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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研英语态度词总结  

（红宝书 编辑） 

 

Formal(informal) 正式, 礼仪, 拘谨 (非正式, 不拘礼, 通俗) 

Matter of fact 实事求是, 以事实为依据 

Pedantic 迂腐, 卖弄学问, 学究式的, 空谈, 自夸学问, 书呆子气的 

Personal(impersonal) 人性的, 涉及隐私的, 私人的, 人称的, 亲自的, 身体的 

(客观的, 和个人无关的, 没有人情味的, 非人的) 

Respectful 表示尊敬的, 有礼貌的, 谦恭的 

Disdainful 轻蔑的, 居傲的, 鄙视的 

Adulation(adulatory) 谄媚的, 过分称赞的 

Wonder 奇迹, 惊讶, 难以置信的 

Affection(affectionate) 深情的, 亲切的, 挚爱的 

Amusement(amusing) 有趣的, 使人发笑的, 消遣的, 愉快的 

Approval(disapproval) 赞成的, 满意的 (不以为然的, 不赞成的, 非难的) 

Reverence(irreverence) 虔诚的, 表示尊敬的, 充满崇敬心的 (不敬的, 不逊的, 

无礼的) 

Disappointment 使人失望的, 令人沮丧的, 

Sarcasm(sarcastic) 讽刺的, 讥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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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actic 说教的, 教训的 

Persuasive(convincing) 令人信服的, 有力的, 使人心悦诚服的 

 

Diffident 无自信的, 谦虚谨慎的, 羞怯的 

Indifferent 漠不关心的, 不重要的, 冷淡的 

Kindly indulgence 温和地纵容, 任性的, 温和地宽容 

Condemnation(condemnable) 该受责备的, 可非难的, 该罚的 

Scientifically detached 学术上超然的, 学术上分离的, 科学态度冷淡的 

Apologetic 道歉的, 急于认错的, 辩护的 

Frustrated 挫折的, 挫败的, 无益的 

Contemptuous 轻蔑的, 鄙视的, 瞧不起人的 

Condescending 谦逊的, 故意屈尊的, 有优越感的 

Paternal 父亲的, 似父亲的, 家长式统治的 

Cynical 愤世嫉俗的, 讽刺的, 冷嘲的 

Pitying 怜悯的, 遗憾的, 同情的 

Bitter(bitterness) 痛苦的, 怀恨的 (悲痛, 怨恨) 

Factual 事实的, 实际的 

Humorous 富幽默感的, 滑稽的, 诙谐的 

Inventive 善于创造的, 发明的 

Self-righteous 自以为是的 

Insincere 不诚实的, 无诚意的, 伪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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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of-fact 事实的, 实际的, 事务性的, 平淡的 

Share intellectual life 共享知识 

 

 

Gloat over difficulty 在困难时幸灾乐祸 

Slyly introduce the fact 狡猾地介绍事实 

Stick to established facts 坚持已确立的观点 

Impatient 不耐烦的, 着急的, 急切的 

Adverse criticism 反向批评, 逆向评论 

Violent distaste 极度的厌恶, 剧烈的嫌恶 

Pleasure 心情舒畅的, 愉悦的 

Anxious to please 焦虑地讨好, 渴望地取悦 

Seriously 严肃地, 认真地 

Up-to-date 最近的, 跟上时代的 

Paradoxical and witty 似非而是的诙谐, 矛盾的妙语, 诡论的机智 

Unforgiving 不可饶恕的, 不可原谅的 

Professionally scientific 专于科学的, 专业从事科学的 

Argumentative 好辩的, 引起争论的, 论证式的 

Critical 批评的, 吹毛求疵的, 非难的 

Jaded 疲倦不堪的, 厌倦的 

Admire 钦佩的, 羡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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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ed 期待的, 盼望的 

Fascinating 迷人的, 吸引人的, 使人神魂颠倒的 

 

Easily understood 清晰易懂的, 明了的 

Incorrect 不正确的 

Curious 好奇的, 求知的, 古怪的 

Intuitive to one’s approach 对其方法有直觉的, 自发形成的方法 

Rational 理性的, 合理的 

Decisive 决定性的, 坚定的, 果断的 

Sweeping in the generalization 笼统地归纳 

Reflective 反射的, 反映的 

Self-contradictory 自相矛盾的 

Confused 混淆的, 混乱的, 无秩序的 

Non-conformist 不遵奉习俗的, 我行我素的 

Sanguine 乐观的, 满怀希望的 

Optimistic 乐观的, 乐观主义的 

Pessimistic 悲观的, 悲观主义的 

Sentimental 感伤的, 感情用事的 

Coldly factual 极端实际的, 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 

Scientifically objective 客观科学的, 从科学角度不带任何偏见的 

Nostalgia 怀旧的, 乡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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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tain with the quaintness 古雅欣赏, 离奇有趣的事物描写 

Delight with reminiscence 怀旧风格, 快乐回忆 

 

Delineate the terror 描写恐怖情景, 制造恐怖气氛 

Show horror 展现恐怖氛围, 描写恐怖心理 

Stoic 禁欲主义的, 淡泊的 

Esthete 审美的, 唯美主义的, 

Erotic 性爱的, 性欲的, 色情的 

Epicure 美食的, 讲究饮食的 

Cast doubt on … 对….怀疑 

An inducement to do sth 引诱做某事 

Disclaim responsibility for sth 拒绝承认, 宣布不承担某项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