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a-74
ability：n.能力，能耐

ability to do：做…的能力
able：a.有才能的，能够的
absorb v.吸收
academically：adv.学院的，学术的

academy n.专科学校，私立院校
acceptable：a.可以接受的

accept v.接受
accident：n.意外；偶然事故
according：adj.按照，根据

accord：n.协议，条约；v. 一致
according to：根据…

achieve：vt.完成
achievement：n.完成，达到，成绩

across：ad.交叉，横过
act：n. 行为，举动

act out：将…表演出来
action：n.行动；作用（on）

active：a.活动的；活跃的
activity：n.活动，活跃；行动

actor：n.男演员
actual：a.实际的；真实的

actually adv.实际上
add：v.增加

addition：n.加，加法；附加物
additional：a.附加的，追加的；

address：n.地址，住址
admit：vt.承认，供认；准许…进入，

admission：承认，供认；准许进入，
adult n.成年人
advance：vi.前进，取得进展 n.前进，

advanced：a.高等的
advantage：n.优点，优越；好处

advertise：vt./vi.为…做广告；登广告
advertisement：n.广告

advice：n.劝告
affect：vt.影响，打动）
afford：vt.支付，负担得起
afraid：a.害怕的
agree：vi.同意

agreement：n.同意

aim：n.目标
airport 机场
allow：vt.允许

allowance n.允许 津贴
almost：ad.几乎
alone：a.单独的
amazing adj. 令人惊讶的
amaze vt.使吃惊
amazed adj.感到吃惊的
among：prep.在…之中
amount：n.数量，数额，总数
analyze：vt.分析
ancient：a.古代的，古老的
anger：n.愤怒 vt. 使发怒，激怒
angry：a.生气的
animal：n.动物
announce：v.宣布
annoyed：a.恼怒的
annoying adj.令人恼怒的
answer：vt.回答
apart：ad.分离，分开

apartment n.住房 公寓楼
apologize V. 道歉

apology n. 道歉
appear：vi.出现

appearance：n.出现，露面；
application：n.申请，申请表；应用

apply：vi.申请，请求；适用
apply for：申请

appreciate：vt.欣赏，鉴赏；感激
approach：vt.靠近，接近 n. 接近；

approaching adj.接近的 逼近的
approach to：…的态度（方法等）

army：n.军队
around：ad.周围，四周
arrive：vi.到达
art：n.艺术
article：n.文章，论文；条款
artist：n.艺术家，美术家
ashamed：a.害羞的
aside：ad.在旁边，到（或向）一边
ask：vt.问

ask for：请求，向…要；寻找
aspect：n.方面，外表。面貌
assign：vt.分配；委派，指派；指定
assignment：n.分配，委派；任务，
assistant：n.店员
attend：vt.出席

attend to：专心；注意；照顾
attendance：n.出席，
participate v.参加
Join 加入活动项目公司等

attitude：n.姿势，姿态；态度，看法
attract：vt.吸引，引起…的注意

attractive：a.有吸引力的，
attraction：n.吸引 魅力

audience：n.听众，观众，读者
author：n.作者
automatically：ad.自动地；习惯性地
available：a.可利用的，可获得的
average：n.平均数，平均 a.平均的
avoid：vt.避免，避开

unavoidable adj. 不可避免的
aware：a.意识到的，知道的（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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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n.后面
backward：adj.向后的 落后的
background：n.背景

bad：a.坏的
badly：ad.严重地

bag：n.包
baggage：n.行李
luggage 行李
Wallet 钱包

bank n. 银行
base v 基于，把……建立在 n.基地

basic adj.基本的
bargain：n.交易 v.讨价还价
basket：n.篮子

basketball：n.篮球
Golf 高尔夫
baseball 棒球
Tennis 网球
Rope 绳索
Jogging 慢跑

beach：n.海滩
bearable adj 可忍受的，可容忍的
bear v 承担 n 熊
Beat v 心脏等的跳动打败
beating n 有规律的敲打声
beauty n.美好
Beautiful adj.美丽的
become v 变成
bed n 床
bedroom n 卧室
begin：v.开始
behave：vi.举动，举止
behavior：n.行为，举止，表现情况
belief：n.相信；信念，信仰
believe：v.相信
bell：v.铃
belong：v.属于

belonging：n.所有物；行李
bench n.长凳
beneficial：a.有益的，有利的

benefit：n.益处，好处 vt.有益于
benefit from：从…中收益

beside：prep.在…旁边
big：a.大 bigger biggest
biological：a.生物学（上）的

biologist：n.生物学家
biology n 生物学

blame：n.过失；责备 v.责备
blind：a.瞎的
blood：n.血

bleeding adj 出血的
bored adj 感到厌烦的
boring adj 令人厌烦的
borrow v.借
bother：vt.打扰 vi.担心 n.烦恼
brother : n.兄弟
bottle：n.瓶子
box：n.盒子

boxing n.拳击运动
boy：n.男孩
brain：n.头脑
brave：a.勇敢的
break：v.打扰 n.休息

rest 休息
bridge：n.桥
bring v.带来 引起

cause v 引起
build：vt.建造

build up：建立，逐步树立；加强
building：n.建筑物

business：n.商务
businessman：n.商人

buy：vt.买
get vt.购买



Cc-98

call：v.呼叫
calm：a.平静的；镇静的 n.平静
campus：n.校园
cancel：vt.取消；删除，划掉
care：n.注意
career：n.生涯，经历；职业，事业
careful：a.小心的
carry：vt.携带；支撑

carry on：经营，进行；继续
case：n.情况，事实；病例；案件；
casual：a.偶然的
cat：n.猫
catch：vt.捕捉
cause：n.原因
reason n.原因
center：n.中心
century：n.世纪
certain：a.确定的
uncertain 不确定的
challenge：n.挑战 vt.向…挑战

challenger 挑战者
champion：n.冠军
chance：n.机会

opportunity 机会
change：v.改变
channel：n.频道；航道；渠道
chapter：n.章，回，篇
character：n.性格，品质；特性；
charge：vt.索价；指控 n.价钱，费用
chat 聊天
cheap：a.便宜的
cheat：vt.欺骗，骗取 vi.行骗，作弊
check：v.&n.检查
cheer：a.愉快的
chief：n.首领
child：n.孩子
choice：n.选择
choose：vt.选择

city：n.城市
civil：a.国民的，民用的；国内的

civilized：a.文明的，开化的
class：n.班

classical：a.古典的，经典的
clean：a.清洁的，干净的
clear：a.清楚的
climate：n.气候
climb：v.攀登
clock：n.时钟
close：vt.关闭
clothes：n.衣服
club：n.俱乐部；棍棒，球棒
coach：n.四轮马车；长途汽车；教练
collect：v.收集
colleague 同事
color：n.颜色

colourful：a.艳丽的；丰富多彩的，
combine：v.联合

combine with：与…结合（或联合，
混合，组合）
come：v.来
comfort：n.&v.安慰
comfortable：a.舒适的

uncomfortable 不舒服的
command：n.&v.命令
comment：n.评论；评注 vi.评论
commit：vt.犯（罪），干（坏事）

commitment：n.承担的责任
communicate：vi.通讯，交流，

communication：n.通讯，交流；
传达；通讯联系，交通工具

community：n.社区；共同体
compare：v.比较

compare……with：与…比较
compete：vi.竞争

competition：n.竞争；比赛
competitor：n.竞争者；对手

complain：v.抱怨
complain of：抱怨，发牢骚，诉苦

computer：n.计算机，电脑
concentrate：vt.集中，聚集；浓缩 vi.

concentrate on：全神贯注于…
concern：n.关心，挂念；关系 vt.涉

conclusion：n.结论，推论
condition：n.条件
confidence：n.信任，信心

confident：a.确信的；自信的
conflict：n.争论，抵触，冲突 vi.冲突，
connect：v.连接
consider：vt.考虑，细想；认为 vi.

consideration：n.考虑；体谅
contact：n.接触，联系 vt.与…接触
contain：vt.包含，容纳
context：n.上下文，语境
continue：v.继续
contribute：vt./vi.贡献；捐献；投稿；
control：vt./n.控制，支配；克制
convenient：a.方便的

inconvenient 不方便的
conversation：n.谈话，会话
cook：n.厨师
cool：a.凉爽
copy：vt.复制
correct：a.正确的
count：v.数数

countless adj.不可数的
couple：n.对，双
courage：n.勇气
course：n.课程 航线
cover：vt.覆盖 n.封面
cow：n.母牛
crash：a.紧急的，速成的
create：vt.创造；创作；引起，产生

creative：a.创造性的
crime：n.罪，罪行，犯罪

criminal：a.犯罪的，违法的 n.罪犯，
criticize：vt.批评，批判

cross：a.交叉
crowded：adj.拥挤的
cry：n.&v.哭
culture：n.文化，文明；教养，修养
curiosity：n.好奇（心）；求知欲
customer：n.消费者
cycle：n.周期；循环

recycle 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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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ge：n.损害，损失；赔偿金
danger：n.危险
dare：vt.挑战
dark：a.黑暗的 n.黑暗
dance 跳舞 舞蹈
date n.日期 约会 V.约会
day：n.日
deal：v.处理 n.交易
debt：n.债务，欠债
declare：v.宣布；断言
decorate：vt.装修，装饰
decrease：vt./vi./n.减小，减少

Increase 增长
deep：a.深的
defend：v.防卫

defense n.防御
define：vt.解释，给…下定义；限定
degree：n.程度
delay：v.&n.延迟
delicious：a.美味的；使人愉快的
demand：vt.&n.要求
dependent：a.依靠的，依赖的

Independent 独立的
describe：vt.描写
design：vt./vi.设计； n.设计；图案
desire：n.愿望
destroy：vt.破坏，毁灭；消灭
detail：n.细节，详情 vt.详述，
determine：vt.决定；查明，确定
develop：v.发展

developed 发达的
developing 发展中的

devote：vt.投入于
devotion：n.献身，忠诚

die：vi.死亡
death.死亡

diet：n.日常饮食
differ：vi.不同，相异（from）

difference：n.差别
different：a.不同的

difficult：a.困难的
hard 困难的

dirty：a.肮脏的
disappointed 感到失望的

disappointing 令人失望的
discount：vt.打折扣 n.折扣
discover：vt.发现
discuss：vt.讨论
disease n.疾病
dislike：vt./n.不喜爱，厌恶
distant：a.在远处的，远隔的

distance adj.距离
divide：vt.划分；分开
door：n.门
doubt：n.&v.怀疑
draw：v.画画、吸引
dream：n.梦
drink：v.喝
drive：v.驾驶
drop：v.滴下
drug：n.麻醉药品，毒品 vt.用药麻醉
dry：a.干的
due：a.应得的
during：prep.在…期间
duty：n.义务



Ee-36

easily：ad.容易地
easy：a.简单的

eat：v.吃
educate：vt.教育

education：n.教育
effect on：对…的作用
effective：a.有效果的，有成效的
effort：n.努力
either：pron.两者之一
embarrassed：adj.感到尴尬的

embarrassment：n.窘迫；
emotion：n.激动；情感，情绪
employee：n.雇员，雇工

employer：n.雇佣者，雇主
employment：n.使用；雇佣；职业，
unemployment n.失业、失业率

encourage：vt.鼓励
end：n.尽头；末端

end up with：以…结束；以…告终
endless：a.无止境的，没完没了的

encourage v.鼓励
enemy：n.敌人
energy n.能量 精力
enjoy：vt.享受

enjoyable：a.愉快的；快乐的；
enter：vt.进入
entertainment：n.娱乐，游艺，技艺
enthusiasm：n.热情，热心
entire：a.全部的
entrance：n.进入；入口，门口；入场，
environment：n.环境,自然环境
equipment：n.装备，设备，器材
especially：ad.特别；尤其
establish：vt.建立，创办，设立；

establishment：n.建立，创办
build v.建造

exact：a.精确的，正确的
examination：n.考试；检查（=exam）
example：n.例子
excellent：a.优秀的

excite：vt.刺激
excited：a.激动的，兴奋的
excitement：n.刺激；兴奋
exciting：a.令人兴奋的

exercise：n.&v.练习
exist：vi.存在
expect：vt.期待

expect sth. of sb.：对某人报有期望
extra：a.额外的 n.额外的事物
extreme：a.极端的；末端的 n.极端
eye：n.眼睛



Ff-54

face：n.脸
fact：n.实际

factor：n.因素，要素
factory：n.工厂

fail：v.失败
fall：vi.落下 n.落下；秋天
FALSE：a.错误的
familiar：a.熟悉的
family：n.家庭
famous：a.著名的
far：a.远的
fashion：n.方式，样子；流行式样
fat：a.肥的
favor：n.恩惠
fear：n.恐怖
Feedback n.反馈的意见
feel：vi.感觉

feeling：n.感觉 a.有同情心的
fellow：n.同事
female：a.雌的，女（性）的 n.女子
fever：n.发烧
field：n.原野
fight：v.打架
figure：n.数字；人物；演算出；想出
fill：v.装满
film n.电影

Movie 电影
finance：n.财政，金融；经费，资金
find：v.找到
fish：n.鱼

fishing：n.捕鱼，钓鱼
fit：v.适合
fix：v.固定 n.方位
flood：n.洪水 v.淹没
flower：n.鲜花
fly：vi.飞翔
focus：vt./vi.（使）聚焦

focus on：集中
fold：vt./vi.折叠；对折 n.褶（痕）
follow：v.跟随

food：n.食物
fool：n.愚人

foolish：a.愚蠢的
football：n.足球
force：n.力量
foreign：a.外国的

foreigner：n.外国人
forest：n.森林
forget：vt.忘记
forgive v.原谅
form：v.建立
free：a.自由的

freedom：n.自由
fresh：a.新鲜的
friend：n.朋友

friendly：a.友好的
friendship：n.友谊

frighten：vt.使惊吓
frightening adj.吓人的

fruit：n.水果
fun：n.有趣的人；玩笑

funny adj.有趣的
fur：n.软毛；毛皮；毛皮衣物
future：n.未来



Gg-24

gain：v.&n.增加
gather：v.集合
general：a.普通的

generally：ad.一般地，通常
gentle：a.温和的

gentleman：n.绅士
get：v.获得
gift：n.礼物
girl：n.女孩
give：v.给

give up：交出，让出；放弃，抛弃，
glance：v.扫视 n.眼光
glass：n.玻璃
go：v.进行

go along with：和…一起
golden：a.金色的
government：n.政府
grade：n.等级
gradual：a.逐渐的
grass：n.草
grateful：a.感激的
gray：a.灰色的 n.灰色 （=grey）
green：a.绿色的

greenhouse：n.玻璃暖房，温室
growth：n.增长，增加；生长，发展
guard：v.守卫
guest：n.客人
guide：n.向导 v.指导
gun：n.枪

Hh-36

hair：n.头发
half：n.一半
hand：n.手

handle：n.柄，把手 vt.运用，操纵；
handsome：a.英俊的；大方的

hang：v.悬挂；绞死
happy：a.幸福的
hard：a.困难的

hardly：ad.几乎不
harm：n./vt.伤害，损害，危害

harmful：a.（对…）有害的（to）
hat：n.帽子
hate：v.憎恨
have：v.有

have effect on：对…有影响
head：n.头

headache：n.头痛
health：n.健康
hear：v.听到
heart：n.心
heaven：n.天堂
heavy：a.重的
hello：int.喂
help：v.&n.帮助

helpful：a.给予帮助的，肯帮助的；
hero：n.英雄
hill：n.山

Mountain 山
history：n.历史

historical：a.历史的
hobby：n.业余爱好
hole：n.洞
home：n.家

homework：n.家庭作业
housework 家务活

honest：a.诚实的
hope：n.&v.希望
horse：n.马
hospital：n.医院
host：n.主人

hotel：n.旅馆
how：ad.如何
human：a.人的，人类的 n.人

people 人
hundred：num.百
hungry：a.饥饿的
hunt：v.&n.打猎

hunter：n.猎人，狩猎者；搜寻者
husband：n.丈夫

http://www.zikao365.com/web/fx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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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n.冰
idea：n.主意
identify：vt.认出，鉴定；
ill：a.有病的

illegal：a.非法的；违规的
illness：n.疾病；生病

image：n.像，形象，映象，图像
imagination：n.想像，想像力；

immediately：ad.立即地，即刻地；
immigrant：a.移民的，侨民的 n

immigration：n.移居；外来的移民
import：v.&n.进口

export 出口
importance：n.重要（性）

important：a.重要的
impossible：a.不可能的
impress：vt.给…深刻的印象，使铭记

impress……on：使…铭记，牢记
improve：vt.改进；改善
in：prep.在…里

in addition：另外，加之
in advance：预先，事先；在前面
in case：若；如果；万一
in return：作为回报
in time：及时；终于

incident：n.事件
include：vt.包括
income：n.收入
inconsiderate：a.不替别人考虑的；

considerate 考虑
inconvenience：n.不方便；麻烦，

convenient 方便
increase：v.&n.增加

decrease 减少
independence：n.独立，自立

independent：a.独立的，自主的
inference：n.推论，推理，推断
insect：n.昆虫
inside：n.里面；内部
insist：v.坚持

instead：ad.代替；更换
instead of：代替；而不是…

intelligence：n.智力，理解力，聪明；
intelligent：a.聪明的，明智的

interest：n.兴趣；重要性
interesting：a.有趣味的

internal：a.内部的，内在的；国内的
international：a.国际的，世界的

interrupt：vt.打断，打扰；阻碍
interview：n.&v.接见
introduce：v.介绍
invention：n.发明，创造；捏造，

inventor：n.发明者，创造者
invite：vt.邀请
issue：n.问题；

Jj-12

jail：n.监狱，看守所； vt.监禁；拘留，
January：n.一月
Japan：日本
journey：n.旅行
joy：n.欢乐；高兴
judgement：n.审判，判决；看法，
juice：n.汁，液
July：n.七月
jump：v.&n.跳跃
June：n.六月
just：ad.刚才 a.公正的
justify：vt.证明…是正当的；为…辩护



Kk-10

keep：v.保持
keep an eye on：照看；密切注意

kill：v.杀死
killer：n.杀人者，凶手

kind：n.种类
kindergarten：n.幼儿园
kindness：n.仁慈，好意；仁慈行为

king：n.国王
kingdom：n.王国；领域

kiss：v.&n.亲吻
kitchen：n.厨房；炊具
knee：n.膝盖
knife：n.刀
knock：n.&v.敲
know：v.知道

knowledge：n.知识

Ll-52

label：n.标签；标记，符号 vt.贴标签；
lack：n./vt.缺乏，不足，没有

lack in：在…方面缺乏
lady：n.女士
lake：n.湖
lamp：n.灯 vt.照亮
land：n.陆地 v.登岸
language：n.语言
large：a.大的
last：a.最后的 ad.最后 n.最后
late：a.晚的 ad.晚
laugh：vi.讥笑

laugh at：嘲笑；讥笑
law：n.法律
lay：v.放置
lazy：a.懒惰的
lead：v.领导 n.领导，领先

leader：n.领袖，领导者
leaf：n.叶子
lean：vi./vt.倾斜；靠，倚；依赖，
learn：v.学习
leave：v.遗忘；动身
lecture：n.演讲
leg：n.腿
legal：a.法律上的；合法的
lend：v.借给
length：n.长度
let：v.让
letter：n.信；文字
level：n.水平
lift：v.举起
light：n.灯光；灯

light up：使明亮，发亮
like：v.爱好；喜欢
limit：n.限度，限制 vt.限制，限定
liquid：a.液体的，液态的 n.液体
list：n.目录
listen：vi.听
literary：a.文学（上）的

literature：n.文学，文学作品

little：a.小的
live：a.活的

live on：靠…生活
living：n.生活，生计

load：vt.装，装载 vi.装货 n.负荷
loan：n.暂借，贷款 vt.借出，贷予
local：a.地方性的，当地的；局部的

location：n.定位，测位；位置
lock：n.&v.锁
lonely：a.孤独的
long：a.长的
look：vi.看

look after：照顾；照看；照料
look up：在字典、参考书中查找

lose：vt.遗失
loss：n.遗失，丧失；损失，亏损；

lot：n.许多
loud：a.高声的
love：vt.爱；热爱

lovely：a.可爱的
lover：n.情人；爱好者

luck：n.运气
lunch：n.午餐
lung：n.肺



Mm-66

machine：n.机器
mad：a.疯狂的；愚蠢的；狂怒
magazine：n.杂志
magical：a.魔术的，似魔术的
mail：n.邮件，邮递 vt.邮寄
main：n.主要部分
major：a.主要的 n.专业 vi.主修
make：vt.制造

make sure：查明，弄确实；确信
male：a.雄的；男（性）的 n.男子；
man：n.男人
manage：v.处理

manager：n.经理，管理人
manual：a.手的，用手（操作）的
many：a.许多的 pron.许多
map：n.地图
March：n.三月
mark：n.&v.标志

market：n.市场
marry：v.结婚；娶

marriage：n.结婚，婚姻
master：n.主人；雇主
match：n.比赛
material：n.材料；原料
matter：n.事件
may：aux.v.可以

May：n.五月
maybe：ad.可能

meal：n.一餐
mean：v.意思是

meaning：n.意义
meaningful：意味深长的

meat：n.肉
member：n.成员；议员
meet：v.遇见 n.会议

meeting：n.会议
memory：n.记忆；内存

memorize：vt.熟记，记住
menu：n.菜单
metal：n.金属

meter：n.米；公尺
method：n.方法，办法
middle：a.中间的 n.中间

midnight：n.晚上点钟，午夜
milk：n.牛奶
mind：n.头脑 v.介意
minute：n.分钟
mirror：n.镜子
miss：v.错过

Miss：n.小姐
mistake：n.错误
mix：v.混合

mixture：n.混合；混合物
model：n.模型；样式
modern：a.现代的
moment：n.瞬间
Monday：n.星期一
monitor：n.监控器；班长 vt.监控
monk：n.修道士；僧侣
monkey：n.猴子
month：n.月
mood：n.情，情绪
moral：a.道德（上）的，有道德的
morning：n.早晨
mother：n.母亲
motive：n.动机，目的

motivation：n.动机；动力
mouth：n.嘴
move：v.移动
movie：n.电影
mud：n.泥，泥浆
muscle：n.肌肉；力量，实力
museum：n.博物馆
music：n.音乐

musician：n.音乐家；作曲家
must：v.aux.必须
my：pron.我的

myself：pron.我自己

Nn-29

name：n.名字
narrow：a.狭窄的
nation：n.国家；民族

national：a.国家的
native：n.本地人 a.本国的
near：a.不远；亲近的

nearby：a.附近的 ad.在附近
necessary：n.必需品
neck：n.脖子
need：v.&n.需要
neighborhood：n.四邻，附近

neighbour：n.邻居
neither：pron.两者都不

neither……nor：既不…也不
nest：n.巢，窝
network：n.网络；网状物，
new：a.新的

news：n.新闻
newspaper：n.报纸

next：a.下一个
nice：a.美好的
night：n.夜晚
nobody：pron.没有人
nod：v.点头
noise：n.噪音
normal：a.正常的 n.正常状态
north：n.北方
nose：n.鼻子
not only……but also：不但…而且
note：vt.记；注意

notebook：n.笔记本
notice：n.通知 v.注意到
November：n.十一月
now：ad.现在
number：n.数字
nurse：n.护士

http://www.zikao365.com/web/bj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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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y：v.服从
object：n.物体；目标；对象；宾语
obvious：a.显然的，明显的
occupy：vt.占用，占领；使忙碌，
occur：vi.发生，出现；被想起
ocean：n.大海；海洋
October：n.十月
off：ad.中断
offer：v.出价；出现
office：n.办公室

official：n.官员
oil：n.油
old：a.老的
Olympic Games：奥林匹克运动会
on average：平均标准；平均而言
on guard：警惕，提防；警戒；站岗，
on the other hand：另一方面
one：num.一；一个

oneself：pron.自己
only：ad.仅仅；只
open：v.打开
operate：v.运转，起作用；动手术；

operation：n.手术；运转
opportunity：n.机会，时机
oppose：vt.反对，反抗；使相对

opposite：ad.在…对面 a.相反的
opposition：n.反对，反抗；对立，

oral：a.口头的，口的
orange：n.橘子
ordinary：a.平常的；普通的
organization：n.组织；团体，机构

organize：vt.组织
other：a.其他的 pron.其他
our：pron.我们的

ours：pron.我们的
ourselves：pron.我们自己

out：a.外边的
outcome：n.结果，结局；出路
outside：n.外面

over：a.结束的

over and over：反复
owl：n.猫头鹰
own：a.自己的 v.承认

owner：n.所有者

Pp-79

packet：n.小包，小盒 vt.打包
page：n.页；记录
pain：n.痛苦

painful：a.痛苦的；费力的
paint：v.画，绘；涂油漆，着色

painter：n.漆工；画家
painting：n.画；绘画，绘画艺术；

pair：n.一对
pale： a.苍白的
palm：n.手掌
paper：n.纸
paragraph：n.（文章的）段落，节
pardon：n.&v.原谅
park：n.公园
parrot：n.鹦鹉
part：n.部分 v.分开
pass：v.经过；通过

passage：n.通道；通过
passenger：n.乘客，旅客
passport：n.护照

past：a.过去的 n.过去
path：n.小路
patient：a.忍耐的 n.病人
pay：v.支付 n.薪水

pay attention to：注意
peace：n.和平

peaceful：a.平静的，安宁的
peak：n.山峰；顶点
pen：n.钢笔
pencil：n.铅笔
people：n.人
per：prep.每，每一
percent：n.百分比
perhaps：ad.可能
pet：n.宠物，爱畜 a.宠爱的
phenomenon：n.现象，迹象
piano：n.钢琴
pick：v.摘；拾取
picture：n.图画
piece：n.片



pink：a.粉红色的，桃红色的
plan：n.&vt.计划
plane：n.飞机；平面；水平

planet：n.行星
plant：n.植物
plate：n.盘子 v.电镀

platform：n.讲台
please：vt.使喜欢；请
plenty：n.丰富

plenty of：大量的；丰富的
point：n.点 v.指向；指出

point of view：观察点；观点
poison：n.毒药，毒物 vt.使…中毒；
polite：a.有礼貌的
pollute：vt.弄脏，污染

pollution：n.污染
poor：a.贫穷的
popular：a.流行的，通俗的，大众的

population：n.人口
pot：n.罐；壶
potato：n.马铃薯
practice：n.&v.实践；实行；练习
prepare：v.准备

preparation：n.准备，预备
press：v.压；按

pressure：n.压力，压强
pretend：v.假装
pretty：a.漂亮的
prevent：vt.防止

prevent……from：防止，阻止
price：n.价格
pride：n.骄傲；自豪
print：v.打印
prison：n.监狱
privacy：n.私事，私生活；隐私

private：a.私人的；私营的；秘密
的
produce：vt.生产；制造 n.农产品

product：n.产品，产物
production：n.产品

professional：a.职业的，专业的
professor：n.教授

program：n.计划；程序；节目 vt.编
prohibition：n.禁止；禁令
project：n.设计，规划；项目 vt.方案，
pronunciation：n.发音
protect：vt.保护

protect……from：防御（危险）
protection：n.保护，防护

proud：a.自豪的
province：n.省
public：n.公众

publish：vt.出版，刊印；公布，发
表
pull：v.&n.拖；拉
punish：vt.惩罚

punishment：n.处罚，罚，刑罚
pure：a.纯粹的
purple：n.紫色，紫红色 a.紫色
purpose：n.目的，意图；用途
push：v.&n.推动
put：vt.放

Qq-8

quantity：n.量，数量
quarrel：v.&n.吵架；争论
quarter：n.四分之一
queen：n.女王
question：n.问题 v.询问
quick：a.&ad.快
quiet：a.安静的
quite：ad.十分；非常



Rr-62

rabbit：n.兔
race：n.种族
radiation：n.放射，发光；放射物，
radio：n.收音机

radioactive：a.放射性的；放射
rain：vi.下雨

rainfall：n.一场雨；（降）雨量
rainforest：n.热带雨林

raise：vt.上升
range：n.山脉；幅度，vt.排列成行
rare：a.稀有的，难得的
rat：n.鼠
rather：ad.宁愿

rather than：与其…（不如））
react：vi.反应，起作用；起反作用

reaction：n.反应（力），反作用（力）；
read：v.阅读

reader：n.读者；读物，读本
reading：n.读读数，指示数

ready：a.有准备的
real：a.真的

realistic：a.现实的；现实主义的
realize：vt.了解；实现；实行

recent：a.新近的，近来的
record：n.档案 v.记录；录音
recover：vi.恢复，痊愈 vt.重新获得；
red：a.红色的 n.红色
reduce：vt.减少，缩小 vi.减少，减小
refer：vi.提到；查阅 vt.把…归类于

refer to：提到，涉及；参考，查阅
region：n.地区，区域
regret：n.&v.遗憾
regrow：vt.再生长，重新生长
regular：a.规则的；经常的；正常的

regularly：ad.整齐地，经常地
rejection：n.拒绝，抵制；驳回
relate：vi.有关联 使互相关联

relate……to：与…有关系
relation：n.关系；联系

relax：vt./vi.松驰，放松；松懈，缓和

religion：n.宗教；宗教信仰
rely：vi.依靠，依赖；信赖，

rely on：依赖，信赖，信任
remind：vt.提醒，使想起

remind……of：使…想起…
remove：v.移动；开除
repair：v.&n.修理
repeat：v.&n.重复
replace：vt.把…放回（原处）；更换，
report：n.报告；传说 v.报告

reporter：n.记者；新闻广播员
resource：n.资源，财力；谋略
respect：v.&n.尊敬；尊重
rest：n.休息
restaurant：n.餐馆
result：n.结果
return：v.&n.回来；归还
revolution：n.革命
rice：n.米
rich：a.富有的
ride：v.骑；乘
right：a.正确的；右的 n.右边
rise：v.上升
risk：vt.冒…的危险 n.冒险，风险
road：n.公路
rob：vt.抢劫；非法剥夺，使丧失 vi.

rob sb. of sth.：抢某人之财物
rock：n.岩石 v.摇摆
role：n.角色；作用
roof：n.屋顶
room：n.房间
root：n.根（部）；根源
rope：n.绳；索 v.围起
rubber：n.橡皮；橡胶

eraser 橡皮擦
rubbish：n.垃圾；废物
rude：a.粗鲁的，不礼貌的；粗糙的，
rule：n.规则；惯例
run：v.跑

Ss-154

sad：a.伤心的
safe：a.安全的

safeguard：vt.保护，捍卫
sailor：n.水手，海员
salary：n.工资 vt.[常用被动语态
sale：n.出售，卖；廉价出售
salty：a.含盐的，咸的
same：a.相同的 pron.相同的人

sample：n.样品，标本
sand：n.沙子
satisfy：v.满足

satisfying：a.令人满意的
Saturday：n.星期六
save：vt.救助，搭救；储蓄，积攒；
say：v.说
scan：vt.细看，审视；浏览，粗看；
scare：v.惊吓
school：n.学校
science：n.科学

scientist：n.科学家
sea：n.大海

seal：n.海豹
search：v.搜寻
season：n.季节
seat：n.座位
second：num.第二 a.第二的 n.秒
secret：a.秘密的 n.秘密

secretary：n.秘书；书记；部长，
section：n.章节，部分；部门，科
security：n.安全
see：v.看见
seed：n.种子
seek：v.寻找
seem：vi.像是
seldom：ad.很少
select：vt./vi.选择，挑选，选拔
self：n.自己
sell：v.卖
send：v.送；寄
sense：n.见识 vt.理解



September：n.九月
serious：a.严肃的
serve：v.招待；供应

service：n.服务 v.保养
set：v.放，置
sex：n.性；性别
shade：n.荫，阴影 vt.遮蔽，遮光

shadow：n.阴影 vt.遮蔽
shake：v.&n.摇动；颤动
shall：v.aux.将
shame：n.害羞
shape：n.外形 v.制作
share：v.共享；分享
sharp：n.高调 a.锐利的
sheet：n.片
shelter：n.掩蔽，保护；掩蔽处
shift：vt./vi.替换；转移 n.转换，转移；
shine：v.发光 n.光亮
ship：n.船
shirt：n.衬衫
shock：n.打击；震动 v.震动
shoe：n.鞋
shoot：v.射击
shop：n.商店
short：a.短的
should：v.aux.应该；将要

shoulder：n.肩部
shout：v.&n.呼喊
show：v.展示 n.外观
sick：n.病人 a.不舒服的
side：n.旁边
sight：n.视力
sign：v.签名 n.符号

signal：n.信号
silence：n.寂静；沉默
silk：n.丝绸
silver：n.银子
similar：a.相似的，类似的；与…相似

similar to：跟…类似的，与…同样
simple：a.简单的
sing：v.演唱

singer：n.歌唱家，歌手

single：a.单一的
sister：n.姐妹
sit：v.坐；就座

sit down on：反对
situation：n.情形；位置
six：num.六
sixteen：num.十六
sixty：num.六十
size：n.尺寸
skill：n.技能；技巧
skin：n.皮肤；外壳
skirt：n.裙子
sky：n.天空
sleep：v.睡觉
slogan：n.标语，口号
slow：a.慢的
small：a.小的
smell：v.闻
smile：n.&v.微笑
smog：n.烟雾
smoke：n.烟

snow：n.雪
soap：n.肥皂
social：a.社会的

society：n.社会
sofa：n.（长）沙发
soft：a.软的
solution：n.解答，解决办法；溶解，
solve：v.解决
someone：pron.某人

something：pron.某事
sometime：ad.在某一时刻

son：n.儿子
song：n.歌曲
sorry：a.对不起；遗憾的
soul：n.灵魂；精神
sound：n.声音 a.可靠的
space：n.空间；余地
spark：n.火花，火星 vi.发火花
speech：n.演说
speed：n.迅速 v.加速
spelling：n.拼法，拼写法

spend：v.花费；度过
spider：n.蜘蛛
spring： n.春天
square：n.广场
staff：n.全体职工；参谋部
stage：n.阶段，时期；舞台，戏剧
stamp：n.邮票
star：n.星星
stare：v.凝视
starve：vi.饿死；挨饿；极需，渴望
stay：v.停留
steal：v.偷窃
step：n.脚步
stick：v.粘住
stomach：n.胃口 v.容忍
stone：n.石头
stop：v.&n.停止
storm：n.暴风雨
story：n.故事
stranger：n.陌生人
street：n.街道
strength：n.力量
stressful：a.紧张的，压力重的
strict：a.严格的，严厉的；严谨的，
strong：a.强壮的
structure：n.结构，构造；建筑物
struggle：n.竞争；奋斗 vi.奋斗
student：n.学生
study：v.&n.学习；研究
style：n.风格；文体；式样
succeed：vi.成功 vt.继承

success：n.成功；成就
successful：a.成功的

such：a.这样的
suck：v.吸，吸收
sudden：a.突然的

suddenly：ad.突然地
suffer：v.遭受；经历

suffer from：受苦，受害，受罚
sugar：n.糖
suggest：vt.建议；提出
summer：n.夏天



sun：n.太阳
Sunday：n.星期天
supermarket：n.超级市场
supper：n.晚餐
surprise：n.惊奇
survival：n.幸存，生存；幸存物，

survive：vi.活下来，幸存
sweep：v.打扫
sweet：a.甜的

Tt-70

tail：n.尾巴
take：v.拿走
talk：n.&v.谈话
tall：a.高的
tape：n.带子；磁带 vt.系，捆；录音
task：n.任务；作业
taste：n.味道 v.体验；品尝
tax：n.税（款） vt.对…征税
tea：n.茶
teach：v.教授

teacher：n.教师
team：n.队
tear：n.眼泪 v.扯
temperature：n.温度
tennis：n.网球
term：n.学期
terrible：a.可怕的；极坏的
test：n.&vt.测试
thank：vt.&n.感谢
theme：n.题目，主题；主旋律
theory：n.理论，原理；学说
there：ad.在那里
thin：a.瘦的
thing：n.事情
think：v.思索；认为
Thursday：n.星期四
ticket：n.票
tie：n.鞋带
tiger：n.虎
time：n.时间
tired：a.疲劳的
title：n.题目，标题；称号，头衔
today：n.今天
together：ad.一起
toilet：n.盥洗室；厕所
tomato：n.西红柿
tomorrow：n.明天
tone：n.音调，音色；腔调，语气

tongue：n.舌头
tonight：n.今晚

too：ad.也
tool：n.工具
tooth：n.牙齿
top：n.顶部
topic：n.题目，话题；主题
tourism：n.旅游，观光；旅游业

tourist：n.旅游者，观光者
tower：n.城堡
town：n.城镇
toy：n.玩具
tradition：n.传统；惯例

traditional：a.传统的
train：n.火车 v.训练
transfer：vt./vi.转移；改变 n.转移
translate：v.翻译；解释
transport：vt.运输 n.运输

transportation：n.运输；运输系统
trap：n.陷阱，圈套 vt.设陷阱捕捉
travel：n.&vi.旅行

traveler：n.旅客，旅游者
treasure：n.财宝
treat：n.宴请

treatment：n.治疗，疗法；对待，
tree：n.树
trip：n.旅行 n.&vi.摔倒
trouble：n.&v.麻烦
trousers：n.长裤
truck：n.卡车
true：a.真实的
trust：n.&v.信任
try：v.&n.尝试
Tuesday：n.星期二
turn：v.转动

turn off 关断（水源，电源，煤气等）
turn on 接通（水源，电源，煤气等）

twin：a./n.双胞胎 双子座
two：num.二
type：n.类型，种类，品种 vt./vi.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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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23

ultimate：a.最后的，最终的
unacceptable：a.不能接受的，
unanswered：a.未予答复的；无响应
unattractive：a.无吸引力的
uncle：n.叔叔
under：prep.在…之下
understand：v.懂；了解
unhappy：n.不快乐的，愁苦的；不幸
uniform：n.制服 a.统一的
union：n.工会，协会；结合，联合
unite：v.联合

united：a.联合的
universal：a.宇宙的，全世界的
university：n.大学
unknown：a.未知的，不知名的
unlimited：a.无界限的，无边际的；
until：conj.&prep.到…为止
unusual：a.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
used：a.习惯的

useless：a.无用的；无价值的；无
效

user：n.用户，使用者
usual：a.经常的

usually：ad.通常

Vv-18

vacation：n.休假，假期
valley：n.山谷，溪谷；流域
value：n.价值 vt.评估

valuable：a.贵重的；有价值的
variety：n.变化，多样化；品种；

various：a.不同的
vegetable：n.蔬菜；植物
victim：n.牺牲品，受害者
victory：n.胜利
video：n.录像（机） a.录像的
view：n.看法，见解，观点；vt.看待，
village：n.村庄
violence：n.暴力，强暴；猛烈，剧烈

violent：a.暴力的；猛烈的，剧烈的，
visit：v.&n.参观；拜访

visitor：n.访问者
vitamin：n.维生素
voice：n.声音 v.表达
volcano：n.火山
volunteer：n.志愿者；志愿兵 a.志愿
vote：n.选举，投票；票，选票

Ww-57

wait：v.&n.等待
waiter：n.侍者，服务员

wake：v.唤醒
wake up：醒，醒来；觉醒，醒悟

walk：v.&n.走；散步
wall：n.墙壁
wallet：n.皮夹子
want：v.想要
war：n.战争
warm：a.温暖的
warn：vt.警告；注意
wash：v.&n.洗涤
watch：v.&n.注视 n.手表
water：n.水
wave：v.波动 n.波浪
we：pron.我们
weak：a.衰弱的；软弱的

weaken：vt.削弱，减弱 vi.变弱
weapon：n.武器，兵器
wear：v.&n.穿
weather：n.天气
wedding：n.婚礼
Wednesday：n.星期三
weed：n.杂草，野草 vt.除草，拔草
week：n.星期

weekend：n.周末
weekly：a.每周的 ad.每周（一次）

weight：n.重量
welcome：int.欢迎 n.&vt.欢迎
wet：a.湿的
whatever：a.无论怎样
wheat：n.小麦；小麦色
wheel：n.车轮
white：a.白色的 n.白色
wide：a.宽的
wife：n.妻子
wild：a.野性的
will：v.aux.将 n.意志

willing：a.乐意的
win：n.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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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n.风 v.绕
window：n.窗；窗口
wine：n.葡萄酒
wing：n.翅膀
winner：n.获胜者，优胜者；成功者
winter：n.冬天
wish：v.希望 n.愿望；希望
woman：n.女人
wonder：n.惊奇；奇迹

wonderful：a.令人惊叹的
wood：n.木头
word：n.字；词
work：n.&v.工作

work out：作出；制定出
worker：n.工人

world：n.世界
worry：v.烦恼；担心 n.担心

worry about：焦虑，不安，烦恼
worth：n.价值

worthless：a.无价值的，无用的；
不足道的，不可取的
write：v.写

writer：n.作家，作者
wrong：n.错误

Yy-8

yard：n.院子；码
yawn：vi.打哈欠 n.哈欠
year：n.年
yellow：a.黄色的 n.黄色
yes：ad.是
yesterday：n.昨天
young：a.年轻的
yourself：pron.你自己

Zz-1
zone：n.地带，带；地区，区域
Zoo n.动物园
Zebra n.斑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