄｊ．怪异的，超自然
的，神秘的，不可思议的 ②ｎ．命运，前兆
ｗｅｌｄ［ｗｅｌｄ］ｖ．焊接，煅接；（ｉｎｔｏ）使紧
密结合，使成整体

ｗｅｌｆａｒｅ［ｗｅｌｆ］ｎ．福利，幸福，好处（ｕ）
ｗｈｉｒｌ［ｗｌ］①ｖ．旋转，急转；（头）发
晕，（感觉等）变混乱 ②ｎ．回旋，旋转，急
转；眩晕，混乱

ｗｈｉｓｐｅｒ［ｗｉｓｐ］①ｖ．低语，耳语，嘀咕
②ｎ．低语，耳语，私语；传闻，谣言
ｗｈｏｌｅｓｏｍｅ［ｈｕｌｓｍ］ａｄｊ．【记】ｗｈｏｌｅ
（全部）＋ｓｏｍｅ（形容词后缀，……的）→
全部都好的→健康的。【义】健康的，有
益于健康的；显示健康的

ｙｉｅｌｄ［ｊｉｌｄ］①ｖ．生产，产生，带来；放
弃，屈服 ②ｎ．产量，收获
ｙｏｕｔｈ［ｊｕ］ｎ．青春（期）；年轻人
ｚｉｇｚａｇ［ｚｉｚ］①ａｄｊ．之字形的，锯
齿形的 ②ｎ．之字形，曲折 ③ｖ．呈之字形
移动，曲折行进

ｚｏｎｅ［ｚｕｎ］①ｎ．地带，分布带；地区，
区域 ②ｖ．分区，划分地带
ｚｏｏｍ［ｚｕｍ］【记】房间（ｒｏｏｍ）里的蚊
子发出嗡嗡声（ｚｏｏｍ）。①ｎ．飞驰，嗡嗡
声 ②ｖ．飞驰，飞快地掠过；（价格等）急
剧上涨，突然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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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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毷

　基础词　

Ｕｎｉｔ１
本单元重点词根词缀预览

□ ｃａｌｅｎｄ（每月第一天）　　　　□－ｕｒｅ（表名词）　　　　□ ｉｄｅｏ（思想，观点）
□ ｌｉｔｅｒ（文字，字母） □－ｎｅｓｓ（表名词） □ ｉｌｌｕｓ（欺骗）
□－ｗａｒｄ（形容词及副词后缀） □ ｉｌ－（放在同辅音词根前，表示“不，无”）
□－ｆｕｌ（①表形容词，“有……的”；②表名词，“满，量”）

ｂａｋｅ［ｂｅｉｋ］ｖ．【记】他假装（ｆａｋｅ）去湖
（ｌａｋｅ）边烤（ｂａｋｅ）蛋糕（ｃａｋｅ）。【义】
烤，烘，焙；烤硬，烘干，焙干

ｂａｃｈｅｌｏｒ［ｂｔｌ］ｎ．单身汉（ｃ）；（缩
Ｂ．）学士（学位）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ｂｋｗｄ］【记】ｂａｃｋ（后面
的）＋ｗａｒｄ（向……）→向后的。①ａｄｊ．向
后的，倒行的；落后的；迟钝的②ａｄｖ．向
后，朝反方向

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ｂｋｔｉｒｉｍ］ｎ．（［ｐｌ．］ｂａｃ
ｔｅｒｉａ）细菌
ｂａｄ［ｂｄ］ａｄｊ．坏的，恶的，错的；低劣的，
拙劣的；不舒服的，有病的；腐败的；严重的

ｂａｄｇｅ［ｂｄ］ｎ．徽章；标记，标识；象征
ｂａｄｌｙ［ｂｄｌｉ］ａｄｖ．【记】ｂａｄ（严重的）
＋ｌｙ（副词后缀）→严重地。【义】恶劣
地，严重地；非常

ｂａｄｍｉｎｔｏｎ［ｂｄｍｉｎｔｎ］ｎ．羽毛球（ｕ）

ｂａｇｇａｇｅ［ｂｉｄ］ｎ．行李
ａｂｄｏｍｅｎ［ｂｄｍｎ］ｎ．腹，腹部；（昆
虫、蜘蛛或甲壳类动物的）腹部

ａｂｌｅ［ｅｉｂｌ］ａｄｊ．有能力的，能干的，显
示出才华的

ａｂｏａｒｄ［ｂｄ］【记】ａ（ｏｎ在……上）
＋ｂｏａｒｄ（甲板）→在甲板上→在船上。①
ｐｒｅｐ．在（船、飞机、火车等）上 ②ａｄｖ．上
（船、飞机、火车等）

ａｂｏｕｎｄ［ｂａｕｎｄ］ｖｉ．非常多，大量存在
ａｂｏｖｅ［ｂｖ］①ｐｒｅｐ．在……上面（但
不接触）；超过，高于 ②ａｄｖ．在上面（但不
接触）；高于

ａｂｒｕｐｔ［ｂｒｐｔ］ａｄｊ．【记】ａｂ（向）＋
ｒｕｐｔ（打破）→一下子打破→突然的。
【义】突然的，意外的；陡峭的，险峻的；

（举止、言谈等）唐突的，鲁莽的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ｂｎｄｎｔ］ａｄｊ．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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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充裕的

ｃａｂ［ｋｂ］ｎ．出租马车，出租汽车，计程车
ｃａｂｉｎｅｔ［ｋｂｉｎｔ］ｎ．柜橱；内阁
ｃａｂｌｅ［ｋｅｉｂｌ］【记】电报（ｃａｂｌｅ）的内
容是一个寓言（ｆａｂｌｅ）。①ｎ．电报；电缆；
缆，索，钢丝绳 ②ｖ．拍电报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ｋｌｉｎｄ］ｎ．【记】ｃａｌｅｎｄ（每
月第一天）＋ａｒ→日历。日历，月历（ｃ）
ｃａｌｏｒｉｅ［ｋｌｒｉ］ｎ．【记】音“卡路里”。
【义】卡（路里）［热量单位］

ｃａｍｅｌ［ｋｍｌ］ｎ．骆驼
ｃａｍｐ［ｋｍｐ］①ｎ．野营，营地（ｃ）；帐
篷；阵营 ②ｖｉ．设营，宿营
ｃａｍｐｕｓ［ｋｍｐｓ］ｎ．【记】ｃａｍｐ（营
地）＋ｕｓ（我们）→我们学生的营地→校
园。【义】（大学）校园

ｄａｉｌｙ［ｄｅｉｌｉ］①ａｄｊ．每日的 ②ａｄｖ．每
日，天天 ③ｎ．日报
ｄａｉｒｙ［ｄｅｒｉ］ｎ．牛奶场，奶店
ｄａｍａｇｅ［ｄｍｉｄ］①ｖｔ．损害，毁坏
②ｎ．损害，毁坏，伤害；（ｐｌ．）损害赔偿费
ｄａｍｎ［ｄｍ］①ａｄｊ．该死的 ②ｖｔ．（指
上帝）罚（某人）入地狱受罪；严厉地批评

（某事物）；表示厌烦，愤怒等 ③ｎ．一点
点，丝毫 ④ａｄｖ．非常
ｄａｍｐ［ｄｍｐ］【记】该死的（ｄａｍｎ）水
坝（ｄａｍ）是潮湿的（ｄａｍｐ）。①ａｄｊ．有湿
气的，潮湿的 ②ｖｔ．（使）减弱，抑制
ｅａｇｅｒ［ｉ］ａｄｊ．渴望的，热切的
ｅａｒ［ｉ］ｎ．【记】我耳朵（ｅａｒ）听到
（ｈｅａｒ）附近（ｎｅａｒ）有熊（ｂｅａｒ）的声音，我
很害怕（ｆｅａｒ）。【义】耳朵（ｃ）；听力；穗
ｅａｒｎｅｓｔ［ｎｉｓｔ］ａｄｊ．认真的，诚挚的
ｅａｒｔｈ［］ｎ．地球（其前面应加 ｔｈｅ）；
泥土，土壤；陆地，大陆（ｕ）
ｅａｓｅ［ｉｚ］①ｖ．减轻；使舒适，使安心

②ｎ．容易（ｕ）；舒适，悠闲（ｕ）
ｅｂｂ［ｅｂ］①ｎ．退潮，落潮；衰退，衰落
②ｖｉ．退潮，落潮；减少，衰落，衰退
ｆａｂｌｅ［ｆｅｉｂｌ］ｎ．【记】有能力的（ａｂｌｅ）
作家喜欢创作寓言（ｆａｂｌｅ）。【义】寓言
ｆａｂｒｉｃ［ｆｂｒｉｋ］ｎ．织物（ｃ）；结构，组织
ｆａｂｕｌｏｕｓ［ｆｂｊｕｌｓ］ａｄｊ．极为巨大的；
极好的，绝妙的；寓言中的，神话的

ｆａｃｅ［ｆｅｉｓ］①ｎ．脸，面貌（ｃ）；表情；正
面，表面 ②ｖ．面临着；朝，面向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ｆｓｉｌｉｔｅｉｔ］ｖｔ．使变得（更）容
易，使便利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ｆｓｉｌｉｔｉ］ｎ．【记】ｆａｃ（ｍａｋｅ做）＋
ｉｌｉｔｙ（名词后缀）→经常去做→熟练。【义】
灵巧，熟练（ｕ）；（ｐｌ．）设备，设施（ｃ）
ｆａｃｔｏｒ［ｆｋｔ］ｎ．因素，要素（ｃ）
ｆａｃｕｌｔｙ［ｆｋｌｔｉ］ｎ．才能（ｃ）；学院，系
（ｃ）；（学院或系的）全体教学人员（ｕ）
ｆａｉｌ［ｆｅｉｌ］ｖ．【记】他破产（ｆａｉｌ）后，无力还
债，被关进了监狱（ｊａｉｌ）。【义】衰退，减弱；
破产；失败，不及格

ｆａｉｌｕｒｅ［ｆｅｉｌｊ］ｎ．【记】ｆａｉｌ（失败，不及格）
＋ｕｒｅ（名词后缀）→失败。【义】失败，不及
格（ｕ）；失败者（ｃ）；故障，失灵（ｃ／ｕ）；未能
ｇａｇｅ／ｇａｕｇｅ［ｅｉｄ］ｎ．标准尺寸，规
格；量规，量表

ｇａｉｎ［ｅｉｎ］【记】没有努力（ｐａｉｎ）就没
有收益（ｇａｉｎ）。①ｖ．获得，博得；增加；
（钟、表）走快 ②ｎ．获益；增加
ｇａｌｌｅｒｙ［ｌｒｉ］ｎ．画廊，美术馆
ｇａｎｇ［］ｎ．一帮，一群，一伙（ｃ）
ｇａｏｌ［ｄｅｉｌ］（美式英语通常作 ｊａｉｌ）
【记】球门（ｇｏａｌ）后面是监狱（ｇａｏｌ）。①
ｎ．监狱 ②ｖ．监禁某人
ｇａｒａｇｅ［ｒ］ｎ．车库，飞机库（ｃ）；
修理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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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ｒｂａｇｅ［ｂｉｄ］ｎ．【记】车库（ｇａｒ
ａｇｅ）里放“ｂ”就是垃圾（ｇａｒｂａｇｅ）。【义】
垃圾；无用信息，无聊的话

ｇａｓｐ［ｓｐ］①ｎ．喘气，喘息 ②ｖｉ．喘
息；喘着气说出（或发出）；（ｆｏｒ）渴望
ｇａｔｈｅｒ［］ｖ．【记】聚集（ｇａｔｈｅｒ）在父
亲（ｆａｔｈｅｒ）身边。【义】（使）聚集，聚拢
ｇａｙ［ｅｉ］ａｄｊ．快乐的，愉快的；同性恋的
ｇａｚｅ［ｅｉｚ］ｖ．／ｎ．凝视，注视
ｇｅａｒ［ｉ］【记】齿轮（ｇｅａｒ）很像耳朵
（ｅａｒ）。①ｎ．齿轮，传动装置，（排）档 ②ｖ．
（ｔｏ）使适应，使适合
ｈａｌｌ［ｈ］ｎ．【记】很高的（ｔａｌｌ）办公大楼
（ｈａｌｌ）。【义】礼堂，办公大楼，门厅
ｈａｌｔ［ｈｌｔ］①ｎ．（行进中的）暂停前进，
中止，终止 ②ｖ．（行进中的）暂停前进
ｈａｎｄ［ｈｎｄ］①ｎ．手（ｃ）；指针（ｃ）；人手，
职工，船员（ｃ）②ｖｔ．交给，传递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ｈｎｄｂｕｋ］ｎ．【记】ｈａｎｄ（手）
＋ｂｏｏｋ（书）→手中的书→手册。【义】手
册，指南

ｈａｎｄｆｕｌ［ｈｎｄｆｕｌ］ｎ．【记】ｈａｎｄ（手）
＋ｆｕｌ（名词后缀，“满，量”）→手能拿住
的量→一把。【义】一把（ｃ）；少数，一
小撮

ｈａｎｄｙ［ｈｎｄｉ］ａｄｊ．【记】ｈａｎｄ（手）＋ｙ
（形容词后缀）→手边的。【义】手边的，
附近的；方便的

ｈａｎｇ［ｈ］ｖ．（ｈｕｎｇ，ｈｕｎｇ）悬挂，垂
吊；（ｈａｎｇｅｄ，ｈａｎｇｅｄ）吊死，绞死
ｈａｍ［ｈｍ］ｎ．火腿
ｈａｍｍｅｒ［ｈｍ］①ｖ．锤击，敲打 ②
ｎ．铁锤，榔头（ｃ）
ｉｃｅ［ａｉｓ］①ｎ．冰（ｃ）②ｖ．使结冰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ｋｅｉｎ］ｎ．识
别，鉴别（ｕ）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ｉｄｉｌｄｉ］ｎ．【记】ｉｄｅｏ（思
想，观点）＋ｌｏｇｙ（学问，科学）→思想上
的学问→思想意识。【义】思想意识，观
念形态，思想方式

ｉｄｉｏｍ［ｉｄｉｍ］ｎ．【记】这傻瓜（ｉｄｉｏｔ）不
会说方言（ｉｄｉｏｍ）。【义】成语，习语；方言
ｉｆ［ｉｆ］ｃｏｎｊ．如果，假使；是否
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ｉｎｒｎｓ］ｎ．无知，愚昧
（ｕ）；（ｏｆ）不知道；对……一无所知
ｉｌｌ［ｉｌ］①ａｄｊ．有病的；坏的，不利的；恶
意的 ②ａｄｖ．不善良地，邪恶地
ｉ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ｅ［ｉｌｉｔｒｉｔ］ａｄｊ．【记】ｉｌ（不）＋ｌｉｔｅｒ
（文字，字母）＋ａｔｅ（形容词后缀）→不识字
的→文盲的。【义】文盲的，未受教育的
ｉｌｌｎｅｓｓ［ｉｌｎｉｓ］ｎ．【记】ｉｌｌ（有病的）＋
ｎｅｓｓ（名词后缀）→病。【义】病，疾病（ｃ）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ｉｌｕｎ］ｎ．【记】ｉｌｌｕｓ（欺骗）＋
ｉｏｎ（名词后缀）→欺骗人的东西→幻觉，错
觉。【义】幻觉，错觉；幻想中的事物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ｌｓｔｒｅｉｎ］ｎ．说明，例证
（ｃ）；插图，图解（ｃ）
ｊａｍ［ｄｍ］【记】果酱 （ｊａｍ）和火腿
（ｈａｍ）一起吃。①ｎ．阻塞，拥挤；果酱 ②
ｖｔ．使阻塞，使卡住不动
ｊａｒｇｏｎ［ｄｎ］ｎ．行话
ｊａｗ［ｄ］ｎ．颌，颚
ｊｅｔ［ｄｅｔ］①ｎ．喷气发动机，喷气式飞机
（ｃ）；喷口，喷嘴 ②ｖｉ．喷出，喷射
ｊｅｗｅｌ［ｄｕｌ］ｎ．宝石，宝石饰物
ｊｅｗｅｌｒｙ（ｌｌｅｒｙ）［ｄｕｌｒｉ］ｎ．（总称）珠宝
ｎａｔｕｒａｌ［ｎｔｒｌ］ａｄｊ．自然的，天然
的；天生的，天赐的，固有的

ｎａｔｕｒｅ［ｎｅｉｔ］ｎ．自然界，大自然；性
质，本性，天性

ｎａｕｇｈｔｙ［ｎｔｉ］ａｄｊ．不听话的，坏的，
惹麻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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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Ｕｎｉｔ２
　　　　　本单元重点词根词缀预览

□ ｐａｒｔ（部分，分开）　　　　□ ｇｒａｖ（重的）　　　　　　□ ｄｏｘ（观点）
□ ｓａｌｖ（救助） □ ａｎｉｍ（生命，精神） □ ａｇｏｎ（挣扎，斗争）
□－ｔｙ（表名词，将形容词变为名词）□ ｕｌｔｒａ－（①表示“极端”；②表示“超出，超过”）
□ ａｇ－（等加在同辅音字母的词根前，表示“一再，为了”等加强意）
□ ｐａｒａ－（①表示“半，类似，辅助”；②表示“在旁边”；表示“保护，防护”）

ｎａｉｌ［ｎｅｉｌ］【记】他在监狱（ｊａｉｌ）里钉钉
子（ｎａｉｌ）。①ｎ．钉子；指甲，爪 ②ｖｔ．把
……钉上，钉牢，钉住；使固定，使不动

ｎａｋｅｄ［ｎｅｉｋｉｄ］ａｄｊ．裸体的，无掩饰的
ｎａｍｅｌｙ［ｎｅｉｍｌｉ］ａｄｖ．即，也就是
ｎａｐ［ｎｐ］ｎ．【记】把他打盹（ｎａｐ）时的
样子拍照（ｓｎａｐ）下来。【义】小睡，打盹（ｃ）
ｎａｐｋｉｎ［ｎｐｋｉｎ］ｎ．餐巾，餐巾纸，尿布
ｋｅｅｎ［ｋｉｎ］ａｄｊ．【记】要保持（ｋｅｅｐ）敏
锐的（ｋｅｅｎ）眼光。【义】锋利的；敏锐的，
敏捷的；（ｏｎ）热心的，渴望的
ｋｅｙｂｏａｒｄ［ｋｉｂｄ］ｎ．【记】ｋｅｙ（键）
＋ｂｏａｒｄ（板）→可以按键的板→键盘。
【义】（钢琴、电脑等的）键盘

ｌａｂｏｒ／ｌａｂｏｕｒ［ｌｅｉｂ］①ｎ．工作，劳动；劳
工，劳方（总称）；分娩，阵痛 ②ｖ．劳动；苦干
ｌａｃｅ［ｌｅｉｓ］①ｎ．花边（ｕ）；带子，鞋带
（ｃ）②ｖｔ．系牢，系紧
ｌａｃｋ［ｌｋ］ｎ．／ｖｔ．缺乏，不足
ｌａｄ［ｌｄ］ｎ．【记】女士（ｌａｄｙ）带着男孩
（ｌａｄ）。【义】男孩，小伙子
ｌａｍｂ［ｌｍ］ｎ．羔羊，小羊；羔羊肉
ｌａｍｅ［ｌｅｉｍ］ａｄｊ．站不住脚的，有缺陷的

ｌａｍｐ［ｌｍｐ］ｎ．【记】有只跛的（ｌａｍｅ）
小羊（ｌａｍｂ）卧在灯（ｌａｍｐ）旁。【义】灯
ｍａｃｈｉｎｅ［ｍｉｎ］①ｎ．机器，机械（ｃ）
②ｖｔ．用机器加工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ｍｉｎｒｉ］ｎ．（总称）机
械，机器（ｕ）
ｍａｄ［ｍｄ］ａｄｊ．【记】发疯的（ｍａｄ）男人
（ｍａｎ）拿着地图（ｍａｐ）坐在地毯（ｍａｔ）上。
【义】发疯的；狂热的，着迷的；生气的

ｍａｇｉｃ［ｍｄｉｋ］ｎ．①ｎ．魔法，魔术，
戏法（ｕ）②ａｄｊ．有魔力的，魔术的
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ｔｅ［ｍｄｉｓｔｒｉｔ］ｎ．文职官员，
地方官员

ｍａｇｎｅｔ［ｍｎｉｔ］ｎ．磁铁，吸铁石；有
吸引力的人（或物）

ｍａｉｄｅｎ［ｍｅｉｄｎ］①ｎ．少女，处女 ②
ａｄｊ．未婚的，纯洁的，处女的；无经验的
ｍａｉｎ［ｍｅｉｎ］①ａｄｊ．主要的 ②ｎ．（来自
水、煤气等的）总管道，（电流的）干线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ｍｅｉｎｌｎｄ］ｎ．【记】ｍａｉｎ（主
要的）＋ｌａｎｄ（陆地）→大陆。【义】大陆
ｏａｒ［］ｎ．【记】用橡树（ｏａｋ）来制造
桨（ｏａｒ）。【义】桨，橹（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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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ａｔｈ［ｕ］ｎ．誓言，宣誓；咒骂，诅咒语
ｏｂｅｄｉｅｎｃｅ［ｂｉｄｉｎｓ］ｎ．服从，顺从
ｏｂｅｄｉｅｎｔ［ｂｉｄｉｎｔ］ａｄｊ．服（顺）从的
ｏｂｅｙ［ｂｅｉ］ｖ．服（遵）从；听由，听从摆布
ｐａｃｋａｇｅ［ｐｋｉｄ］ｎ．包装，包裹，箱
（ｃ）；一整套东西，一揽子交易
ｐａｃｔ［ｐｋｔ］ｎ．合同，契约；（盟、公、条）约
ｐａｄｄｌｅ［ｐｄｌ］①ｎ．短桨；桨状物 ②
ｖｔ．涉水；用桨划
ｐａｉｎ［ｐｅｉｎ］ｎ．（肉体上的）痛（ｃ／ｕ）；痛
苦（ｕ）；（ｐｌ．）努力，劳苦
ｐａｉｎｆｕｌ［ｐｅｉｎｆｌ］ａｄｊ．【记】ｐａｉｎ（痛苦）
＋ｆｕｌ（形容词后缀）→痛苦的。【义】疼
痛的，痛苦的

ｐａｉｎｔ［ｐｅｉｎｔ］①ｎ．油漆（ｕ）；（ｐｌ．）颜料
②ｖ．涂，涂漆；描绘，描述
ｐａｉｎｔｅｒ［ｐｅｉｎｔ］ｎ．【记】ｐａｉｎｔ（涂漆）＋ｅｒ
（名词后缀）→漆工。【义】漆工；画家
ｐａｉｒ［ｐ］①ｎ．一对，一双，一副 ②ｖ．
成对，配对

ｐａｌｅ［ｐｅｉｌ］ａｄｊ．苍（灰）白的；淡的，暗淡的
ｐａｌｍ［ｐｍ］ｎ．手掌，掌状物，棕榈（ｃ）
ｐａｍｐｈｌｅｔ［ｐｍｆｌｉｔ］ｎ．小册子（ｃ）
ｐａｎｔ［ｐｎｔ］【记】他穿着短裤（ｐａｎｔｓ）气
喘吁吁地奔跑（ｐａｎｔ）。①ｖ．气喘，气喘吁吁
地说话（或奔跑）；渴望。②ｎ．气喘，喘息
ｐａｐｅｒ［ｐｅｉｐ］①ｎ．文件；文章，论文
②ｖ．裱糊
ｐａｐｅｒｂａｃｋ［ｐｅｉｐｂｋ］ｎ．平装本，纸面本
ｐａｒａｃｈｕｔｅ［ｐｒｕｔ］【记】ｐａｒａ（类似）
＋ｃｈｕｔｅ（降落伞）→降落伞 。①ｎ．降落伞
②ｖ．跳伞
ｐａｒａｄｅ［ｐｒｅｉｄ］①ｎ．游行，检阅②ｖ．
（使）列队行进，（使）游行

ｐａｒａｄｉｓｅ［ｐｒｄａｉｓ］ｎ．天堂
ｐａｒａｄｏｘ［ｐｒｄｋｓ］ｎ．【记】ｐａｒａ（类

似）＋ｄｏｘ（观点）→隽语 。【义】似非而是
的论点（隽语）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ｐｒｍｉｔ］ｎ．【记】ｐａｒａ
（辅助）＋ｍｅｔｅｒ（计，表）→ 辅助的计量→
参数。【义】参数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ｐｒｓａｉｔ］ｎ．【记】ｐａｒａ（在旁
边）＋ｓｉｔｅ（位置）→ 依附在主人旁边的
位置上→寄生虫。【义】寄生虫（ｃ）
ｐａｒｃｅｌ［ｐｓｌ］①ｎ．包裹，邮包（ｃ）②
ｖ．（ｕｐ）打包，捆扎
ｐａｒｄｏｎ［ｐｄｎ］①ｎ．原谅，宽恕（ｃ／ｕ）；
请再说一遍 ②ｖ．原谅，宽恕，赦免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ｐｌｍｎｔ］ｎ．国会，议会
ｐａｒｔｌｙ［ｐｔｌｉ］ａｄｖ．【记】ｐａｒｔ（部分）＋
ｌｙ（副词后缀）→部分地。【义】部分地，
不完全地

ｐａｒｔｎｅｒ［ｐｔｎ］ａｄｊ．合作者，伙伴；配偶
ｐａｓｓａｇｅ［ｐｓｉｄ］ｎ．【记】ｐａｓｓ（通过）
＋ａｇｅ（名词后缀）→通过。【义】通过，经
过；通道，走廊；（一）段落，（一）节

ｐａｓｓｅｒｂｙ［ｐｓｂａｉ］ｎ．（ｐｌ．ｐａｓｓｅｒｓｂｙ）
【记】ｐａｓｓｅｒ（过路人，旅客）＋ｂｙ（经过）→过
路人，行人。【义】过路人，行人

ｐａｓｓｐｏｒｔ［ｐｓｐｔ］ｎ．【记】ｐａｓｓ（通
过）＋ｐｏｒｔ（港口）→通过港口需要→护
照。【义】护照；（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

ｓａｃｋ［ｓｋ］①ｎ．麻袋，纸袋，塑料袋；［ｔｈｅ
～］［口语］开除，解雇 ②ｖ．开除，解雇
ｓａｄｄｌｅ［ｓｄｌ］ｎ．鞍，马鞍，鞍状物（ｃ）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ｓｅｉｆｄ］【记】ｓａｆｅ（安全）
＋ｇｕａｒｄ（保护）→维护，保护。①ｖｔ．维
护，保护，捍卫 ②ｎ．防护措施，安全措施
ｓａｆｅｔｙ［ｓｅｉｆｔｉ］ｎ．【记】ｓａｆｅ（安全）＋ｔｙ（名
词后缀）→安全。【义】安全，保险（ｕ）
ｓａｉｌ［ｓｅｉｌ］【记】这次航行（ｓａｉｌ）为了递送
邮件（ｍａｉｌ）。①ｎ．帆，航行（ｃ）②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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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ｉｌｏｒ［ｓｅｉｌ］ｎ．【记】ｓａｉｌ（航行）＋ｏｒ（名
词后缀表示人）→海员。【义】水手，海员
ｓａｉｎｔ［ｓｅｉｎｔ］ｎ．圣人，圣徒（ｃ）；（Ｓａｉｎｔ
略作Ｓｔ．用于人或地名前）圣
ｓａｋｅ［ｓｅｉｋ］ｎ．缘故，理由（ｃ／ｕ）
ｓａｌａｄ［ｓｌｄ］ｎ．【记】音“色拉”。
【义】色拉，（一盘）凉拌生菜

ｓａｌａｒｙ［ｓｌｒｉ］ｎ．薪水，薪金（ｃ）
ｓａｌｕｔｅ［ｓｌｕｔ］①ｖ．敬礼；祝贺；迎接，
欢迎 ②ｎ．敬礼，祝贺；迎接，欢迎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ｓｌｖｅｉｎ］ｎ．【记】ｓａｌｖ（救助）＋
ａｔｉｏｎ（名词后缀）→救助。【义】拯救，救助；
救济品；避免损失，躲避灾难的途径或方法

ｓａｍｐｌｅ［ｓｍｐｌ］【记】丰富的（ａｍｐｌｅ）样
品（ｓａｍｐｌｅ）。①ｎ．样品，标本 ②ｖｔ．抽样试
验，抽样调查（可引申为“品尝、体验”）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ｋｎ］①ｎ．批准，同意；制
裁；认可，支持，赞许 ②ｖｔ．批准，同意，认可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ｓｎｗｉｄ］①ｎ．三明治，夹
肉面包（ｃ）②ｖｔ．夹入，挤进
ｓａｎｅ［ｓｅｉｎ］ａｄｊ．心智健全的，神志正常
的；明智的，稳健的，理智的

ｓａｒｃａｓｔｉｃ［ｓｋｓｔｉｋ］ａｄｊ．讽刺的，嘲笑的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ｔｌａｉｔ］ｎ．卫星，人造卫星
ｕｇｌｙ［ｌｉ］ａｄｊ．丑陋的；丑恶的，讨厌的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ｌｔｒｖａｉｌｔ］ａｄｊ．【记】ｕｌｔｒａ
（极端）＋ｖｉｏｌｅｔ（蓝紫色的）→紫外的。
【义】紫外（光、线）的

ｕｍｂｒｅｌｌａ［ｍｂｒｅｌ］ｎ．伞；保护伞（ｃ）
ｕｎａｎｉｍｏｕｓ［ｊｕｎｎｉｍｓ］ａｄｊ．【记】ｕｎ
（ｕｎｉ一）＋ａｎｉｍ（精神）＋ｏｕｓ（形容词后缀）
→精神一致的→一致同意的。【义】全体一
致的，一致同意的

ｖａｃａｔｉｏｎ［ｖｋｅｉｎ］ｎ．休假，假期
ｖａｃｕｕｍ［ｖｋｊｕｍ］ｎ．真空，真空吸尘器
ｖａｇｕｅ［ｖｅｉ］ａｄｊ．含（模）糊的，不明确的

ｖａｌｖｅ［ｖｌｖ］ｎ．阀；（英）电子管，真空
管（ｃ）；心脏瓣膜
ｗａｇ（ｇ）ｏｎ［ｗｎ］ｎ．运货马车，运
货车，敞篷汽车（ｃ）
ｗａｉｓｔ［ｗｅｉｓｔ］ｎ．【记】ｔｗｉｓｔ（扭动）ｗａｉｓｔ（腰
部）和ｗｒｉｓｔ（腕关节）。【义】腰，腰部（ｃ）
ｗａｋｅｎ［ｗｅｉｋｎ］ｖ．醒来，睡醒；使觉
醒，激发，引起

Ｘｒａｙ［ｅｋｓｒｅｉ］①ｎ．Ｘ射线，Ｘ射线照片
（ｃ）②ｖ．用Ｘ光线检查、治疗或拍摄
ｙａｒｄ［ｊｄ］ｎ．院子，场地；码（ｃ）
ｙａｗｎ［ｊｎ］①ｖ．打哈欠 ②ｎ．哈欠；乏
味的事情

ｙｅａｒｌｙ［ｊｌｉ］【记】ｙｅａｒ（年）＋ｌｙ（后
缀）→每年的，每年。①ａｄｊ．每年的，一年
一度的 ②ａｄｖ．每年，一年一度
ｙｅｌｌ［ｊｅｌ］ｖｉ．（ａｔ）喊，大叫
ｙｅｔ［ｊｅｔ］①ａｄｖ．尚，还，仍然 ②ｃｏｎｊ．然
而，而，但是

ｚｅａｌ［ｚｉｌ］ｎ．热心，热忱，热情
ｚｅｒｏ［ｚｉｒｕ］①ｎ．零，零点，零度（ｃ）②
ｖ．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人（某事物）上
ｚｉｐ［ｚｉｐ］①ｎ．拉链；尖啸声，嘘；精神，精
力，活力 ②ｖｔ．拉开或拉上；突进，直冲
ａｇｅｎｃｙ［ｅｉｄｎｓｉ］ｎ．【记】ａｇ（ａｃｔｉｏｎ行
动）＋ｅｎｃｙ（名词后缀表示状态）→代替行
动→代理。【义】代理（处），代办（处）
ａｇｅｎｄａ［ｄｅｎｄ］ｎ．【记】ａｇ（做）＋ｅｎｄａ
（名词后缀，表示次序）→做事情的次序→
日程。【义】议事日程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ｒｖｅｉｔ］ｖｔ．【记】ａｇ（ｔｏ为
了）＋ｇｒａｖ（ｈｅａｖｙ重的）＋ａｔｅ（动词后缀）→
加重。【义】加重，加剧，恶化

ａｇｏｎｙ［ｎｉ］ｎ．【记】ａｇｏｎ（斗争）＋ｙ
（名词后缀）→斗争会导致痛苦→痛苦。
【义】苦恼，（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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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Ｕｎｉｔ３０
本单元重点词根词缀预览

□ ｓｕｒ（上，超）　　　□ ｍｅｔｒｙ（测量）　　　□ ｐａｔｈ（感情）
□ ｒｕｒ（农村，乡村） □ ｔｕｒｎ（转，环绕） □－ｅｔｉｃ（表形容词，“属于……的”）
□ ａｔ－（等加在同辅音字母的词根前，表示“一再”等加强）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ｆｅｉｓ］ｎ．【记】ｓｕｒ（ａｂｏｖｅ上）＋
ｆａｃｅ（面）→表面。【义】表面，外表（ｃ）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ｓｐｒａｉｚ］【记】ｓｕｒ（ｏｖｅｒ超）
＋ｐｒｉｓｅ（强迫某人披露某事物）→强人所
难→使诧异，使惊异。①ｎ．诧异，惊异；
令人吃惊的事物 ②ｖ．使诧异，使惊异；突
然而出人意料地攻击

ｓｗａｌｌｏｗ［ｓｗｌｕ］①ｖ．吞，咽；忍受，
抑制；（因恐惧等）咽下口水 ②ｎ．吞，咽
ｓｗａｍｐ［ｓｗｍｐ］ｎ．沼泽，沼地（ｃ／ｕ）
ｓｗａｙ［ｓｗｅｉ］ｖ．摇摆，歪，倾斜；动摇，影
响或改变看法

ｓｗｅａｔ［ｓｗｅｔ］①ｎ．汗（ｕ）②ｖ．（ｓｗｅａｔ／
ｓｗｅａｔｅｄ，ｓｗｅａｔ／ｓｗｅａｔｅｄ）（使）出汗
ｓｗｅｅｐ［ｓｗｉｐ］ｖ．（ｓｗｅｐｔ，ｓｗｅｐｔ）打扫，
拂去；扫过，掠过

ｓｗｉｆｔ［ｓｗｉｆｔ］ａｄｊ．快速的，敏捷的
ｓｗｉｍ［ｓｗｉｍ］①ｖ．（ｓｗａｍ，ｓｗｕｍ）游泳；
眩晕；浸，泡 ②ｎ．游泳
ｓｗｉｔｃｈ［ｓｗｉｔ］①ｎ．开关，电闸（ｃ）；转
换；枝条，鞭子 ②ｖ．改变；转换
ｓｙｍｂｏｌ［ｓｉｍｂｌ］ｎ．符号，标志（ｃ）；
象征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ｓｉｍｉｔｒｉ］ｎ．【记】ｓｙｍ（相同的）

＋ｍｅｔｒｙ（ｍｅｔｅｒ测量）→两边有相同的测量
值→对称。【义】对称（性）；匀称，整齐（ｕ）
ｓｙｍｐａｔｈｅｔｉｃ［ｓｉｍｐｅｔｉｋ］ａｄｊ．【记】ｓｙｍ
（ｓａｍｅ相同的）＋ｐａｔｈ（ｆｅｅｌｉｎｇ感情）＋ｅｔｉｃ
（形容词后缀）→出于同情的。【义】出于
同情的

ｓｙｍｐａｔｈｉｚｅ（ｓｅ）［ｓｉｍｐａｉｚ］ｖ．【记】
ｓｙｍ（ｓａｍｅ相同的）＋ｐａｔｈ（ｆｅｅｌｉｎｇ感情）
＋ｉｚｅ（动词后缀，使……）→使具有相同
的感情→共鸣，同感。【义】共鸣，同感；
（ｗｉｔｈ）同情，怜悯
ｓｙｍｐｈｏｎｙ［ｓｉｍｆｎｉ］ｎ．交响乐（曲）（ｃ）
ｍｕｃｈ［ｍｔ］①ａｄｊ．许多的，大量的 ②
ａｄｖ．非常，……得多，更加 ③ｎ．许多，大量
ｍｕｄ［ｍｄ］ｎ．泥，泥浆（ｃ／ｕ）
ｍｕｇ［ｍ］①ｎ．杯子；脸，嘴 ②ｖ．给
……拍照

ｍｕｒｄｅｒ［ｍｄ］①ｖｔ．谋杀，凶杀 ②
ｎ．谋杀，凶杀（ｃ／ｕ）
ｍｕｒｍｕｒ［ｍｍ］ｖ．小声说（话）；低
声抱怨

ｍｕｓｃｌｅ［ｍｓｌ］ｎ．肌肉；体力，力气
ｍｕｓｃｕｌａｒ［ｍｓｋｊｕｌ］ａｄｊ．肌肉的，肌
肉发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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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ｓａｉｋａｉｔｒｉ］ｎ．精神病学，
精神病治疗法

ｐｕｆｆ［ｐｆ］①ｎ．一口（气），一阵（风）
（ｃ）②ｖｉ．喘气，喷气
ｐｕｌｌ［ｐｕｌ］①ｖ．拉，拖 ②ｎ．拉力，牵引力
ｐｕｌｓｅ［ｐｌｓ］ｎ．脉膊，脉冲
ｐｕｎｃｈ［ｐｎｔ］①ｎ．冲压机，冲床；穿孔
机 ②ｖｔ．冲压，穿孔
ｐｕｎｃｔｕａｌ［ｐｋｔｊｕｌ］ａｄｊ．严守时刻
的，准时的，正点的

ｐｕｎｉｓｈ［ｐｎｉ］ｖｔ．惩罚，处罚
ｐｕｐｐｅｔ［ｐｐｉｔ］ｎ．木偶，傀儡（ｃ）
ｐｕｒｅ［ｐｊｕ］ａｄｊ．纯的，纯洁的；纯理论
的，抽象的；完全的，十足的

ｐｕｒｉｆｙ［ｐｊｕｒｉｆａｉ］ｖｔ．【记】ｐｕｒ（ｅ）（纯
的）＋ｉｆｙ（动词后缀）→使纯净。【义】使
纯净，提纯

ｐｕｒｐｏｓｅ［ｐｐｓ］ｎ．目的，意图（ｃ）；
用途，效果（ｕ）
ｐｕｒｓｅ［ｐｓ］ｎ．【记】钱包（ｐｕｒｓｅ）被偷
了她开始咒骂（ｃｕｒｓｅ）小偷。【义】（女士
用的）钱包（ｃ）
ｒｏｕｔｅ［ｒｕｔ］ｎ．路线，路程（ｃ）
ｒｕｍｏｕｒ／ｒｕｍｏｒ［ｒｕｍ］ｎ．传闻，谣言
ｒｕｎ［ｒｎ］①ｖ．（ｒａｎ，ｒｕｎ）（使）跑，（使）
奔；行驶，驾驶；运转，开动；蔓延，伸展；经

营，管理；运载，运送 ②ｎ．运行，运转（ｃ）
ｒｕｒａｌ［ｒｕｒｌ］ａｄｊ．【记】ｒ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乡
村）＋ａｌ（形容词后缀）→乡村的。【义】
乡村的，农村的

ｒｕｓｈ［ｒ］①ｖ．冲，奔；急速行进，赶
紧；突袭（某人或某物）②ｎ．冲，奔；匆
忙，紧张 ③ａｄｊ．紧急的；繁忙的
ｒｕｓｔ［ｒｓｔ］①ｎ．锈，铁锈；（能力的）荒
废，荒疏 ②ｖ．生锈；（脑子等）衰退，变迟钝
ｒｕｔｈｌｅｓｓ［ｒｕｌｉｓ］ａｄｊ．无情的，残忍

的，冷酷的

ｔｒｏｌｌｅｙ／ｔｒｏｌｌｙ［ｔｒｌｉ］ｎ．手推车，小车
ｔｒｏｏｐ［ｔｒｕｐ］ｎ．（ｐｌ．）部队，军队（ｃ）；
（一）群，（一）队

ｔｒｏｐｉｃ［ｔｒｐｉｋ］ｎ．回归线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ｔｒｐｉｋｌ］ａｄｊ．热带的
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ｏｍｅ［ｔｒｂｌｓｍ］ａｄｊ．【记】ｔｒｏｕｂｌｅ
（麻烦）＋ｓｏｍｅ（形容词后缀）→麻烦的→令
人烦恼的。【义】令人烦恼的，讨厌的

ｔｒｕｅ［ｔｒｕ］ａｄｊ．真实的，真正的；忠实
的，忠诚的；正确的

ｔｒｕｎｋ［ｔｒｋ］ｎ．大衣箱，皮箱；树干，
躯干（ｃ）；（汽车后部的）行李箱（ｃ）
ｔｒｕｓｔ［ｔｒｓｔ］①ｖ．信任，信赖；盼望，希
望，委托 ②ｎ．信任，信赖；委托，信托
ｔｒｙ［ｔｒａｉ］ｖ．试图，努力；试用，试验；审
讯，审理

ｔｕｂｅ［ｔｊｕｂ］ｎ．管，软管，电子管，显像
管（ｃ）；地铁
ｔｕｃｋ［ｔｋ］ｖ．卷起；夹入，藏入；塞进
ｔｕｇ［ｔ］①ｖ．用力拖（或拉）②ｎ．猛
拉，牵引；拖

ｔｕｉｔｉｏｎ［ｔｊｕｉｎ］ｎ．学费（ｕ）
ｔｕｍｏｒ［ｔｊｕｍ］ｎ．瘤，肿块
ｔｕｎｎｅｌ［ｔｎｌ］ｎ．隧洞，山洞（ｃ）
ｔｕｒｂｉｎｅ［ｔｂａｉｎ］ｎ．汽轮机，涡轮机
ｔｕｒｋｅｙ［ｔｋｉ］ｎ．火鸡（肉）（ｃ／ｕ）；失
败，失败的人或事物（ｃ）
ｔｕｒｎ［ｔｎ］①ｖ．转动，旋转；翻动，翻
转；变得，变成 ②ｎ．转动，旋转；翻转，转
变；变化，转变；（依次轮流时各自的）一

次机会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ｔｎｕｖ］ｎ．【记】ｔｕｒｎ（翻
转）＋ｏｖｅｒ（超过）→翻转。【义】翻转
（物），翻倒（物）；人员调整；成交量，营

业额；（资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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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ｔｏｒ［ｔｊｕｔ］①ｎ．家庭教师，指导教
师 ②ｖ．指导，辅导
ｔｗｉｎ［ｔｗｉｎ］【记】双生子（ｔｗｉｎ）赢
（ｗｉｎ）了。①ａｄｊ．双的，成对的，孪生的
②ｎ．孪生子，双生子
ｔｗｉｎｋｌｅ［ｔｗｉｋｌ］①ｖｉ．闪烁，闪耀，闪
亮 ②ｎ．闪烁，闪耀，闪亮
ｔｙｐｅ［ｔａｉｐ］①ｎ．型，类型；铅字（ｃ）②
ｖ．打字
ｔｙｐｅｗｒｉｔｅｒ［ｔａｉｐｒａｉｔ］ｎ．【记】ｔｙｐｅ（打
字）＋ｗｒｉｔｅｒ（作者，作家）→作家用来打
字的东西→打字机。【义】打字机（ｃ）
ｔｙｐｈｏｏｎ［ｔａｉｆｕｎ］ｎ．【记】音“台风”。
【义】台风（ｃ）
ｔｙｐｉｃａｌ［ｔｉｐｉｋｌ］ａｄｊ．（ｏｆ）典型的，有代
表性

ｔｙｐｉｓｔ［ｔａｉｐｉｓｔ］ｎ．【记】ｔｙｐ（ｅ）（打字）
＋ｉｓｔ（名词后缀表示人）→打字员。【义】
打字员

ｗｒｅｎｃｈ［ｒｅｎｔ］①ｎ．扳手；猛扭，猛拉；

扭伤；（离别等的）痛苦，等待 ②ｖ．猛扭，
猛拧；使扭伤，使痛苦

ｗｒｅｔｃｈｅｄ［ｒｅｔｉｄ］ａｄｊ．可怜的，悲惨
的；肮脏的，恶劣的

ｗｒｉｎｋｌｅ［ｒｉｋｌ］①ｎ．皱，皱纹 ②ｖ．皱
起，起皱

ｗｒｉｓｔ［ｒｉｓｔ］ｎ．腕，腕部；腕关节（ｃ）
ｗｒｉｔｅ［ｒａｉｔ］ｖ．（ｗｒｏｔｅ，ｗｒｉｔｔｅｎ）写，写字，
写信，写作

ｗｒｉｔｅｒ［ｒａｉｔ］ｎ．作家，作者（ｃ）
ｗｒｉｔｉｎｇ［ｒａｉｔｉ］ｎ．写作，著作（ｕ）
ａｔｔｅｎｄａｎｔ［ｔｅｎｄｎｔ］ｎ．【记】ａｔｔｅｎｄ
（照顾）＋ａｎｔ（名词后缀表示人）→服务
员。服务员，值班员，护理人员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ｅｎｎ］ｎ．注意（力），留心
（ｕ）；立正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ｔｎｉ］ｎ．（美）律师
ａｔｔｒａｃｔ［ｔｒｋｔ］ｖ．【记】ａｔ（ｔｏ为了）＋
ｔｒａｃｔ（ｄｒａｗ吸引）→吸引，招引。【义】吸
引，招引，引起（注意等









 ）

Ｔｈｅｔｅｎｓｅｒｔｈｅｌｉｆｅｉｓ，ｔｈｅｍｏｒ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ｉｓｓｈｏｗ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Ｅｎｇｅｌｓ

生活越紧张，越能显示人的生命力。

———［德］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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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必 考 词

第一节 （Ｕｎｉｔ１——— Ｕｎｉｔ７）

练习一：词汇与搭配

１．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ｎｓａｎｄＮｅｗＥｎｇｌａｎｄｅｒｓｓｐｅａｋｔｈｅｓａｍ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ａｂｉｄｅ ｔｈｅｓａｍ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ｌａｗｓ．

２．Ａｐａｒｔｆｒｏｍｂｌｕｅｅｙｅｓ，ｂｌｏｎｄｅｈａｉｒｉｓａｌｓ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Ｓｗｅｄｉｓｈｐｅｏｐｌｅ．

３．Ａ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ｎｂｅ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ｇｅｔｔｉｎｇｏｖｅｒａｎ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ｕｃｈａｓａｒｉｖｅｒ，ａｒｏａｄｏｒｒａｉｌｗａｙｓ．

４．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ｈａｍｐｅｒｅｄａｐｅｒｓｏｎ ｄｏｉｎｇ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ｈｉｎｇ．

５．Ｍｏｎｉｃａｗａｓｕｒｇｅｎｔ ｍｅｆｏｒｆｕｒｔｈｅｒ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ｓ．

６．Ｙｏｕｃａｎｔａｋｅｔｈｅｂｏｏｋｓｗｉｔｈｙｏｕａｎｄｒｅａｄｔｈｅｍ ｙｏｕｒｌｅｉｓｕｒｅ．

７．Ｈｅｗａｓｒｕ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ｐａｃｅｈｅｈａｄｌｅａｒ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ａｔｉｖｅｓ．

８．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ｈｉｓｎｅｗ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ｈｅｔｏｏｋｏｕｔａｐａｔｅｎｔ ｉｔ．

９．Ｉｃｏｕｌｄｓｃａｒｃｅｌｙｋｅｅｐｐａｃｅ ｔｈｅｎｅｗ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ｉｎ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０．ＷｈｅｎＩｗａｓａｂｏｕｔｔｗｅｌｖｅ，Ｉｓｕｄｄｅｎｌ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ｇｒｅａｔｐａｓｓｉｏ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ｐｏｅｔｒｙ．

１１．Ｔｒｙｏｕｒ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ｔｈｒｅｅｃｏｕｒｓｅｍｅａｌ，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ｙｏｕｓｕｐｅｒｂｖａｌｕｅ ｍｏｎｅｙ．

１２．Ｓｕｓａｎｐｕｔａｖａｌｕｅｏｆａ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ｄｏｌｌａｒｓ ｔｈｅｎｅｃｋｌａｃｅ．

１３．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ａｌｗａｙｓｐａｉｄ ｃａｓｈｓｏ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ｅ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ｔｒａｃｋｈｉｍｄｏｗｎ．

１４．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ｗａｓｑｕｉｔｅｊｅａｌｏｕｓ Ｎａｎｃｙｓｓｕｃｃｅｓｓ．

１５．Ｔｈｅｍａｔｃｈｗａｓｃａｎｃｅｌｌｅｄｂｅｃａｕｓｅ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ｂｊｅｃｔｅｄ ｈａｖｉｎｇａｍａｔｃｈ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ｏｕｒｔ．

１６．Ｍａｒｙｉｓ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Ｆｒｅｎｃｈｎｏｖｅｌ．

１７．Ｔｈｉｓｍａｙｍｅａ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ｐｒｏｆｉｔｏｒａｔａｌｏｓｓ．

１８．Ｉｄｏｎｔｔｈｉｎｋｉｔｓｗｉｓｅｏｆｙｏｕｔｏｓｈｏｗ ｙｏｕｒｇｒｅａｔｅ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ｆｒｏｎｔｏｆ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ｆｏｒｉｔｍａｙｏｆｆｅｎｄｈｉｍ．

练习二：词汇辨析

１．Ｔｈｅｉｒ ｒｅｑｕｅｓｔｉｓｒｅｆｕｓｅｄ．

［Ａ］ａｂｒｕｐｔ　　　　　　［Ｂ］ａｂｓｕｒｄ　　　　　　［Ｃ］ａｃｕｔｅ　　　　　　［Ｄ］ａｐｔ

２．Ｈｅｓｏｏｎ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ｉｓ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ｓ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ｔｈａｔｈｅｗａｓａｍａｎｏｆ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

［Ａ］ｆｕｔｕｒｅ ［Ｂ］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３．Ｔｈｅ ｏｆｔｈｅｓｐｅｅｃｈｃｏｎｔｅｓｔｉｓｍａｄｅｕｐｏｆｆｏｕ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ａｎｄａｆａｍｏｕｓ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ｅｒ．

［Ａ］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Ｂ］ｂｏａｒｄ ［Ｃ］ｐａｎｅｌ ［Ｄ］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４．Ｗｅｈａｖｅ 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ｎｂｙｍａｎ．

［Ａ］ｃａｎｃｅｌｌｅｄ ［Ｂ］ａｂｏｌｉｓｈｅｄ ［Ｃ］ｒｅｆｕｓｅｄ ［Ｄ］ｒｅｊｅｃｔｅｄ

５．Ａｃｈｉｌｄｈａｓ ｔｒｕｓｔｉｎｉｔｓｍｏｔｈｅｒ．

［Ａ］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Ｂ］ｐｅｒｆｅｃｔ ［Ｃ］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Ｄ］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６．Ｔｈｅｓｔｏｒａｇｅｖｅｓｓｅｌｈａｓａ ｏｆ１０，０００ｌｉｔｅｒｓ．

［Ａ］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ｆａｃｕｌｔｙ

７．Ｉ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ｈａｖｅ ｔｏｖｉｓｉｔ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ｏ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Ｂ］ｏｃｃａｓｉｏｎ ［Ｃ］ｃｈａｎｃｅ ［Ｄ］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８．Ｔｈａｔｓｏｕｎｄｄｏｅｓｎｔ ｉｎｈｉ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ｏｉｔ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ｆｏｒｈｉｍｔｏ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

［Ａ］ｈａｐｐｅｎ ［Ｂ］ｔａｋｅｐｌａｃｅ ［Ｃ］ｏｃｃｕｒ ［Ｄ］ｒｕｎ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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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Ｇｅｔｔｉｎｇｕｐｉｓａｎ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

［Ａ］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ｇ ［Ｂ］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Ｃ］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Ｄ］ｅｖｅｎｔ

１０．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ｗａｓ ．

［Ａ］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Ｂ］ｄｅｓｅｒｔｅｄ ［Ｃ］ｄｉｓｃａｒｄｅｄ ［Ｄ］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１１．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ｍａｎ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

［Ａ］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Ｂ］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Ｃ］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１２．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ｉｓｃｈｉｌｄｉｓｏｎｌｙｓｉｘｔｅｅｎ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ｈｅｉｓｓｏ ｔｈａｔｈｅｈａｓｏｎ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ｄｏｌｌａｒｓ．

［Ａ］ｔｈｒｉｆｔｙ ［Ｂ］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Ｃ］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１３．Ｂｅｓｉｄｅｈｉｍｓａｔａｒｉｃｈｌａｄｙ ｗｉｔｈｊｅｗｅｌｓ．

［Ａ］ｇｌｉｔｔｅｒｉｎｇ ［Ｂ］ｆｌ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Ｃ］ｆｌａｓｈｉｎｇ ［Ｄ］ｇ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１４．Ｉｃａｕｇｈｔａ ｏｆｔｈｅｃａｒｂｅｆｏｒｅｉｔ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ｂｅｎｄ．

［Ａ］ｇｌａｎｃｅ ［Ｂ］ｇｌｉｍｐｓｅ ［Ｃ］ｇｌａｒｅ ［Ｄ］ｓｔａｒｅ

１５．ＴｈｅＴＯＥＦＬｉｓ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ｒｅｅ ，ｎａｍｅｌｙ，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Ｂ］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Ｃ］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Ｄ］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１６．Ｓｈｅｗｏｒｋｅｄｈａｒｄａｔｈｅｒｔａｓｋｂｅｆｏｒｅｓｈｅｆｅｌｔｓｕｒ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ｏｕｌｄ ｈｅｒｌｏｎｇｅｆｆｏｒｔ．

［Ａ］ｊｕｓｔｉｆｙ ［Ｂ］ｔｅｓｔｉｆｙ ［Ｃ］ｒｅｃｔｉｆｙ ［Ｄ］ｖｅｒｉｆｙ

１７．Ｔｈｅｃｒｏｗｄｓｕｄｄｅｎｌｙｂｕｒｓｔｉｎｔｏ ．

［Ａ］ｌａｕｇｈ ［Ｂ］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ｓ ［Ｃ］ｌａｕｇｈｉｎｇ ［Ｄ］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１８．Ｉｈａｄｔｏｓｔａｎｄｉｎａ ｆｏｒｈｏｕｒｓｔｏｇｅｔｔｉｃｋｅ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ｌｍ．

［Ａ］ｒｏｗ ［Ｂ］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ｏｎ ［Ｃ］ｔａｉｌ ［Ｄ］ｑｕｅｕｅ

１９．Ｍｏｓｔ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ｄｅｌｉｎｑｕｅｎｃｙｈａｖｅｆｏｃｕｓｅｄｏ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ｆｒｏｍ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ｔｈｅｆａｃｔｔｈａｔ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ｆｒ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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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Ｗｅａｌｔｈ，ｉｎｔｈｉｓｓｅｎｓｅｉｓｎｏｔｍｏｎｅｙ，ｆｏｒｗｅｄｏｎｏｔｌｉｖｅｏｎｍｏｎｅｙｂｕｔｏｎｔｈｉｎｇｓｔｈａｔｍｏｎｅｙｃａｎｂｕｙ：“ｇｏｏｄｓ”ｓｕｃｈａｓｆｏｏｄａｎｄ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ｎｄ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Ａ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ｔｏ ｗｅａｌｔｈｉ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ｍａｎ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ｍｏｓｔｏｆｗｈｉｃｈｈａｖｅ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ｏｎｅａｎｏｔｈｅｒ．Ｗｅａｌｔｈｉｓ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ｔｏａｇｒｅａｔｅｘｔｅｎｔｕｐｏｎａ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ｃｏｎｔｒｏｌ ［Ｂ］ａｓｓｅｍｂｌｅ ［Ｃ］ｙｉｅｌｄ ［Ｄ］ｂｅｎｅｆ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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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ａｔ ｔｏｆｅｗｅｒｊｏｂ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ｙｏｕｔｈａｎｄｒｉｓｉｎｇ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ａｋｅ

ｇａｉｎｆｕｌ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ｏｂｔａｉｎ．

［Ａ］ｐｏｉｎｔ ［Ｂ］ｌｅａｄ ［Ｃ］ｃｏｍｅ ［Ｄ］ａｍｏｕｎｔ

１４．Ｔｏｄａｙ，ｍｏｓｔ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ｈａｖｅｃａｎａｌｓ．Ｍａｎｙ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ａｖｅｂｕｉｌｔｃａｎａｌｓｎｅａｒｔｈｅｃｏａｓｔ，ａｎ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ｔｏｔｈｅｃｏａｓｔ．

Ｅｖｅｎｉｎ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ｇｏｏｄｓｃａｎｂｅｍｏｖｅｄｍｏｒｅｃｈｅａｐｌｙｂｙｂｏａｔｔｈａｎｂｙａｎｙｏｔｈｅｒ 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ｗａｙ ［Ｂ］ｍｅａｎｓ ［Ｃ］ｍｅｔｈｏｄ ［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练习四：语法与词汇

１．Ｔｈｅｖａｃｕｕｍｔｕｂｅ，ｉｎｖｅｎｔｅｄｎｅａｒ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ｏｕｒｃｅｎｔｕｒｙ，ｇａｖｅｕｓ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ｒａｄｉｏｗａｖｅｓ，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ｓｏｕｒｃｅｎｅｖｅｒ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ｌａｔｅｒｏｐｅｎｅｄｔｈｅｒｏａｄｆｏｒ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Ａ］ｗａｓ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Ｂ］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Ｃ］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 ［Ｄ］ｈａｓｂｅｅｎ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２．Ｐｒｏｆ．Ｌｅｅｓｂｏｏｋｗｉｌｌｓｈｏｗｙｏｕ 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ｉｎｏｔｈｅｒ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Ａ］ｔｈａｔｙｏｕｈａｖ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Ｂ］ｔｈａｔｈｏｗｙｏｕｈａｖ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Ｃ］ｈｏｗｔｈａｔｙｏｕｈａｖ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Ｄ］ｈｏｗｗｈａｔｙｏｕｈａｖ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３．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ｍｕｃｈｈｅａｄｗａｙｉｎｔｈｅｌａｓｔｆｅｗｄｅｃａｄｅｓ．

［Ａ］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ｍａｋｅ ［Ｂ］ｗｉｌｌｎｏｔｈａｖｅｍａｄｅ

［Ｃ］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ｍａｋｅ ［Ｄ］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ｈａｖｅｍａｄｅ

４．ＴｈｅＭａｙｏｒ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ｍｅｌｉｎｗｅｒｅ ｆｏｒｓｏｍｅｗａｙｏｆｒｉｄｄｉｎｇｔｈｅｔｏｗｎｏｆｒａｔｓ．

［Ａ］ａｔｔｈｅｉｒｗｉｔｓｅｎｄ ［Ｂ］ａｔｔｈｅｉｒｗｉｔｓｅｎｄ

［Ｃ］ｉｎｔｈｅｉｒｗｉｔｓｅｎｄ ［Ｄ］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ｗｉｔｓｅｎｄ

５．Ｔｈｅｒ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ｓｔｒｏｎｇ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ｔｏｔｒｙａｎｄｇｅｔ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ｇｉｖｅｕｐｓｍｏｋｉｎｇ．

［Ａ］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ｅｖｅｎｔ ［Ｃ］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Ｄ］ｏｃｃａｓｉｏｎ

６．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ａｐｅｒｓ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ｅａｔ ｆｏｏｄａｎｄｇｅｔ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ｆｒｅｓｈ ［Ｂ］ｗｈｏｌｅｓｏｍｅ ［Ｃ］ｗｅｌｌｃｏｏｋｅｄ ［Ｄ］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

７． ｉｎａｎ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ｏｆｓｉｍｐｌｅｌｉｖｉｎｇｗａｓｗｈａｔｈｅｒｐａｒｅｎｔｓｗｉｓｈｅｄｆｏｒ．

［Ａ］Ｔｈｅｇｉｒｌｗａｓ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Ｂ］Ｔｈｅｇｉｒｌ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Ｃ］Ｔｈｅｇｉｒｌｓｂｅ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Ｄ］Ｔｈｅｇｉｒｌｔｏｂｅ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８．Ｔｈｅｙｈａｄａｆｉｅｒｃｅ ａｓｔｏ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ｉｒｃｏｍｐａｎｙｓｈｏｕｌｄｒｅｓｔｏｒｅ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ｂｒｏｋｅｎｙｅａｒｓａｇｏ．

［Ａ］ｄｅｂａｔｅ ［Ｂ］ｃｌａｓｈ ［Ｃ］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Ｄ］ｃｏｎｔｅｓｔ

９．Ｍａｊ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ｒｅａｍｏｎｇｎａｔｕｒｅｓｍｏｓｔｄｅｃａｙｉｎｇｅｖｅｎｔｓ，ｃａｕｓｉｎｇａｎ ｌｏｓｓｏｆｌｉｆｅ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ｕｎｍｅｎｔｉｏｎａｂｌｅ ［Ｂ］ｕｎ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ｌｅ

［Ｃ］ｉｎｓｕｒｍｏｕｎｔａｂｌｅ ［Ｄ］ｉ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ｂｌｅ

１０．Ｍｅｒｃｕｒｙｓ ｉｓｓｏｍｕｃｈ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ｓｔｈａｔｉｔ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ｆｏｕｒ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Ｓｕｎｉｎｔｈｅｔｉｍｅｉｔ

ｔａｋｅｓ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ｏｎｅ．

［Ａ］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Ｂ］ｏｒｂｉｔ ［Ｃ］ｗｅｉｇｈｔ ［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１１．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ｗａｓ ｂｙ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ｖｉｓｉｔｏｒｓ．

［Ａ］ｃｏｎｆｕｓｅｄ ［Ｂ］ｈａｍｐｅｒｅｄ ［Ｃ］ｒｅｖｅｒｓｅｄ ［Ｄ］ｐｅｒｐｌｅｘｅｄ

Ａｎｉｄｅａｌｉｓａｋｉｎｄｏｆｐｏｗｅｒ．（Ｆｒａｎｃｅ）ＲｏｍａｎｅＲｏｌｌａｎｄ
一种理想，就是一种动力。　　　———［法］罗曼·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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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快速扫描

一、　１．ｂｙ　２．ｏｆ　３．ａｓ　４．ｆｒｏｍ　５．ｗｉｔｈ　６．ａｔ　 ７．ａｔ　 ８．ｏｎ　 ９．ｗｉｔｈ　１０．ｆｏｒ　１１．ｆｏｒ
１２．ｏｎ　１３．ｉｎ　 １４．ｏｆ　１５．ｔｏ　１６．ｗｉｔｈ　１７．ａｔ　１８．ｏｆｆ

二、　１— ５：ＢＣＣＢＣ　　６—１０：ＡＢＣＢＡ　　１１—１５：ＣＡＡＢＡ　　１６—２０：ＡＤＤＢＤ

２１— ２６：ＣＢＡＢＢＤ

三、　１— ５：ＣＢＡＡＡ　　 ６— １０：ＤＤＣＤＢ　　 １１— １４：ＢＣＢＢ

四、　１— ５：ＢＤＤＡＣ　　 ６— １１：ＢＣＡＤＡＢ

答案解析

练习一

１．ａｂｉｄｅ与ｂｙ搭配表示“遵守”。句意：加利福尼亚人和新英格兰人说同样的语言，遵守同样的联邦法律。

２．ｂ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是……的特点；是……特有的”。

３．ｄｅｆｉｎｅ．．．ａｓ表示“把……定义为”，为固定搭配。句意：桥可被定义为跨越于河流、道路或铁路等之上的建筑物。

４．ｈａｍｐｅｒｓｂ．ｆｒｏｍ ＋ｎ．（ｄｏｉｎｇ）“妨碍某人做某事”。句意：偏见有时妨碍一个人做正确的事。

５．ｂｅｕｒｇｅｎｔｗｉｔｈｓｂ．ｆｏｒｓｔｈ．“急切向某人要某物”。

６．ａｔｏｎｅｓｌｅｉｓｕｒｅ“在……有空的时候”。注意区别：ａｔｌｅｉｓｕｒｅ（作表语）“闲着”；（作状语）“从容地”。

７．ａｔｔｈｅｐａｃｅ“以那种速度”，介词ａｔ常用以表示速度、比率、价格等。

８．ｔａｋｅｏｕｔａｐａｔｅｎｔｏｎｓｔｈ．“取得一项……的专利”。另外ｈｏｌｄａｐａｔｅｎｔｏｎ“对……拥有专项权利”。句意：为了保护他的新

发明，他申请了专利。

９．ｋｅｅｐｐａｃｅｗｉｔｈ（＝ｇｏ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ａｔｅａｓ）“跟……齐步前进”。

１０．ｐａ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ｓｔｒｏｎｇｆｅｅｌｉｎｇｏｒ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对……的热爱、热情”。

１１．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ｍｏｎｅｙ表示“货真价实”，为固定搭配。

１２．ｐｕｔａｖａｌｕｅ．．．ｏｎ“对……的估价”，为固定搭配。ｖａｌｕｅ是指所估计东西的价值或价格。句意：苏珊对这串项链估价为

１０００美元。

１３．ｐａｙｉｎｃａｓｈ“用、以现金付款”。句意：罪犯总是用现金付款，因此警察无法追捕到他。注意：“用支票付款”是 ｐａｙｂｙ

ｃｈｅｃｋ。试比较：Ｈｅｐａｉｄ２，０００ｐｏｕｎｄｓｉｎｃａｓｈ．他用现金付了２０００镑。ＭａｙＩｐａｙｉｎＵＳｄｏｌｌａｒｓ？我可以用美元付款吗？

Ｙｏｕｃａｎｐａｙｂｙｃｈｅｃｋｏｒｂｙｃｒｅｄｉｔｃａｒｄ．你可以用支票或信用卡付款。

１４．ｂｅｊｅａｌｏｕｓｏｆ表示“妒忌……”，为固定搭配。

１５．句中ｏｂｊｅｃｔ表示“反对，不赞成”，ｔｏ是介词，后接名词或动名词。句意：因为大部分成员反对在不符合标准的球场上比

赛，比赛被取消了。

１６．ｂｅｏｃｃｕｐｉｅｄｗｉｔｈ，ｂｅｅｎｇａｇｅｄｉｎ和ｂｅｂｕｓｙｗｉｔｈｓｔｈ．／ｉｎｄｏｉｎｇｓｔｈ．都指忙于某事。句意：玛丽正忙于翻译一本法语小说。

１７．ａｔａｐｒｏｆｉｔ“营利”。

１８．ｓｈｏｗｏｆｆ“炫耀；卖弄”。ｓｈｏｗ的其他搭配：ｓｈｏｗｕｐ“显眼；易见；揭露真相”；ｓｈｏｗｓｂ．ｉｎ／ｏｕｔ“引领某人进入／离开

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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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二

１．句意：他们的荒谬要求被拒绝了。根据句意，应该选择一个 ｓｅｎｓｉｂｌｅ（明智的）反义词，因此，ａｂｓｕｒｄ（荒唐的，荒谬的，愚

蠢的）正合要求。［Ａ］ａｂｒｕｐｔ“（举止言谈等）唐突的，鲁莽的；突然的”，［Ｃ］ａｃｕｔｅ“尖锐的，敏感的；剧烈的；严重的”，

［Ｄ］ａｐｔ“恰当的，适当的，聪明的”。

２．句意：他很快就得到了提升，因为他的上司们意识到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Ａ］ｆｕｔｕｒｅ首先是不与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大量

的）搭配，其次，一个有前途的人可译为ａｍａｎｗｉｔｈａｆｕｔｕｒｅ。［Ｂ］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可能性）不能跟在 ｏｆ后面修饰人，但可以

说：Ｈｅｈａｓｆｕｔｕｒ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他大有前途。［Ｄ］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机会）也不跟在ｏｆ后面作后置定语修饰人。只有ａｂｉｌｉｔｙ可

以这样用。

３．ｐａｎｅｌ通常是负有专门使命的小组，用于本句最准确。［Ａ］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是指一批人中推选出的管理委员会；［Ｂ］ｂｏａｒｄ多

指有控制权的人组成的委员会，如：ｔｈｅｂｏａｒｄ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Ｄ］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是抽象的领导集团。

４．句意：我们已经废除了人剥削人的制度。［Ｂ］ａｂｏｌｉｓｈ和 ［Ａ］ｃａｎｃｅｌ都有“取消”的意思：ａｂｏｌｉｓｈ强调废除，如制度、做

法、风俗等；ｃａｎｃｅｌ多指取消已安排或决定的计划、会议等，如：Ｔｈｅｍｅｅｔｉｎｇｈａｓｂｅｅｎｃａｎｃｅｌｌｅｄ．［Ｃ］ｒｅｆｕｓｅ“拒绝（请求或

提供）”，如：ｒｅｆｕｓｅａｎｉｎ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ｕｓｅａｇｉｆｔ；［Ｄ］ｒｅｊｅｃｔ与ｒｅｆｕｓｅ意思一样，但语气更强。

５．ａｂｓｏｌｕｔｅ指事物完全，不掺杂别的成分，绝对真实，只做定语，语义很强；［Ａ］ｃｏｍｐｌｅｔｅ着重强调事物各部分都齐备无缺；

［Ｂ］ｐｅｒｆｅｃｔ指人或事完美无缺，一般作褒义，如作贬义时，指事物完全不好；［Ｄ］ｔｈｏｒｏｕｇｈ指各个方面都很完美或完善，

尽善尽美。

６．ｃａｐａｃｉｔｙ指生产能力或容纳能力。［Ｂ］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用于人指智力方面的潜在能力，用于物指可能性或适应性；［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指人可通过学习来获得做好事的能力；［Ｄ］ｆａｃｕｌｔｙ指人在某方面的特殊能力。

７．ｏｃｃａｓｉｏｎ“时机，机会”，含有原因的意思，符合句意。［Ａ］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良机，机会”，指某一特定时机，有利于做某事以实

现某种抱负与愿望等；［Ｃ］ｃｈａｎｃｅ“机会，运气”，指无法解释的天意或命运所安排的时机，强调偶然性；［Ｄ］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可能（性），可能的事”。

８．ｏｃｃｕｒ除“发生”的意义外，还有“存在，出现”的意思，相当于英语中的ｅｘｉｓｔ，ｂｅｆｏｕｎｄ，这个词义是ｈａｐｐｅｎ和ｔａｋｅｐｌａｃｅ所

没有的。如果指“发生”，这几个词有如下区别：［Ａ］ｈａｐｐｅｎ指事先无计划、偶然地发生；［Ｂ］ｔａｋｅｐｌａｃｅ常指事先安排、

计划的事情；［Ｃ］ｏｃｃｕｒ指发生时，有计划无计划都行。

９．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可指意外或计划中发生的事件、事情，也可指普通家庭中的事情。［Ａ］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ｇ往往指偶然或未能预见而

发生的事件、事情；［Ｃ］ｉｎｃｉｄｅｎｔ常指附随于重要事件的小事件或不太重要的事；［Ｄ］ｅｖｅｎｔ尤其指重大事件、事情。

１０．ａｂａｎｄｏｎ指因外界压力和影响而放弃自己负有责任或感兴趣的东西。放弃一个项目，通常用 ａｂａｎｄｏｎ，亦可用词组 ｇｉｖｅ

ｕｐ；［Ｃ］ｄｉｓｃａｒｄ往往是抛弃一样具体的东西，如废纸等；［Ｂ］ｄｅｓｅｒｔ表示抛弃自己的天职或应尽的义务，通过离开的方

式而抛弃，也就是说，不是把物扔掉，而是人走掉；［Ｄ］ｅｘｃｌｕｄｅ“排除”。

１１．ｅｌｅｍｅｎｔ表示“成分”，通常指一个整体中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或内在固有的成分。它所强调的常常是一个复杂的整体

中简单的或者基本的成分。［Ｂ］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虽也表示“成分”，但主要指混合在某个整体中，没有发生变化的物质，也指

在一个有机整体中那些熔融和改变了形态的部分。

１２．ｔｈｒｉｆｔｙ“节俭的，节约的”，只强调人在其花费上节俭。［Ｂ］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则强调精明的管理，充分利用钱、物等而无浪费，

用法比ｔｈｒｉｆｔｙ更广。

１３．ｇｌｉｔｔｅｒ“闪烁、闪光”，如珠宝、钻石等发出的闪闪冷光。［Ｄ］ｇｌｉｓｔｅｎ“闪光”，尤指泪珠、汗珠、露珠等发出的闪光；［Ｂ］

ｆｌｉｃｋｅｒ“（光）闪烁，忽隐忽现，摇曳”；（引申义）“希望”闪现；［Ｃ］ｆｌａｓｈ“（尤指强光）闪光”，如闪电，汽车灯的闪光，也可

指星光或远处灯塔的闪光。

１４．［Ａ］ｇｌａｎｃｅ与［Ｂ］ｇｌｉｍｐｓｅ的区别正类同于 ｌｏｏｋ与 ｓｅｅ（名词 ｓｉｇｈｔ）；ｇｌａｎｃｅ指有意识的“一瞥”；ｇｌｉｍｐｓｅ指无意识“瞥

见”。［Ｄ］ｓｔａｒｅ与［Ｃ］ｇｌａｒｅ的区别：ｓｔａｒｅ表示“睁大眼睛看”；ｇｌａｒｅ＝ｓｔａｒｅａｎｇｒｉｌｙ。

１５．ｓｅｃｔｉｏｎ指通过或似乎通过切割或分离而形成的部分，如指书、文章或城市等的某一部分。句意：托福试题分为三部分，

即听力、结构及阅读。［Ｂ］ｆｒａｇｍｅｎｔ“碎片，碎块”，指经过破碎而与整体分离的部分，指随便的一点点、一小片，特别是

残屑碎片中的一小片；［Ｃ］ｆｒａｃｔｉｏｎ“小部分，碎片”，亦指经过破碎而与整体分离的部分，常表示可略去不计的微不足道

的部分；［Ｄ］ｐｏｒｔｉｏｎ“一部分，一份”，指在某物中所占的份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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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ｊｕｓｔｉｆｙ“表明或证明（某人／某事）是正当的，有理的或公正的”。句中 ｊｕｓｔｉｆｙｈｅｒｌｏｎｇｅｆｆｏｒｔ意为证明她的长期努力是对

的。［Ｂ］ｔｅｓｔｉｆｙ“作证”；［Ｃ］ｒｅｃｔｉｆｙ“纠正，校正”；［Ｄ］ｖｅｒｉｆｙ“证明，证实”。

１７．ｌａｕｇｈ是可数名词，ｌａｕｇｈｔｅｒ是不可数名词。另外，ｂｕｒｓｔｉｎｔｏ＋ｎ．＝ｂｕｒｓｔｏｕｔｄｏｉｎｇ：ｂｕｒｓｔｉｎｔｏ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ｂｕｒｓｔｏｕｔｌａｕｇｈｉｎｇ。

１８．ｑｕｅｕｅ通常指人、车辆等排队等候的意思。句意：为了买票看这部电影，我不得不排队等上几个小时。［Ａ］ｒｏｗ“排，

行”，指人或物有规则地排列着；［Ｂ］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ｏｎ“队伍，行列”。

１９．前半句 Ｍｏｓｔ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ｄｅｌｉｎｑｕｅｎｃｙｈａｖｅｆｏｃｕｓｅｄｏ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ｆｒｏｍ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ｆａｍｉｌｉｅｓ和后半句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ｆｒｏｍ

ｗｅａｌｔｈｙｈｏｍｅｓａｌｓｏｃｏｍｍｉｔｃｒｉｍｅｓ有对比关系，因此要选与ｆｏｃｕｓ相反的词语，ｉｇｎｏｒｉｎｇ最贴切，故选［Ｂ］。

２０．ｅｍｂａｒｋ“着手；从事”，常与ｏｎ（ｕｐｏｎ）连用。句意；在从事这项危险工程之前，我得考虑考虑。［Ｃ］ｂｅｇｉｎ，［Ｂ］ｓｔａｒｔ和

［Ａ］ｃｏｍｍｅｎｃｅ都与“开始”之意。ｂｅｇｉｎ为一般用语，ｃｏｍｍｅｎｃｅ正式用语，指某一正式行动之开始。ｓｔａｒｔ则着重于做某

件事的第一步，三个词都可跟不定式和动名词。

２１．ｓｃｏｐｅ指在某一范围内的回旋余地，即本句所用的，某一题目所涉及的范围。［Ａ］ｓｃａｌｅ指规模之大小；［Ｂ］ｅｘｔｅｎｔ指能

延伸到的范围、程度；［Ｄ］ｒａｎｇｅ指在某个限度之内的范围。

２２．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用法较为正式。［Ａ］ｆｉｎｉｓｈ“结束，完毕，完成”，用ｆｉｎｉｓｈｗｉｔｈ时主语应为ｓｂ．，如：Ｈｅｄｉｄｎｔ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ｔｉｍｅ．［Ｃ］

ｃｅａｓｅ“结束，停止”，一般强调某种状态、条件或存在的暂时中断、停止，如：Ｍｙｊｏｙｓｗｉｌｌｎｅｖｅｒｃｅａｓｅ．［Ｄ］ｓｔｏｐ“使停止，

把……停下来”，指运动、行为或进展的暂时中断，停止，如：Ｓｔｏｐｔｈｅｂｕｓ．Ｉｗａｎｔｔｏｇｅｔｏｆｆ．

２３．句意：他是这个案子中唯一可以作证的人，因为其他的目击证人都被神秘杀害了。ｔｅｓｔｉｆｙ意为“作证，证明”，符合题意。

［Ｂ］ｃｈａｒｇｅ指“指控”，［Ｃ］ａｃｃｕｓｅ意为“控告，指控”。［Ｄ］ｒｅｃｔｉｆｙ意为“纠正，改正”。

２４．句意：附近的男孩子们喜欢在那块空地上打篮球。［Ａ］ｖａｇｕｅ意为“模糊不清的，不明确的”，［Ｃ］ｖａｉｎ指“徒然的；虚荣

的”，［Ｄ］ｖａｌｉｄ指“正当的，有效的”。这三个词都不合题意，只有ｖａｃａｎｔ是“空着的，无人的”意思，ａｖａｃａｎｔｌｏｔ就是“空

地”。

２５．ａｂｕｎｄａｎｔ一般指数量充足，常用于人、动物、物产、雨量、资源等，含有“过多”之意。［Ａ］ｐｌｅｎｔｉｆｕｌ一般指量多，常用于食

物、收获、财产、金钱等，不能用于时间、空间、语言、思想等方面；［Ｃ］ｐｌｅｎｔｙｏｆ指数量充足而多于需要，强调富足或充裕

的状况；［Ｄ］ｍａｎｙ指很多，修饰可数名词。

２６．ｆｉｔ“健康的，强健的”，由“适合”引申而来，指因经常锻炼而使体形适中。［Ａ］ｗｅｌｌ“健康”，指身体一时的好转；［Ｂ］

ｈｅａｌｔｈｙ“健康的”，指身体无疾病；［Ｃ］ｓｏｕｎｄ比ｈｅａｌｔｈｙ更强调非常健康，没有任何疾病。

练习三

１．本句意思为“估计数字的范围大约从６０万到３００万之间”，而 ｒａｎｇｅｆｒｏｍ．．．ｔｏ．．．这一句型正是表示“在……范围之内

变化”的意思，故本题选 ［Ｃ］。［Ａ］ｃｏｖｅｒ虽然有“包含”之意，但ｃｏｖｅｒ表示“覆盖”的面积，大小，不表示范围，故排除。

［Ｄ］ｄｉｆｆｅｒ主要强调不同，而本句并未强调不同，只是强调范围，故选择ｒａｎｇｅ。

２．［Ａ］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意为“特别，尤其；详细地，细致地”；［Ｂ］ｂａｒｅｌｙ意为“ａｌｍｏｓｔｎｏｔ；ｈａｒｄｌｙ”（几乎没有）；［Ｃ］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意

为“明确地，肯定地；限定地”；［Ｄ］ｒａｒｅｌｙ意为“ｎｏｔｏｆｔｅｎ”（很少，难得），是频度副词，只能修饰动词或具有动作意味的

形容词，如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ｇｒｙ，ｌａｔｅ等，不修饰后缀为ｂｌｅ的表状态的形容词，本题的关键是ｉｎ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既然是在幕

后，就不会在前台露出，所以应该选ｂａｒｅｌｙ一词。

３．ｃａｐａｂｌｅｏｆｄｏｉｎｇ是固定搭配，意为“能够做……，有能力做……”。

４．ｃａｓｅ（事实，情况）常与介词ｉｎ连用，如：ｉｎｔｈｉｓｃａｓｅ在这种情况下。ｉｎｍａｎｙｃａｓｅｓ意为“在许多情况下”，是最佳选择。

［Ｂ］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情形，状况，条件）要与介词ｕｎｄｅｒ或ｏｎ连用；［Ｄ］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情形，环境，状况）要与ｕｎｄｅｒ搭配。［Ｃ］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展示，描述，介绍）在此讲不通。

５．ｏｎ表达“对……起作用或有影响”，要用ｅｆｆｅｃｔｏｎ这一固定搭配，故应选［Ａ］，其余选项均不正确。

６．ｉｎｔｈｉｓｆａｓｈｉｏｎ“用这种方式”。

７．注意句型：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前者……，后者……”。

８．ｄｅｌｉｖｅｒ指的是航天飞机可以将材料和机械“运入”太空进行科学实验。［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调动，转移”。

９．ｌａｂｅｌ“贴标签于”，符合文意。后一句意思是：在很小的时候，我们的物品就分成“你的、我的”，好像上面标了标签。［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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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ｇｎ“签名”；［Ｂ］ｎｏｔｅ“记录”；［Ｃ］ｉｍｐｒｅｓｓ“盖印章”。

１０．ｏｎａｇｒａｎｄｓｃａｌｅ即“大规模地”，是常用搭配。［Ａ］ｌｅｖｅｌ“水平，水准，级别”；［Ｃ］ｄｅｇｒｅｅ“等级，程度，温度”，如：ｂｙｄｅｇｒｅｅｓ渐渐

地；ｉｎｎｏｄｅｇｒｅｅ一点也不；ｉｎａｄｅｇｒｅｅ惊人地；［Ｄ］ｒａｎｇｅ“范围，系列，射程”，如：ａｃｏｕｎｔｒｙｗｉｔｈａｗｉｄ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一个

气温变化很大的国家；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ｔｈｅ￡３，０００／４，０００ｉｎｃｏｍｅｒａｎｇｅ收入在三千至四千镑之间的人。

１１．ａ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ａｌｌｋｉｎｄｓｏｆ“各种各样的”，指多样化，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是变化的东西。

１２．ｙｉｅｌｄ“制造，生产”，其他词与句意不符。

１３．这些词都可以与ｔｏ搭配，但意思和用法不同。［Ａ］ｐｏｉｎｔｔｏ意思是“指向……”；［Ｃ］ｃｏｍｅ和ｔｏ连用有两类情况：ｔｏ作

介词时ｃｏｍｅｔｏ意思是“总计为，达到；结果是，终于”；ｔｏ作副词时ｃｏｍｅｔｏ表示“苏醒，复原”；［Ｄ］ａｍｏｕｎｔｔｏ意思是“合

计，成为”。这三项均不符合题意，故选［Ｂ］。

１４．ｍｅａｎｓ“方法，手段”，指采用整套的方法或使用某些工具、材料等，常与ｅｎｄ连用。句意：你认为为达到目的就可以不择

手段吗？［Ａ］ｗａｙ“方法，手段”，既可指具体的方法，也可指抽象的方式；既可指一般的方法，也可指个人独特的方式；

［Ｃ］ｍｅｔｈｏｄ“方法、办法”，指具体的、系统的、有步骤的方法，强调条件性及高效率；［Ｄ］ｍａｎｎｅｒ“方式，方法”，多指具体

某个人的特殊行为方式，处理问题的特殊方法。

练习四

１．该题考查独立主格结构。其中该句主干为Ｔｈｅｖａｃｕｕｍｔｕｂｅｇａｖｅｕｓ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ｒｏａｄｆｏｒ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而ｅｎｅｒｇｙｓｏｕｒｃｅ

与ｃａｐｔｕｒｅ之间是被动关系，排除［Ｃ］选项。另外 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ｓｏｕｒｃｅ是对其前 ｒａｄｉｏｗａｖｅｓ做进一步解释，可见“ａｎ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ｕｒｃｅｎｅｖｅｒｂｅｆｏｒｅ＿＿＿”不是一个句子，而是一成分，故答案为［Ｂ］。

２．该句考查句子结构。其中ｓｈｏｗ后接的双宾语，直接宾语常为疑问副词或疑问代词引导的宾语从句或不定式短语。该

题中ｈｏｗ引导一个带有主语从句（ｗｈａｔｙｏｕｈａｖ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的宾语从句，ｗｈａｔｙｏｕｈａｖ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在宾语从句中做主语，故

答案为［Ｄ］。

３．该题考查虚拟语气。“ｗｉｔｈｏｕｔ＋ｎ．”表示“要不是，如果没有”，表示一种与事实相反的假设，意思上相当于ｉｆ引导的虚

拟条件句，这时句中的谓语动词应用虚拟式。根据题中ｉｎｔｈｅｌａｓｔｆｅｗｄｅｃａｄｅｓ可知，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ｏｍｐｕｔｅｒ是对过去事实相反

假设，因此主语应用ｗｏｕｌｄ（ｓｈｏｕｌｄ，ｃｏｕｌｄ，ｍｉｇｈｔ）＋ｈａｖｅｄｏｎｅ，故答案为［Ｄ］。

４．［Ａ］选项意为“智穷技尽，不知所措”，其他选项均不符此表达法。故答案为［Ａ］。

５．［Ａ］选项意为“（繁忙或充满活力的）活动”；［Ｂ］选项意为“（重大的）事件，结果”；［Ｃ］选项意为“（为某一社会商业或

政治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的有计划的）活动，运动，战役”；［Ｄ］选项意为“场合，仪式，理由”。根据题意，答案为［Ｃ］。

６．［Ａ］选项意为“未加工保存的，清新的，鲜艳的”；［Ｂ］选项意为“合乎卫生的，有益健康的，有益的”；［Ｃ］选项意为“精

心烹制的”；［Ｄ］选项意为“美味的，很快乐的，心情好的”。根据题意答案为［Ｂ］。

７．该题考查句子结构。从结构上看，ｗａｓ前面部分的内容是：“她在一个简朴的生活环境中受到教育”。首先排除选项

［Ａ］，它缺少引导主语从句的关联词；［Ｂ］选项中心词是ｇｉｒｌ，与句意不符；［Ｄ］选项中心词也是ｇｉｒｌ，况且ｔｏｂｅ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表示将来。故答案为［Ｃ］（动名词加上其逻辑主语）。

８．［Ａ］选项意为“辩论，讨论，讨论会”；［Ｂ］选项意为“碰撞，冲突，抵触”；［Ｃ］选项意为“意见不同，不调和，争执，争论”；

［Ｄ］选项意为“比赛，争论”等。该句意为：关于公司是否应该恢复多年前中断了的贸易关系，他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

论。故答案为［Ａ］。

９．［Ａ］选项意为“不可提及的，说不出口的”；［Ｂ］选项意为“无利益的，无效的”；［Ｃ］选项意为“难越过的，不能克服的”；

［Ｄ］选项意为“无法计数的，不能预料的，不可靠的”。根据题意答案为［Ｄ］。

１０．［Ａ］选项意为“速度，速率”；［Ｂ］选项意为“轨道，活动范围”；［Ｃ］选项意为“重量，重要性，影响力”；［Ｄ］选项意为“直

径，（透镜等的）倍率”。根据题意答案为［Ａ］。

１１．［Ａ］选项意为“糊涂的，迷惑的”；［Ｂ］选项意为“阻碍的，妨碍的，牵制的”；［Ｃ］选项意为“颠倒的，相反的”；［Ｄ］选项意

为“窘困的，困惑的”。根据题意答案为［Ｂ］。

８

必考词（Ｕｎｉｔ１—Ｕｎｉｔ７）　配套练习题及答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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