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２０年英语专八词汇表（完整版）
abacus／1ebakas／n．算盘

absurd 糕的，极坏的

的）承诺（责任等）2．赦免，免受惩

abandon／aibzendan／y.1.抛弃，放弃

aboriginal/zeba 'rid3ana1 ／ adj.1 ．（ 指

处，宣告无罪

2．离弃（家园、船只、飞机等）3．遗

人、动植物）土生的，原产地的 2．土

absorb／abiso:b／y．1．吸收（水、热、

弃（妻、子女等）

著的，土人的

光等）2．吸引（注意），使专心，使全

abase／aibeis／y．贬抑，使谦臣

aborigine／lebaIrid3ini:／n．（澳洲的）

神贯注

abate／aibeit／y．（指风势、疼痛等）

土著；土人

absorption

减弱，减轻，减退

abort／aibo:t／y．1．使流产，堕胎 2．中

2．专注

abbey／izebi／n．修道院，僧院，庵堂

止，
（使）夭折，使（计划）失败

abstain／abistein／y.1．戒绝（喝酒）

abound／aibaund／y．1．大量存在，

2．放弃（投票等）

词组等）
，缩写

充满 2．富有…，…丰富

abstention

abbreviation／apri:vieij'2n／n．缩写

about／aibaut／adv.1．大约，左右 2．几

2．
（投票）弃权

乎，差不多 3．到处，四处 4．在附近』

abstinence／izebstinans／n 禁欲，节制

ABC's 或 ABCs)1．字母表 2．
（某一方

be about todo sth 正要做某事／come

abstract／lebstrzekt／adj.抽象的 n．摘

面的）基础知识

a—bout 发生，成为现实／turn about

要，概括 y．1．提取，抽取 2．摘录…

abdicate／izebdikeit／y．正式放弃（官

向后转，转过身来／leave(sth) about 到

的要点 3 转移…（注意等）

职、权利）
，让位，退位，逊位

处乱放 prep.1．关于 2．大约 3．在周

absurd／ab is3:d／adj.不合理的，荒谬

abdomen／1ebdamen／n．腹部，下腹

围，在四周 4．在身边，在手头』go about

的，可笑的

(sth)（着手）做…／set about (doing sth)

abundance／aibAndans／n 丰富，充裕，

（部）的，下腹的

开始做…／What about (sth)?①…怎么

大量

abduct／zebidkt／y 诱拐，拐走，绑架

样了？②…好吗？（用于提出建议）

abundant／9ibAndant／adj.大量的，充

aberrant，zeiberant／adj.不循常轨的，

above／aibAv／adv.

裕 的 ， 丰 富 的 』 be abundant in, be

不走正路的

方 2．上述，上文 prep.1．在…之上，

abundant with 有丰富的，有大量的

abhor／abiho:／y．憎恨（某人、某事

在…上面 2．超过，多于，高于』above

abuse／aibju:z／y．1．辱骂，n 骂 2．滥

物）
，厌恶，讨厌

all 首先，最重要的是／be above one 大

用，妄用 3．虐待 n．1．辱骂，n 骂 2．滥

abide／aibaid／y．忍受，容忍

高深；不易理解

用，妄用 3．虐待 4．弊病，恶习

abide by 遵守法律等，信守（诺言等）

aboveboard

abiding／a'baidiJ／adj.（信念等）永恒

磊落的，光明正大的，率直的

abyss／aibis／n．深渊，深坑

的，持久的

abrasive／aibreisiv／adj.1.表面磨损的，

academic/~ekademik／adj.1 学校的，学

ability／9ibiloti／n．1．能力 2．才能，

损伤性的 2．粗糙的，恼人的

院的 2 学者式的，非实用的 3．学术的

才智』to the best ofone's ability 尽力地

abreast／aibrest／adv.

abjeet／‘zebd3ekt／adj.1.（境况）凄惨

abridge／a'brid3／y．缩写，缩短

士，学会会员

的，绝望的 2．（人、动作或行为）无

abroad／aibro:d／adv. 1 在国外往国外

academy／aikzedami／n．1.学院，专科

耻的，下贱的，卑鄙的

2 在外传扬；到外 ll go abroad 去国外

学校，研究院 2．学会

ablaze／9ibleiz／adj.1．着火，燃烧着

abrupt／9ibrApt／adj.1．突然的，出其

accede／zekisi:d／y．1．同意 2．就职

2．闪耀，灯火辉煌

不意的 2．陡峭的 3．粗鲁的，无礼的

accelerate／akiselareIt

able／ieibl／adj.1．能，能够 2．能干

abruptly／aibrAptli／adv.

accent／izeksant／n1 音调，腔调，口

的，有才华的

然 2．粗暴地

音 2 重音 3 重音符号 4．重要性，重点

ably／eibh／adv.能干地，熟练地

absence／lebsans／n．1．缺席 2．缺乏，

accentuate／ak isentjueit ／y 重读，重

abnormal／zebino:mal／adj.不正常的

不存在

音读出

abnormality／zebno:‘mzelati／n．不正

absent／izebsant／adj.1．缺席的 2．茫

accept／akisept，y．1．接受 2．同意

常，变态

然的，心不在焉的 y．使（自己）离开』

acceptable /ak- septabl／adj.可接受的，

absentoneself from 缺席

值得接受的，合意的

上（船、车、飞机等）2．在（船、车、

absentee／iaebsanti:／n 缺席（缺勤）者

acceptance／akseptans／n．接受，领受

飞机等）上

absent-minded／lebsantrnaindid／adj.心

access／izekses／n．1．
（接近或进入某

不在焉的

地的）方法，通路 2．（使用某物或接

of (with) no fixed abode 居无走所

absolute／lebsalu:t／adj.1.绝对的，完全

近某人的）机会或权利 y．存取（计算

abolish／9'bDIij'／n．废除，消除 y．废

的 2．肯定的，确定的

机文件）

除，取消

absolutely／zebsa ilu:tli/，adv.1．绝对

accessible ／ akisesabl ／ adj. 易 于 得 到

abolition／izeba'Iij'2n／n．废止，废除

地 2．完全地

（接近、达到的）

absolve／abizDlv／y．1．免除（某人

accession／ak'sej'2n／n．就职，登基

abbreviate

／

-eibi:- si:

／n．

／zeb idDminl

(p/

／adj.腹

／ab'stenj'2n／n．1．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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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zibri:vIeit／y.缩短（字、

／ab'so:pj'2n／n．1．吸收

abdominal

aboard

／9ibo:d／adv.

abode／aibaud／n．

abominable

&prep.1．登

房屋；家

／aibDminabl／adj.1．可

1．在上面，在上

／9 ibAV ibo:d／adj.光明

憎的，可恶的 2．糟

并排，并肩

1.突然，猛

abusive／aibju:siv／adj.辱骂的，n 骂的

academician ／ 9 ikzeda'mij'2n ／ n ． 院

／y.（使）加速

accessory／akisesari／n 附属品，附件
1

责，控告，起诉 2 罪状，罪名 3 谴责

action／‘zekj'2n／n．1．行动，行为，

by accident 偶然地／without accident 平

accuse／aikju:z，y．1．指责，谴责 2．控

活动 2．作用 3．战斗，战绩』take action

安无事地

诉，控告

采取行动

accidental／izeksi'dent21／adj.偶然的，

accustom／aikAstam／y．使习惯

activate／lektiveit／y.1．使活动，使活

意外的

ace／eis／n．1．
（纸牌上的）幺点 2．-

跃，使积极 2．刺激，激化

acclaim／aikleim／y 欢呼，喝彩，称赞

流人才，高手，佼佼者 3．
（网球）
（对

active／izektiv／adj.1．活跃的，积极

accommodate／aikDmadeit／y．1．容

手无法回击的）快速而有力的发球，发

的 2．主动的 3．在活动中的，现在的

纳，接纳，提供…住宿 2．使适应，使

球得分

4．现役的

适合，调节 3．帮助解决（困难）

ache／eik／y．&n．疼痛

activist／izektivist／n．

accommodation ／ 9 ikDmadei-fan ／

achieve／9'tn：V／v．1．取得（成绩

activity／zekItivati／n．1．所做的事情，

n．(usu p/)住宿等条件，设施

等）2．达到（目的）
，取得（胜利）

活动，工作 2．活动性，活力

accompaniment ／ 9 kAmpani-mant ／

achievement

n。

成，达到 2．成就，成绩

actress／ee.ktris／n．女演员

accompanist ／ aikAmp2nist ／ n ． 伴 奏

acid／1esid／adj.1．酸味的，苦味的

actual／‘茁 ktj'ual／adj.实际的，现实

者，和奏者

2．尖刻的

的，事实上的

accompany／aikAmp2ni／y.1．伴随，

质）2．迷幻药

actuality／zektj'u‘zelati／n．实际真卖

陪同 2．为…伴奏

acknowledge ／ aknDhd3 ／ y.1 ． 承 认

actually／lektj'uah／adv1 事实上 2 竟然

accident／izeksid2nt／n．

意外事件』

n．1．酸（含氢的化学物

actor／izekta／n．男演员

2．告知收到（信件、礼物等）3．表示

acumen／aikju:men／n 敏锐，聪明，洞

感谢

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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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伴随物 2．伴奏，伴唱

／9't fi:Vm9nt／n．1．完

积极分子

accomplice/aikAmphs／n．从犯，帮凶
accomplish

／a'kAmphj'／y.完成，实

acupuncture／‘zekju iPAJktj'a／n．针

现，达到（目的）

acknowledgement

accomplished／a'kAmpIij't／adj.1．达到

／n．1．承认，接受 2．感谢，答谢 3．
（表

灸，针刺法，针疗法

的，实现的 2．熟练的，有造诣的，有

示受到某物的）回信，收条 4．（以微

acute／aikju:t／adj.1．尖锐的，锐角的

素养的

笑等）向人打招呼

2．激烈的，严重的 3．敏锐的 4．
（疾

acousties／aiku:stiks／n．1.声学，音响

病）急性的，（疼痛）剧烈的

n．1．完成，实现 2．成就 3．造诣，

学 2．音响效果

A.D.

技能

acquaint／aikweint／y 使认识，使了解

ad (abbre for advertisement)广告

accord／aiko:d／y．符合，一致 n．协

acquaintance

调，一致』of one'sown accord 自愿地，

识，了解 2．相识的人，熟人

强硬的

自动地

acquiesce／．zekwiies／y．驮认，顺从，

adapt／9idzept／y．
1 使适应，
适合 2．改

accordance／aiko:d2ns／n．符合，一

默许

编，改写

致

acquire／9ikwaia／y.1．取得，获得，

adaptable／aidzeptabl／adj.能适应新环

习得 2．学到（知识等）

境的，可改变的

accomplishment/9kAmphj'-man

』

／

in accordance with 根据

according

／a'ko:dirJ

／adv.(常用于

according to)』ac cording to 根据，按照

acquisition

／ak InDI-id3mant

／9ikweintans／n．1．相

／．zekwi'zij'2n／n．1．取

(abbre for Anno Domini)

公元

adamant／izedamant／adj.坚定不移的，

adaptation

／．zedzep'teI,an／n．1．改

得，获得 2．得到的东西

编 2．适应 3．改编本改制物

adv.1．相应地 2．因此，所以

acquit／aikwit／y．1．宣判（某人）无

adapter, adaptor／adzepta／n．1．适配

accordion／aiko:dian／n．手风琴

罪 2．表现，履行，完成

器，转接器（用以转接不可直接连接的

account／aikaunt／n．1．账，账目，

acquittal／aikwita1／n．无罪的判决

器材）2 转接器（可使几个用电器连接

账户 2．报道，记载，叙述 3．原因，

acre／eika／n．英亩

于同一插座上的一种插头）3．改编者

理由』on account of 因为／take into

acrimony／izekrimani／n．严厉，辛辣

add／zed／y．1．加，增加 2．附言』

account 考虑，重视

acrobat／izekrabzet／n．

accordingly

／

9'ko:dirjIi

／

杂技演员

add to 增加，增添／add up to…合计

acronym／izekranim／n．首字母缩略词

为…

的，有义务加以解说的

across／aikrDS／adv.

addict／aidikt／n。1．有瘾的人 2．对

accountancy／aikauntansi／n 会计职业

一边，宽 2．过来，过去 3．交叉地』

某事有强烈兴趣的人

accountant／akauntant／n 会计师，会计

get sth across 使 人 领 会 ， 使 人 理 解

addiction／9'dikj'2n／n．

accredit／aikredit／y.1．认为（某说法

prep.1．穿过，跨过 2．在…的另一边，

addictive

等）出自某人 2．委派

在…的对面 3．交叉 4．遍及…；在…

瘾的，沉迷的

accrue／aikru:／y．士曾力口，士曾长

的全境』across the country 遍及全国

addition／a'dij'2n ／ n ． 加 ， 加法 』 in

accumulate／9ikjumjleit／y 积蓄，积累

act／zekt／n．
1．行为，
举动，行动 2．
（戏

addition (to)另外，除…之外

accuracy／izekjurasi／n． 精确，准确

剧的）一幕 3．法案 y．行动，做某事

additional／9'dij'2nal／adj.附加的，追

accurate／laekjurat／adj.准确的精确的

acting／lektiJ／adj.代理的，代行的

加的，另外的

accountable

accusation

／aikauntabl／adj.有责任

／．zekju:‘zeij'2n／n．1．指

1．从一边到另

沉溺，瘾

／-zediktiv／adj.（使人）上

additionally／9'dij'nalli／adv.此外而且
2

additive／izeditiv／n．添加物，添加剂

范围内）可容纳（某人或某事）』admit

语的 n．状语

add-onn（电脑上增加功能的）附加装

of…容纳得下，有…的余地

adversary／ledvasari／n．>（寸手，敌

置

admittedly／adrnitidh／adv.公认地，无

手，敌人

address ／ aldres ／ n ． 通 讯 处 ， 地 址

可否认地

adverse／izedV3:s／adj.不利的，相反

y．1．（在信封、包裹等上）写收信人

admonish／admDnU／y.1.温相而严正

的，敌对的

的地址（姓名）2．发表演说 3．称呼

地警告（责备）某人 2．劝告，告诫

adversity／ad『v3:siti／n．逆境，厄运，

adept／aidept／adj.擅长的，

ado／aldu:／n．立即

苦难，灾祸

adulterate 熟练的，精通的

adolescent

adequate／跨 dikwit／adj.适当的，充分

少年期的 n．青少年

advertisement／adv3:tisrriant／n．广告

的，足够的

adopt／aldDpt／y．1．采用，采纳，采

advertising

adhere／adihia／y．1．粘附，粘着 2．坚

取（态度等）2．收养 3．接受某种习

告宣传 2．广告业，广告事务

持，遵循

俗 4．正式通过

advice／adlvais／n．劝告，忠告，建议

adherence／adihiarans／n．信奉，坚持

adoption／9'dDpj'2n／n． 1.收养，领

advisable／adivaizabl／adj.可取的，明

adhesive／adihi:siv／adj.粘性物质（如

养 2．采用

智的

粘胶）的，带粘性的

adore／aido:／y．1．敬慕，钟爱，崇

advise／adlvaiz／y．1．劝告，忠告，

ad hoc／．zedihDk／adj.为某一特定目

拜 2．(infrril)很喜欢

建议 2．通知

的而安排的，特定的

adorn／aldo:n／y．装铂 i

adviser, advisor／adIvaiza／n．1．顾问，

／zedau ilesant

／adj.青

advertise／izedvataiz／y．登广告
／-zedvataiziJ／n．1．广

adrift／aidrift／adv.&adj.（船只）漂泊

指导教授 2．劝告者

adjective／‘zed3iktiv／n 形容词 adj.形

着（的）
，未曾系牢的

advisory／ad-vaizari／adj.咨询的，劝告

容词的

adroit／9idroit／adj.

adjoin／a'd30in／y．贴近，相接

灵敏的

advocacy／ledvokasi／n．辩护，提倡，

adult／izedAlt／n．成年人 adj.成年人

拥护

中止（开会、行动等）

的，己成熟的

advocate／izedvakit／y． 拥护，提倡

adjudicate／9d3u:dikeit／y.充当裁判，

adulterate

裁决，判决

或不纯的物质）
，掺杂

adjunct／‘zed3Ajkt／n 附属物，伴随物

adultery／9idAltari／n．

adjust／ald3Ast／y．1．整顿，整理，

adulthood

安排 2．使适应于（新环境等）

advance／adIva:ns／y.1．前进 2．提前，

特技（表演）

adjustment／9'd3Astmant／n 调整调节

向前移 n．1．前进，进步 2．贷款，预

aerobics／earaubiks／n．健身舞（操）
，

administer／adiminista／y.1．管理，主

付款』in advance 预先，在前

有氧健身操

管 2．执行，施行 3．给与，用（药等）

adv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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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acent／9'd3eisant／adj.邻近的

adjourn／ald33:n／y．

（使）休会，

熟练的，机巧的，

／aidAltareit／y.掺入（劣等

性的

n．提倡者，拥护者

aerial／learial／adj.1。空气的，大气的

通奸，私通

／izedAlthud／n．成年

／ad lva:nst／adj.1．在前面

2．航空的

／learau ibzetiks／n．飞行

aerobatics

aerodynamic／.earaudainze-miks／n．空

的 2．高深的，高等的，高级的 3．高

气动力学，气体动力学

n．1．（行政）管理 2．(AlrlrlE)政府

龄的，老迈的 4．先进的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ve ／ adiministra-tiv ／

advantage／adlva:ntid3／n．优势，益

空学，航空术

adj.1．管理的，行政的 2．政府的 3．执

处，利益』take advantage of 利用，乘…

aeroplane／earaple/,airplane/eaplein／n

行的，施行的，施政的

机／to one's advantage 对某人有利

飞机

administrator／administreita／n．1．管

advantageous／．zedvan ltei-d3as／adj.

aerosol／earaSDI／n．烟，雾

理者，行政人员 2．执行者

有利的

aerospace

admirable／izedmarabl／adj.令人赞叹

advent／izedvent／n．
（重要事件等的）

（即大气层及其外的太空）

的，令人钦佩的

到来、来临

aesthetics／i:sOetiks／n．美学，审美学

admiral／izedmaral／n．1．海军上将

adventure／adlventj'a／n．1.冒险 2．奇

affable／izefabl／adj.友善的，和蔼可亲

2．舰队司令

遇，冒险的经历

的

adventurism／adIvent farizam／n．冒险

affair／afea／n．1．事，事情，事件 2．事

赏，羡慕，钦佩

主义

务，事态 3．恋爱事件，私通事件

admire／adimaia／y 赞赏，钦佩，羡慕

adventurist /ad'ventj'arist／adj.&n． 冒

affectl／afekt／y．1．影响，起作用 2．感

admissible ／ admisabl ／ adj. 可 以 接 受

险主义者（的）

动，激起…的情绪 3．
（疾病）侵袭

的，可加以考虑的，可容许的

adventurous／adlventj'aras／adj.1．大胆

affect2／afekt／y．假装，装作

admission／ad rnij'2n／n．1.进入的许

的，富于冒险精神的 2．充满危险的

affection／9'fekj'2n／n．

可 2．入会费，入场费 3．承认，供认

adverb，laedV3:b／n．副词

affectionate

admit／adimit／矿．1．允许（人或物）

adverbial／ad iv3:bial／adj.副词的，状

情的，爱的

administration

admiration

/adiministrei-J'2n

／

／．茁 dmi'reij'2n／n．赞

进入 2．承认，供认，招认 3．
（指在一

／

leara ino:tiks／n．航

／‘earauspeis／n．航空宇宙

／

慈爱，友爱

9'fekj'anat

／adj.深

affiliate／aifilieit／y．
（指团体）加入（联
3

合）
，使隶属，附属于

大 3．时代，时期 4．(p/)很长时间，很

帮助，救护 2．助手，辅助物

affinity／afinati／n．1．构造相似，特

久』at the age of 在…岁时／be of age

AIDS ／ eidz ／ (abbre for Acquired

点相近，关系 2．喜爱 3．亲和性，亲

成年 y．变老，长大』be aged 有…岁

Immune

和力

aged／eid3id／adj.1．
老的，老年的 2．
陈

滋病，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征

affirm／aif3:m／y．坚称，断言，肯定

年的

ailing／eiliJ／adj.感觉不舒服，生病的，

地说

agency／Ieid3ansi／n．1．经办，代理，

有病的

affirmative ／ 9if3:mativ ／ adj. 肯 定 的

代理权 2．代理处 3．机构

ailment／ieilmant／n．轻微的病痈

n．肯定词，肯定的方式

agenda／ad3enda／n．
（会议的）议程

aim／eim／y．1．瞄准，对准 2．计划，

affix／afiks／y．1．使固定，贴上 2．签

agent／eid3ant／n．代理人，代理商

打算 n．目标，目的

署，盖印章

aggravate／laegraveit／y．力口重（病

aimless／ieimlis／adj.漫无目标的

afflict／afhkt／y．使身体（精神）痛苦，

情、负担等），使恶化

air／ea／n．1．空气，大气 2．空中，

折磨

aggregate／‘zegrigat／n．总数，合计

天空 3．气氛 4．态度，神情，风度』

affluent／lefluant／adj.富裕的，富有的

aggression／a'grej'2n／n．侵略，侵犯

by air 乘飞机，用飞机／on the air 广播

afford／aifo:d／y．有（能找到）足够

aggressive／9'gresiv／adj.1．侵略性的，

着，播送着／put on airs 摆架子 y．发

的时间（金钱）去（做某事）

攻击性的，爱寻衅的 2．有进取心的

表（意见等）

affordable ／ 9ifo:dabl ／ adj.1 ． 买 得 起

aggressor／agresa／n．侵略者

airbase／Ieabeis／n．军事机场

的，有能力购买的 2．担负得起的，担

aggrieved／a'gri:vd／adj.1.受委屈的，

airborne／ieabo:n／adj.

得起…风险的

感到痛心的 2．愤愤不平的

降的 2．
（飞机）在空中，飞行中

affront／afrAnt／y．侮辱，冒犯

agile／laed3ail／adj.敏捷的，灵活的

air-conditioned ／ -eakandiJ'and ／ adj. 有

afield／afi:ld／adv.远离着，在远处

agitate ／ized3iteit／ y.1 ． 鼓 动，煽动

空调设备的

afloat／aiflaut，adv.

2．使焦虑，使不安

aircraft／ieakra:ft／n． 航空器，飞机，

Deficiency Syn-drome)n．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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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运的，空

&adj.1．漂浮地

agitation

上应付自如的（地）

动，煽动 2．激动不安，焦虑

airfield／eafi:ld／n．飞机场

agnostic／zeg inDstIk／n．&adj.不可知

airforce／Ieafo:s／n．空军

进行中

论者（的）

airhostess／ieahDstis／n．
（客机上的）

afraid／afreid／adj.害怕，畏惧

ago／agau／adv.

afresh／a'frej'／adv.（指从头）再重新

agonizing ／ IeganaiziJ ／ adj. 使 人 痛 苦

airily／iearili／adv.轻松地，活泼地，

Africa／lefrika／n．非洲

的，折磨人的

轻盈地

African ／ izefrikan／n． &adj.非洲人

agony／‘茁 gani／n1．极度的痛苦 2．痛

airlift／eahft／n．1．
（指紧急情况下或

（的）

苦的挣扎

陆上交通断绝时的）空运 2．空中补给

after／ia:fta／prep. 1．在…之后，在…

agree／agri:／y． 1．赞同，同意，与…

线 3．空运的旅客，空运的货物 4．空

后面 2．追赶，追求 3．照…的样子，

意见一孜 2．与…相符，与…一致 3．
（性

运用的飞机 y．空运

依照』after all 毕竟／be after 追求，寻

情等）投合，和睦相处』agree with

airline／iealain／n．1 航线 2 航空公司

求／one after another -个接一个地 adv.

(about，on)同意，赞同，一致

airliner／ealaina／n．定期班机

之后，在后面，后来

agreeable／a'gri:abl／adj.1.惬意的，爽

airmail／ieameil／n．航空邮件，航空

afoot／afut／adv.&adj.

在酝酿中，在

／．zed3iiteij'2n／n．1．鼓

飞行器，飞船

（的）2．在船上 3．无欠债，
（经济）

…以前

女服务员，空中小姐

快的 2．易相处的 3．适宜的，适合的

邮政，航空邮票

后果，后效，副作用

agreement／a'gri:mant／n．1．同意，

airport／eapo:t／n．飞机场

aftermath /ia:ftamze0／n．(sing)（指不

一致 2．协定，协议

airstrip／'eastrip／n．（飞机急降落用

幸的）事件的余波，余殃，后果

agricultural／~egrikAltj'ar21／adj.农业

的）临时跑道

afternoon ／,a:fta Inu:n／n．下午

的，农艺的，农学的

airtight／eatait／adj.不透气的，密封的

agriculture／eegrikAltj'a／n．1．农业，

airway／'eawei／n．1．航线 2．如 f）

again／agein／adv.1．再（一次），又（一

农艺 2．农学

航空公司

次）2．重新』again and again 反复地，

aground／a'graund／adv.

一再地／now and again 不时地，间豉

船）搁浅，触礁

3．快活的，无忧无虑的

／over and over again -再地／time and

ah／Q：／int. （表示高兴、惊讶、感

aisle／ail／n．
（教堂、戏院等的）通道，

(time) again 多次，一再地

叹等）啊

走廊

against／9'geinst／prep.

ahead／aihed／adv.在前面，在前头，

ajar／a'd3a:／adj.（门等）微开着，半

着，冒着 3．预防，防备 4．与…对比，

向前』ahead of 在…前面，比…进步／

开着

以…，背景 5．靠着，倚』be against…①

get ahead of 超过…

a Ia carte／．zelaika:t /adj.＆adv. （指

反对②违背

aid／eid／y．援助，帮助聆．1．援助，

饭馆的饭菜）按菜单分别点菜的

aftereffect

afterward(s)

／ia:ftaiifekt／,z.（不良的）

／ia:ftawad (z)f adv.后莱

1.反对 2．逆

age／eid3／n．1．年龄 2．老年，年岁

&adj. （指

airy／eari／adj.1．通风的 2．空洞的

alarm／aila:m／n．1．警报 2．惊恐
4

y．1．向…报警，使警觉 2．使惊恐

况下）断言，声称

alphabet／‘zelfabit／n．字母表

alas／allzes／int.<表示悲痛、同情、遗

allegedly／9'led3idh／adv.据称，据指控

alphabetic( al)

憾等）唉，哎呀

allegiance

album／izelbam／n．照相簿，邮票册

国家等的）忠诚

alchemy／izelkimi／n．炼金术

allegory／‘zeligari／n．

／9'li:d3ans／n．（对首领、

／．zelfa ibetik (a1)／

adj.依字母顺序排列的，字母表的
already／o:lredi／adv.已经

寓言（体）
，

also／b:lsau／adv.也

讽喻（风格）

altar／b:lta／n．神坛，祭坛

alcoholic／．zelka ihDhk／adj.酒精的，

allergic／a13:d3ik／adj.过敏性的

alter／b:lta／y．变动

含有酒精的 n．酗酒者

allergy／‘zelad3i／聆． （因食物、药

alteration／lo:lta 'reij'2n／n．改变，变

alcoholism ／izelkahDhzam／n．酒精

物等而引起的）过敏症，敏感

更，更改

中毒，酗酒

alleviate／aili:vieIt／y．缓和，减轻（痛

alternate／lo:ltaneit／adj.交替的，轮流

ale／eil／n．淡色的啤酒

苦等）

的，交错的 y．
（使）交替，
（使）轮流

alert／a113:t／adj.1．警惕的，警觉的

alley／izeli／n．1．小巷，胡同 2．
（保

alternative／o:l lt3mativ／adj.1．两者

2．敏捷的，灵活的 n．警报』on the alert

龄球或九柱戏的）球道

（或两者以上）选一的，另一可供选择

(for)警惕着，对…保持戒备（状态）

alliance／ailaians／n．同盟．联盟

的 2．选择性的 n．1．取舍，抉择 2．替

y．向…发出警报

alligator／‘zeligeita／n（类似鳄鱼的）

换物，可供选择的方法

alga／‘zeiga／(p/ algae) 聆水藻，海藻

短吻鳄

although／o:116au／conj.

algebra／‘zeld3ibra／n． 代数，代数学

allocate／izelakeit／y．分配 配给

altitude／izeltitju:d／n 高，（指海拔）

alias／Ieihzes／聆。 （尤指罪犯使用

allocation ／zela 'keij'2n／n 分配，配给

高度

的）化名，别名，假名 adv.又名，别名

allot／aIIDt／n．分配，配给，分摊

altogether／p:lta'ge6a／adv.完全地，全

alibi／iaehbai／n 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allow／ailau／y．1．允许，许可 2．让…

部地

alien／Ieilj an／n．夕}侨，夕}国人

得到，同意给予 3．考虑到 4．承认，

aluminium ， /aluminum

adj.1．外国的，异邦的 2．敌对的

同意其为正当』allow for 考虑…

／n．铝

alienate／ieilj aneit／y．使疏远，离间

allowance ／ ailauans ／ n1. 津 贴 ， 补 助

alumna

alightl／ailait／y．
（从马背、车上）下

2．承认，认可』make allowance (s) for…

校友，女毕业生

来，下车

考虑到…，体谅到…

alumnus／aIIArrinas／n．男校友，男毕

alight2／9 ilait／adj.燃着昀，亮着的

alloy／izeloi／n．合金

业生

align／9ilain／y．1．使成一线，使成

allude／ailju:d／y．暗指，间接提及

always／‘o:lwiz／adv.1．总是，老是

一行 2．使结盟

allure／ailjua／y．引诱，诱惑

2．永远

alike／ailaik／adj.相同的，相像的 adv.

allusion／alju:3an／n．暗指，间接提及

am／zem；9m／be 动词的第一人称单

同样地，相似地

ally／izelai／n．同盟国，同盟者 y．
（使）

数现在式

alimony／izelimani／n（离婚以后或诉

联合，（使）结盟

amalgamate／9 rnzelgameit／y．
（指业

讼期间一方给另一方的）赡养费

almanac／io:lmanzek／n．1.历书，年历，

务、公司等）合并，混合

alive／ailaiv／adj.1．活着的，在世的

天文历 2．年鉴

amass／a-mzes，y．积聚，积累

2．有活力的，有生气的 3．充满着…

almighty／o:llmaiti／adj.全能的万能的

amateur／lzemata／n．

的 4 alkali／lelkalai／n．碱

almond／lQ:mand／n．杏仁

者 2．技术不精的人 adj.业余的，非职

all／o:l／adj.全部的，整个的，所有的

almost／io:lmaust／adv.

pron.全体，全部，所有的一切』above

差一点就…

amaze／arneiz／y．令（人）。晾愕，使

all(参见

alms／a:mz／n．施舍韧，救济金

（人）惊叹

above)／after all(参见 after)／in all 总

alone／9llaun／adj.1．单独的，孤独的

amazing／a-meiziJ／adj.令（人）惊愕

计 adv.都，完全／all but 几乎，差一点

2．只有，惟有 adv.1．独自 2．只有，

的，使（人）惊叹的

／all for 完全赞成／all in all 归根到底

仅仅』leave somebody alone

ambassador／zemibzesada／n 大使特使

／all of a sudden 突然／go all out 全力

／let alone 更不用说

以 赴 ／ all over… 在 各 地 遍 及 ／ all

along

right①行，好吧（身体）没问题／all

前』all along -直地，一向／along with

ambiguity／．zembi'gju:iti／n．模棱两

round 全面地／all the more 更加／all

与…一起／get along①进展②相处

可，含糊，不明确

the same 都一样

alongside／9'IDJ

ambiguous

Allah／izela／n．阿拉，真主（伊斯兰

并肩，并排

两可的，意义不明确的

教信奉之神的称呼）

aloof／ailu:f／adj.冷淡的，冷漠的，疏

ambition／zembij'2n／n．1.志向，抱负，

allay／9ilei／y．消除或减轻（恐惧、

远的

雄心 2．野心，奢望

怀疑等）

aloud／ailaud／adv.1 出声地 2．高声地

ambitious ／ zembij'as ／ adj.1 ． 有 雄 心

乙醇，酒精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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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cohol／lelkahDI／n．

／9'IDIJ／prep.

几乎，将近，

别打扰…

n．(AlrlrlE)女

1．业余爱好

业性的

amber／izemba／n．琥珀，琥珀色
沿着 adv.向

isaid／adv.相靠着，

allege／aled3／y．
（在提不出证明的情

／9'IArrina／

/aVu:-minam

ambience／lembians／n．气氛

／ zem'bigjuas ／ adj. 模 棱

的，野心勃勃的 2．劲头十足的
5

笑 2．给…娱乐（消遣）

4．
（表示强调）一再，反复』and so 所

物等）抱有矛盾心情的

amusement／aimju:zmant／n．1．喜乐，

以／and so on 等等

ambulance／lembjulans／n．救护车

兴趣 2．娱乐 3．文娱活动

anecdote／izenikdaut／n。轶事

ambush／lembuj'／n．埋伏，伏击

an／zen；an／art. （用于以元音音素

anew／anju:／adv.

amenable／9imi:nabl／adj.顺从的，服

开始的单词之前，意义参见 a 条。
）

angel／eind3al／n．天使

从的，听从的

'anaemia, anemia

amend／amend／y．修改，修正．改进

血，贫血症

amendment／aimendmant／n．修改，

anaesthesia,

修正，改进

n．1．麻醉 2．失去感觉，麻木

amenity／9rni:nati／n．(p/)方便设施，

*anaesthetic, anesthetic

生活福利设施，文娱康乐场所

／n．
（使人体局部或全身失去知觉的）

angrily／1aeJ grili／adv.1．愤怒地，发

America／arnerika／n．1 美洲 2．美国

麻醉剂（药）』local anaesthetic 局部麻

怒地，生气地 2．（指天或云）风雨交

American／9imerikan／adj.美国的，美

醉／general anaesthetic 全身麻醉

加地，狂风骤雨地

洲的 n．美国人，美洲人

anaesthetize,anesthetize ／ zeni:SOItaiz

angry／‘zeJ gri／adj.1．愤怒的，发怒

amiable／ieimjabl／adj.亲切的，和蔼可

／n．使麻醉，使麻木

的 2．狂暴的

亲的

anagram／lenagrzem／n 变形词或词组

anguish／‘zeJ gwij'／n 极度痛苦，烦恼

amicable／lemikabl／adj 友好的和睦的

anal／einal／adj.肛门的

angular／‘zengjula／adj.

amid／9imid／prep.在…之间，在…中

analogue，lenaIDg／n 类似物，相似体

角的，角形的 2．（指人）瘦骨嶙峋的

amidst／amidst／prep.在…中，…之中

analogy／9'nzelad3i／n．1.相似，类似

animal／1enimal／n．1．动物 2．野兽

amiss／a-mis／adv.1．错误的，不正确

2．类推，类比，比拟

3．兽性 4．粗野残暴的人

的 2．不顺当的，出错 adj.1．错误的，

analyse, analyze／izenalaiz／y．分析

animate ／ ‘zenimeit ／ adj.1. 有 生 命 的

有缺陷的 2．不合适的，不合时宜的

analysis ／ 9 nzelasis ／ (p/ analyses)

2．有生气的 y．赋予（某事或某人）

ammeter／lzemita／n．安培计

n．分析，分解』in the last (final) analysis

生命，使活泼

ammonia／arnaunja／n．氨

归根结底，总而言之

animation／‘zenimeij'2n／n．1．生气，

ammunition／zemju'nij'2n／n．弹药

analytic( al)

amnesia／zemini:zja／n．丧失记忆，健

析的，分解的

制作

忘症

anarchic／茁 na:kik／adj.无政府状态

animosity／．茁 nilrriDsati／n．仇恨，

amnesty／‘zemnisti／n．（丰旨对政治

的，无政府主义的，无法无天的

深恶痛绝

犯人的）大赦，特赦

anarchist／izenakist／n．无政府主义者

ankle／‘zejkl／n．踝，踝关节部

anarchy／lenaki／n．1．无政府状态

annals／izenalz／n．编年史，记年表，

2．混乱，无秩序

年鉴

anatomy／alnzetami／n．1.解剖学，解

annex／aineks／y 并吞（土地等）兼并

amoral／eimDral／adj.非道德性的，与

剖 2．人体结构

annihilate／anaialeit／y．消灭，歼灭，

道德无关的

ancestor／lzensesta／n．

amount／almaunt／n．1．总数 2．数量，

ancestral

数额 y．1．合计 2．相当于，等于』amount

祖宗的

announce／alnauns，y.

to（数量上）达到，
（意义上）等于

ancestry／1ensestri／n．
（集合名词）祖

2．广播，播音 3 通报，宣告…的来临

ampere／laempea／n（电流单位）安

先，世系

announcement／9naunsmant／n．宣布，

（培）

anchor／‘zejka／n．1．铁锚 2．
（电视

通告，预告

amphibian／zem ifibian／n．1．两栖动

节目等）主持人

announcer／anaunsa／n．1.（无线电）

物 2．水旱两生植物 3．水陆（两用）

anchorage／‘zejkarid3／n．抛锚地，停

广播员 2．（戏剧）报幕员

车辆、飞机 adj.两栖的，水陆两用的

泊所

annoy／9Tioi／y．1．使烦恼，使生气

amphibious ／zem ifibias／adj.水陆两

anchorman/‘zeJkamz/(panchormen)n．电

2．打搅

栖的（如青蛙等）

（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

annoyance／9Tioians／n 烦恼，烦恼事

ample／izempl，adj.1．足够的，充裕

anchorwoman ／ eejka Wuman ／ (p/

annual／izenjual／adj.每年的，年度的

的 2．宽敞的，广大的

anchorwomen) 新闻节目女主持人

annuity／anju:iti／n．年金

amplifier／lemphfaia／n．放大器，扩

ancient／einj'2nt／adj.古代的，古老的，

annul／aTiAI／y．宣告（婚姻、条约、

音器

古式的

契约等）无效，废除，撤销

amplify／lemphfai／y.1．详述，详加解

and／zend，and／conj.1．开口，与，

anode／izenaud／n．正极，阳极

说 2．放大（声音等）
，增强（音量）

以及 2．加上 3．
（代替 if 从句）那么

anomaly／9TiDrriah／n．异常或反常

／lemibivalant／adj.（对事

／9Ini:mia／n．贫

重新，再度

anger／‘zeIJ9a／adj.怒，愤怒』in anger
生气地，恼怒地 y．激怒；使发怒

anesthesia/zen-isOi:zia ／
／zen-isrOetik

anglel／Iaejgl／n．1．角 2．角度，观
点(= point of view)
angle2，1ejgl／y．垂钓，钓鱼

1.尖锐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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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ivalent

among

／9'IIIAIJ ／prep.1.在 …中 间

2．被…所围绕 3．是…之一
amongst

／9'IIIAIJ st／prep.在…中间

／~enahtik (a1)／adj.分

祖先，祖宗

／zen isestral／adj.祖先的，

生机，活泼，兴奋 2．动画片，动画片

彻底消除

anniversary／．zeni'v3:sari／n．纪念日

（现象、事物）

amuse／amju:z／y．1．逗…乐；逗…
6

1.宣布，预告

anonymity／?enanimati／n 无名，匿名，

antiquity，zenItikwati／n．1.古老，高

apiece／api:s／adv.各，每个

作者用名

龄 2．古物，古迹，古代风俗习惯

apologetic／9 iPDla 'd3etik／adj.道歉

anonymous／9'nDnirrias／adj.无名的，

antiseptic /．zenti' septik／adj.1．抗菌

的，认错的

不具名的

的，防腐的 2．不受感染的，无菌的 n．抗

apologize／9'pDlad3aiz／y.道歉

another／aTiA6a／pron.1．又一个，再

菌素，防腐剂

apology／apDlad3i／n．1．j 酋歉，认

一个 2．另一个』one after another -个

antler／lentla／n．鹿角

错，谢罪 2．
（为信仰等的）辩解

又一个地／one another 相互，彼此／

antonym／lzentanim／n．反义词

apoplexy／izepapleksi／n．

one way or another 以某种方式 adj.1．
另

anus／einas／n．肛门

apostrophe／aipDstrafi／n．书写中表示

-2．又一，再 3．类似的

anxiety／zeJ lzaiati／n．1．忧虑，担心，

所有或省略的符号(’)（如 I'm 中的[’]）

answer／la:nsa／y．1．回答 2．对…负

焦虑 2．渴望，热望

appalling/a'po:IiIJ／adj.骇人的，可怕的

责 3．适应，符合』answer back 回嘴，

anxious／‘zejkj'as／adj.

顶嘴／answer for 对…负责

虑的，不安的 2．渴望的，切望的

apparatuses) n．器械，设备

答，答话 2．答案』in answer to 作为回

anxiously／‘zejkj'ash／adv.1．忧虑地，

apparel／9lpzeral／n 衣服，服装，衣物

答，响应

焦急地 2．渴望地

apparent／apzerant／adj.1.明显的，显

ant／zent／n．蚂蚁

any／‘eni／adj.1． （用于否定，疑问

而易见的 2．外表的，表面上的

和条件从句中）一些 2．任何的，任何

apparently /9-pzerantli／adv 显然明显

一个的』at any rate （参见 at）／in any

地

antagonist /zen'tzeganist／n．对抗者，

case 不管怎么样 pron.1． -些 2．任何

appeal／api:l，n．1．感染力， 吸引力

对手

（人或事物）

2．恳求，呼吁 3．上诉

n．1．回

／zen'tzeganizam／n．对

antagonism

apparatus／zep3' reitas

／(p/ appar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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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对抗性

1.忧虑的，焦

中风

一些，少许，略微

anybody ／‘eni ibDdi／pron.1．某人，

appealing／a'pi:hIJ／adj.吸引人的

敌人，使对抗（对立），引起…的敌意

无论谁 2．任何人

appear／apia／y．1．出现，呈现 2．到

（反感）
，树敌

anyhow ／ enihau ／ adv.1 ． 无 论 如 何

达 3．似乎，显得，好像

antarctic／zent—a:ktIk／adj.南极的，南

2．以任何可能的方式 3．无论怎样

appearance

极地区的

anymore／‘eni'mo:／adv.（不）再，再

出场，露面 2．外貌，外观，外表

也（不）

appease／api:z／y．使 i 蔚足，平息，

的，先行的 n．前例，前事

anyone ／ ‘eniwAn ／ pron.1. 某 人 ， 谁

抚慰

antelope，izentilaup／n．羚羊

2．任何人

'append／apend／y．添加，附加（指加

antenna／zenltena／n．1 触须，触角

anything／‘eniOiJ／pron.1.某事，什么

于信末之后）

2．天线

事，任何东西』be anything but 根本不

appendicitis／apendisaitis／n．阑尾炎

anthem／lzenOam／n．1．圣歌，赞美

是／like anything 非常，十分迅速地

appendix/aipendiks(p/appendixes

诗 2．国歌

anytime／lenitaim／adv.

anthology／zenloDlad3i／n 诗集，文集

anyway／Ieniwei／adv.1．不管怎样，

appetite／eepitait／n．食欲，胃口

anthropology／penOra pDlad31／n．人

无论如何 2．不论用何种方法

applaud／aiplo:d／y.1．鼓掌，欢迎，

类学

anywhere／eniwea／adv.

antibiotic／lentibaiIDtik／n．抗菌素，

无论何处

applause／aiplo:z／n．1．鼓掌，喝彩

抗生素 adj.抗菌的，抗微生物的

apace／apeis／adv.急速地，快捷地

2．称赞，赞许

antibody／‘zentiibDdi／n．抗体（体内

apart／apa:t／adv.1．相隔，相距 2．离

apple／lepl／n．苹果

抗病物质）

开，离去 3．拆开』apart from…且莫说，

appliance／9iplaians／n 器具，机械，

antic／lentik／n．奇妙，滑稽

撇开…不说

装置

apartheid／3pa:theit／n．种族隔离制度

applicable／‘zephkabl／adj.生效的，适

预料，期待 2．抢先行动，先发制人 3．预

（尤指原南非当局的）

用的，可应用的

先考虑到，料到…并采取行动

apartment

anticipation／zentisipeij'2n／n．预期，

间 2．-套公寓房间

application

期望

apathy／laepaoi，n．漠不关心，无动

求，申请，申请表 2．应用，适用，运

antidote ／izentidaut／n 解毒剂解毒药

于衷，冷淡

用 3．施用，敷用药等

antilogarithm ／ ‘zenti lIDgari6am ／

ape／eip／n．类人猿』play the ape 模

apply／aplai／y．1．申请，请求 2．应

n．（数学的）反对数，逆对数

仿别人 y．模仿

用，施用，运用 3．适用

／zen'tzeganaiz／y．使成

antagonize

』the Antarctic 南极地区

／izenti'si:dant／adj.先前

antececlent

anticipate

／zen-tisipeit／y.1．预期，

antipathy／zen 'tipaoi／n．

’f 曾恶，

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

／a'pa:tmant／n．1．-套房

aperture／‘zepatjua／n．

孔，隙，窄

／a'piarans／n．1．出现，

appendices) n．1 附录 2．末尾 3．阑尾

欢呼 2．赞成，称赞

applicant／izephkant／n．

申请人

／．zeph'keij~n／n．1．请

appoint／9'point／y.1．任命，（委）派

憎恨，反感，引起反感的事物

的缺口

2．约定（时间、地点）

antique／zeniti:k／adj.古时的，古式的

apex／Ieipeks／n．顶点，最高点

appointee／9 poin rtii／n．被任命人，
被指定人

n．古物，古玩
7

appointment／a'pointment／n．1．约会

断的 2．霸道的，专横的

*ark，a:k／n．
（指圣经中所描述的方舟

2．职务，职位

arbitrate／ia:bitreit／y 仲裁，公断裁决

arml／a:m／n(p/)武器

arc／a:k／n．弧线，弧形

arm2／a:m／n．1．手臂 2．手臂状的

适当的，适

apposite／-zepazit／cr.dj.

东西』arm in arm 手挽手地／receive

合的，恰当的

arcade／a:ikeid／n．

appraisal／9ipreiza1／n 评定，鉴定，

一侧设有商店的）有盖通道

with open arms 热情而高兴地欢迎

评价

arch／Q：t，／n．拱，拱架结构 y．使…

armada／a:ma:da／n．舰队

appraise／9preiz／y 评定，鉴定，评价

弯成弓形

armament

archaeologist／.Q:ki'Dlad3ist／n．考古

武装力量 2．备战

学家

armchair／lQ:mtj'ea／n．有扶手的椅子

archaeology／ia:ki'Dlad31／n．考古学

armour, armor／la:ma／n．1．盔甲，铜

archaic／a:ikeiik／adj.过时的，陈旧的，

甲 y．为…穿盔甲，为…装甲

古代的

armoury／la:mari／n．军械库，兵工厂

archbishop／ia:tj'ibij'ap／n．大主教

armpit／lQ:mpit／n．腋下，腋窝

archer／lQ：t，9／n．弓箭手，射手

army／‘a:mi／n．1．军队 2．陆军 3．军

archetype／ia:kitaip／n1.原型 2．典型

4．大军，一大批

／

appreciable

9'pri:J'iabl

／adj.可

估计的，玎估量的，可察觉到的
appreciate

／9'pri:J'ieit／y.1．感谢，

感激 2．欣赏，鉴赏 3．评价，鉴别
／9 pri:J'ieij'2n／n．1．欣

appreciation

赏，赏识 2．感谢
／9'pri:J'iativ／adj.1．有

appreciative

欣赏力的，欣赏的 2 感激的
apprehend

／．zepriihend／y.逮捕
／．zepri'henj'2n／n．忧

apprehension

archipelago

拱廊，（两侧或

y．武装，装备

／ia:ki'pehgau／n．群岛，

群岛周围的海

／la:mamant／n．1．军备，

aroma／arauma／n．芳香，香气，香味
aromatic／芦 erau mzetik／adj.芳香的，

虑，恐惧

architect

apprentice／aIprentis／n 徒弟，学徒，

计师 2．缔造者

around／araund／adv.

徒工

architecture／‘a:kitekt fa ／n．1．建筑

附近 3．向四周 4．大约，在…左右』

学 2．建筑风格 3．建筑物

be around 来（访） prep.1．在…周围

香气的，香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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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kitekt／n．1.建筑师，设

approach／9'prautj'／y.

1.靠近，接近

1．至处 2．在

2．与…打交道 3．探讨，看待，处理 n．1

archive

靠近，接近 2．探讨，态度，方法

献 2．档案馆（室）

around the clock 昼夜不停地／around

archway／lQ:tj'wei／n．1．拱道 2．拱

the corner①在拐角处②即将到来

合的，适宜的

门，牌楼

arouse／a'rauz／y1．唤醒 2．唤起，激

approval／9ipru:va1／n1.赞成 2．认可，

arctic／lQ:ktik／adj.北极的，北极地区

起，引起（注意、同情、嫉妒、怀疑等）

批准

的』the Arctic 北极地区

arrange／a'reind3／y.1．整理，分类，

approve ／ 9'pru:v ／ y.1.} 比 准 ， 通 过

ardent，‘a:dant／adj.

2．赞成，称许

ardour，ardor／lQ:da／n．热情，热心

arrangement

approximate／9 一 prDksimit／adj.大

arduous／ia:djuas／adj.困难的，艰巨的

理，排列，布置 2．安排，准备，筹备

约，将近

are／Q：／be 动词的现在式复数形式

3．商定

apricot／一 eiprikDt／n．1．杏 2．杏

area／'earia／n．1．面积 2．地区 3．范

array／9lrei／n． 1．展示，陈列 2．排

黄色

围，领域

列整齐的一队人，一长列（物品）3．
（特

April／eipra1／n．四月

arena／alri:na／n．1．（古罗马圆形剧

殊场合穿的）盛装 4 arrears／arias／

场中央的）竞技场地，竞技场 2．活动

n．1．拖欠的债，拖欠的款项 2．待做

apt／zept／adj.1．恰当的，贴切的 2．易

场所，竞争场所

的工作

于…的

argue／lQ:gju:／y．辩论，争论

arrest／arest／y．1．逮捕，拘留，扣

aptitude／izeptitju:d／n1.自然倾向，天

argument

生才能 2．能力，才能

争论 2．论点，论据

arrival／alraiva1／n．1。至 0 达，抵达

aquarium／9ikweariam／n．水族馆，水

argumentative /a:gjumenta-ti／adj.1．
（指

2．到达的人（物）

族箱，养鱼缸

人）好争辩的，好争吵的 2．议论文的

arrive／araiv／y．1．到达，来到 2．作

aquatic／9ikwzetik／adj.水中（生）的

arid／lerid／adj.1．
（指土地）干燥的，

出（决定）
，得出（结论）等

Arabia／areibia／n．阿拉伯

不毛的 2．枯燥乏味的，无生气的

arrogance／leragans／n． 傲慢，自大

arise／a'raiz／y。1．兴起，发生，出现

arrogant／‘zeragant／adj.傲慢无礼的，

阿拉伯的，阿拉伯人的

2．站起来，起立，起身

骄傲自大的

Arabic／izerabik／adj.1．阿拉伯的，阿

aristocracy ／．aeri istDkrasi／n．贵

arrow／laerau／n．1．箭 2．箭头

拉伯人的 2．阿拉伯语言（文学）的 3．阿

族，贵族阶层，上层阶级

arsenal ／ia:sanal／n 军械库，兵工厂

拉伯字母的 n．阿拉伯语

aristocrat

arbiter／ia:bita／n．仲裁人，裁决人，

aristocratic/~erista'krzetik/adj.贵族的

art／a:t／n．1．艺术 2．技艺，技术 3．印

公断人

arithmetic /ariOmatik／n．算术

Z）人文学科

appropriate

／

9'praupriit

apron／'eipran／n．

／adj.适

围裙，I 作裙

Arabian／aireibian/n．

阿拉伯人 adj.

／ia:kaiv／n． 1．档案，文

热情的，炽热的

／‘a:gjumant／n．1．辩论，

／izeristakrzet／n．贵族

arbitrary／lQ:bitrari／adj.1.随意的，武

2．在…附近 3．绕过 4．各处，到处』

排列 2．筹备，安排 3．商妥，商定

／9'reind3mant／n．1．整

留 2．抓住，吸引 3 阻止，阻碍，抑制

arson／u:san／n．纵火（罪），放火

artery／lQ:tari／n．1．动脉 2．干线，
8

要道（道路、铁路等）

ask for 请求，要求

association

artful／ia:tful／adj.1．狡猾的，欺诈的

asleep，aisli:p／adj.1．睡着的 2．麻木

合，联盟 2．联想 3．协会，社团

2．熟练的，有技巧的，巧妙的

的，麻痹的

assorted／aiso:tid／adj.各种各样的，什

arthritis／a:Oraitis／n．关节炎

aspect／-茁 spekt／n．1．方面 2．面貌，

锦的，混合的

article／ia:tikl／聆．1．文章，论文 2．物

外表

assortment／aSo:tmant／n．各种各样，

件，物品 3．条款，条目

asphalt／izesfzelt／n．

articulate／Q:『tikjulit／y.1.清楚明白地

油 2．沥青、碎石和砂的混合物

assume／aisju:m／y．
1．
假定，
设想 2．
承

表达 2．用关节连接

aspiration／声 spa reij'2n／n．渴望，志

担，接受 3．装出，佯作』assuming that…

artifact, artefact／lQ:tifzektn 人工制品

向，抱负

假定…

artifice／lQ:tifis／n．诡计，欺骗

aspire／a'spaia／y．渴望，追求

assumption／9sAIIlp f2ri／n．1．假定，

artificial／ia:ti-fij'21／adj.1.人造的，人

aspirin／laesparin／n．阿司匹林

假设 2．假装

工昀 2．假装的，不自然的

ass／zes／n．1．驴 2．笨蛋，蠢人

assurance／arfuarans／n．1.担保，保证

artery／a:itilari／n．大炮，炮兵部队

assail／aiseil／y．猛烈攻击，痛打

2．肯定，确信 3．自信

artisan／la:ti'zzen／n．工匠，技工

assailant／aseilant／n．攻击者

assure／alfua／y．1．使确信，使放心，

artist／la:tist／n．1．艺术家 2．擅长做

assassin／aSzesin／n．刺客，暗杀者

向…保证 2．保障

某事之人

assassinate／alszesineit／y.暗杀，行刺

assuredly／9‘J'uaridh，adv.确定地，无

artistic／a:Itistik／adj.1 艺术的 2 雅致

assault／also:lt／n．猛烈地攻击，突击，

疑地

的

突袭 y．1．突击，袭击 2．殴打 3 强奸

asterisk／izestarisk／n．星状符号

as／zez，az／conj.1．像…一样 2．因

assemble／asembl／y.1．聚集，集合

asthma／lesma／n．哮喘

为，由于 3．当，在…时候 4．按照，

2．装配（机器等）

astonish／9'stDnij'／y 使吃惊，使惊愕

依照，如，同 5．尽管 6．以便，以致』

assembly／aisembh／n．1.集合，会合

astonishment／a'stDnijhiant／n．惊讶

as far as 据…，就…／as for 至于／as

2．议会

astound／aistaund／y．使震惊，使大吃

什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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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沥青，柏

／9 isausi'eij'2n／n．1．联

good as 几乎已经，实际已经／as if，

assent／alsent／n．

同意，赞同

一惊

as though 就像…似的／as long as 只

assert／aS3:t／y．1．宣称，断言 2．维

astral／跨 stral／adj.星的，星状的

要，长达…之久／as soon as -…就 adv.

护，坚持（权利等）

astray／alstrei／adj.&adv.迷途（的），

和…一样，像…那样 pron.像…那样的

assertion／9'S3:J’an／n． 1.语气肯定的

越轨（的）
，误入歧途（的）

人（物）prep.当作…

话．断言 2．主张坚持（权力、意见等）

astrology ／9'strDlad3i／n．占星学，

ascend／asend／y．登高，上升，升高

assertive／als3:tiv／adj.肯定的，断然

占星术

ascendant／aisendant／adj.权势日益增

的，武断的

astronaut／lzestrano:t／n 宇航员

强的

assess／a'ses／y．评估（价值或数额），

astronomer／9lstrDnama／n．天文学家

ascent／alsent／n．1．上升，升高，攀

评定，核定

astronomical ／ ~estra

登 2．上升坡度，上坡，上坡路

assessment

ascertain／zesa ltein／y 发现查明确定

定，核定

astronomy

ascetic／aisetik／n．

asset／lzeset／n．1．资产，财产 2．有

astrophysics／．zestrauifiziks／n．天体

义）者，苦行（主义）者，禁欲（主义）

价值的特性（技能）assiduous／aisidjuas

物理学

的，苦行（主义）的

／adj.刻苦的，勤奋的

asylum／9．sailam／n．1．庇护（所），

assign／9lsain／y．

避难（所）2．精神病院

&adj.禁欲（主

ascribe／aiskraib／y．

把…归因于，

／asesmant／n．评估，评

1．分配（房屋、

nDmIka ／

adj.1．天文学的，天体的 2 极其巨大的
／alstrDnami／n．天文学

认为…是某人所做

土地、工作、任务等）2．指定（时间、

asymmetric

ash／茁，／n．1．灰，灰末 2．(p/)灰

地点等）3．委派，指派

称的，不匀称的

烬，灰堆 3．印 Z）骨灰

assignment／alsainmant／n．1．分配，

at ／ zet ， at ／ prep.1 。（ 表 示 地 点 ）

ashamed／aj'eimd／adj.羞耻的，惭愧的

委派 2．（分派）的任务，指定的（课

在…2．
（表示时间或年龄）在…3．
（表

ashore／alfo:／adv.在岸上,在陆上，上

外）作业

示动作的方向或目标）向；朝着 4．
（表

岸，上陆

assimilate／aSimileit／y.1.消化，吸收

示动作的起因）由于，在…的情况下

ashtray／lej'trei／n．烟灰缸，烟灰盘

（食物、思想等）2．使…同化

5．在…方面 6．
（表示速度，数量，价

Asia／eUa／n．亚洲

assist／aSist／y．援助，帮助

格等）按照，以』at all costs 不惜一切

Asian／eij'2n／聆。&adj. 亚洲人（的）
，

assistance／alsistans／n．援助，帮助

代价／at anyrate 不管怎样／at ease 稍

亚洲的

assistant／alsistant／n． 1.助手，助理

息／at first 最初，开始时／at first sight

2．助教 adj.辅助的，助理的

乍一看，一见面／at hand 在身边／at

边 2．
（暂且）撇开不谈

associate／a'sauj'ieit／y.

home①在家②随便，无拘束③对…很

ask／a:sk／y．1．问，询问 2．要求，

2．使联合 3．联想 n．同事，同伴

aside／aisaid／adv.

1．在旁边，在一

请求 3．邀请』ask after 问候，问好／

1.结交，交往

／．zesi imetrik／adj.不对

熟悉／at last 最后，终于／at least 至少
／at once 马上，立即／at present 目前，

9

现在／at school 在上学／at sea 茫然，

attorney／2lt.3:111／n．(AlrlrlE)律师

不知所措／at the same time 同时／at

attract

times 有时，间或／at war 处于交战状

注意（兴趣）2．吸引

迹的，原作的，正宗的

态／at work 干 athlete／izeOli:t／n．运

attraction，alt rzekj'2n／n．1.吸引力，

author／b:Oa／n．1．著者，作家 2．创

动员

诱惑力 2．吸引物，喜闻乐见的事物

造者，创始人，发起人

athletic／zeOiletik／adj.1．运动的，体

attractive／9itrzektiv／adj.有吸引力的，

authorise authorize

育的，运动员的 2 体格健壮的，活跃的

诱人的，令人愉快的

权，批准，允许

athletics／zeiletiks／n 体育运动，竞技

attributel／altribju:t／y．把…归因于』

authoritarian

attribute to 把…归于

adj.1．专横（的）
，专制（的）2．专制

attribute2／izetribju:t／n． 1.性质，属

主义者，独裁主义者

性，特质 2．人（地位）的象征（标志）

authoritative

atmosphere／letmas fia／n1．空气 2．大

attrition／9ltrI，an／n．消耗，磨损

权威性的，可信赖的

气，大气层 3．气氛，环境

auction／‘O:kj'2n／n．

atmospheric／izetmas iferik／adj.大气

卖方式出售，拍卖

的，大气层的，空气的

auctioneer

atom／letam／n．1 原子 2 微粒 3 微量

audacious／3：‘deij'as／adj.1．愚勇的，

(a1)／adj.自传的，自传体的

atomic／aItDmik／adv.1．原子的 2．原

大胆的，鲁莽的 2．放肆的，无礼的

autobiography／.o:taubaiDgrafi／n 自传

子能的 3．原子武器的

audible／13:dibl／adj.听得见的，可听

autocrat／io:takrzet

到的

制君主 2．专横霸道的人

的，凶暴的，极恶的

audience／13:dians／n．1．听众，观众

autocratic／lo:ta ikrzetik／adj.独裁昀，

atrocity／9『trDsati／n．1．暴行，残

2．接见，会见

专制的

忍行为 2．丑恶的事物

audio／b:diau／adj.音频的，声音的

autograph

／‘o:tagra:f／n．（名人的）

attach／9lt 茁 t，／v．1．缚，系，贴 2．参

audiovisuals／-

亲笔签名

y．
（名人）亲笔签名，题名、

加（党派）3．把（重点等）放在

视听教具，直观教具

署名于…

attache／alt 茁 l'ei／n．使馆随员，使馆

audit／io:dit／y．核（数）
，查（账等），

automate／lo:tameit／y.（使）自动化

职员

稽查，审计

automatic／.o:ta' mzetik／adj.1．自动的

attachment／alt zetj'mant／n．1．联结 2

audition／3：‘dij'2n／n．（歌手、演员

2．无意识的

联结物 3 爱慕，情义 4 喜爱，依恋

等的）试音，试演

automation

auditor／io:dita／n．1．稽查员，审计

动，自动化 2．自动学

打 y．攻击，进攻，侵袭

员 2．旁听生

automobile／b:tamabi:l／n．汽车

attain／altein／y．1．达到，完成，获

auditorium ／io:di lto:riam／n．1．听

autonomous

得，实现 2．到达，至

众席，旁听席 2．(AlrlrlE)讲堂，礼堂

的，自主的，有自治权的

attempt／9『tempt／y．试做，尝试，

augment

企图 n．1．尝试，企图 2．试做的事，

增大，增加，增长，扩张

治权

未成功的事 3．攻击，侵害

August／b:gast／n．八月

autopsy／b:tapsi／n．验尸，尸体剖验

attend／aitend／y．1．出席 2．照料，

august／3：‘gAst／adj.威严的，尊严的，

autumn／b:tam／n．秋天

侍候 3．注意听』attend to…专注于…，

威风凛凛

auxiliary／o:g iziljari／adj.辅助的，备

照顾

aunt／a:nt／n．1．姑母，姨母 2．舅母，

用的

伯母

avail／caveil／y．利用

到场 2．出席人数，出席者（总称）

*aura／b:ra／n．气氛，气息

availability／9yeila ibiliti／n．可用性

attendant／altendant／n．1.侍者，服务

aural／13:ral／adj.听觉的

available／alveilabl／adj.

员 2．护理员

auspicious／3：‘spUas／adj.吉利的，吉

得到的

祥的

avalanche

Atlantic

／at ilzentik／n． &adj.大西

洋（的）
』the Atlantic (Ocean)大西洋
地图册

1． 引起…的

拍卖 v．以拍

authentic

／3:iOentik／adj.真正的，真

／lo:Oaraiz／y．授

／O:iODri『tearian／n．&

／ O:IODritativ ／ adj. 具

authority／3:IODrati／n1.权，权力 2．权
威 3．(p/ art)当局，官方 4 职权，权限

／io:kj'a'nia／n．拍卖人

autobiographic(al) ／ lo:taupaia'grzefik

／n1.独裁者，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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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las／letlas／n．

／aitrzekt／y.

亚人（的）
，澳大利亚的

atrocious

／9'trauj'as ／adj.非常残 忍

atiiack／aitzek，n．

attendance /aitendans

attention

攻击，进攻，攻

／n．1．出席，

／9'tenj'2n／n．1.注意，专

／

o:diauvizjualz／n．(p/)

o:g Iment

／

y．
（使）

／

lo:ta'meij'2n／n．1．自

／3:ltDnarrias／adj.自治

autonomy／3：ltDnarrii／n．自治，自

可用的，可

／‘zevala:ntj'／n．
雪崩 y．崩

心 2．立正之姿势』 pay attention to…

austere／Dlstia／adj.

注意…

峻的 2．清苦的，困苦的 3．不加装饰

avenge／alvend3／y．为…报仇，为…

attentive／altentiv／adj.1.注意的，当心

的，朴素的，简朴的

进行报仇』avenge oneself on 对…进行

的 2．有礼貌的，照顾周到的，殷勤的

austerity／Dlsterati／n．1.严峻，严厉 2。

报仇

attest／altest／y1 证明，证实 2．表明

严正，严肃，稳重 3．简朴，朴素 4．劬

avenue／‘zevinju:／n．1．林阴道，道

attic／izetik／n．顶楼，阁楼

Z）苦行

路 2．(AlrlrlE)（城市中的）大街 3．途

attitude／letitju:d／n．1．态度，看法

Australian /Dstreiljan／n．&adj.澳大利

径，手段

2．姿势

1．严厉的，严

落，涌至

average／izevarid3／n．平均数，平均
10

标准 adj.普通的，平常的，平均的 y．平

单身汉 2．学士』

志，象征

均达到

Bachelor of Arts 文学学士／

badgerl／'bzed3a／n．獾（居于地穴中

aversion／aIV3:J’an／n．1．厌恶，嫌

Bachelor of Science 理学学士

夜间活动的动物）

恶 2．讨厌的事物

back／bzek／adv.1．回来，回去 2．往

badger2／ibzed3a／y．缠着，问个没完

avert／arv3:t／y．1．防止，避免 2．移

后 3．以前』back and forth 来回地

badly／ibzedh／adv.1．恶劣地 2．有缺

开（目光）
，避开不看

n．1．背 2 后部』at one's back 支持某

点地，拙劣地 3．非常』be badly off 生

aviation／．eivi'eij'2n／n 航空，航空学

人／behind one's back 背着某人（说坏

活拮据，穷困

avid／levid／adj.渴望的，热切的

话等）／turn one's back on 不理，背弃

badminton

avoid／aivoid／y．避免，回避，躲开

y．1．支持 2．后退，使后退 adj.1．后

毛球（运动）

await／alweit／y．等待

面的，背后的 2．过去的，过期的 3．迟

bad-tempered /bzed itempad／adj.脾气

awake／aIWeik／y．1．醒过来 2．醒

交的，欠交的

坏的

悟，觉察，明白

backbiting／ibzek ibaitiJ／n 背后诽谤、

baffle／ibzefl／y．使困惑，使难倒，

awaken／aIWeikzn／y.1．叫醒，闹醒

中伤

使受挫

』awaken to 使认识到

backbone／ibzekbaun／n．1.脊骨，脊

bag／bzeg／n．口袋，包 y．1．装进

award／oiwo:d／y．授予，给以奖励

柱，脊椎 2．支柱，骨干 3．骨气，坚

口袋 2．猎获，抓到

n．奖品

定的品质

baggage／'bzegid3／n．行李

aware／a'wea／adj.知晓察觉，意识到

backbreaking

2．醒来，觉醒

／n．知晓，

ibzedmintan

／n．羽

baggy／'bzegi／①宽松而下垂的

工作）使人筋疲力尽的，费力的

bail1／beil／n．1．保释金 2．保释 y．保

backdate／ibzek'deit／y．宣布（某事物）

释某人

自过去某曰起即为有效

bai12／beil／y．舀出船中的水

3．
（表示位置、所有权的转移等）拿开，

backdrop／ib zekdrDp／n．1.背景幕

bait／beit／n。1．饵 2．引诱物，诱惑

扔掉 4．离…远 5．不间断地…下去』

2．背景

物 y．用饵引诱

do away with 消灭，取消／get away

backfire／ibzekfaia／y.1．适得其反，

bake／beik／y．1．烤，烘，焙（面包

from 摆脱，逃避／give somebody away

招致相反的效果 2（指车子等）发出回

等）2．烧硬，焙干（砖头等）

背 弃 ／ pass away 去 世 ／ right away

火声，（指内燃机等）逆火，回火

baker／ibeika／n．面包师

straight away 立即，马上

background

awe／3：／n．畏惧，害怕[心情 y．使

景 2．个人的背景资料

敬畏，威吓

back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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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weanas

／‘bzekbreikiJ／adj.（指

／

awareness

察觉，意识到

away／9lwei／adv.

1．离开 2．不在

awesome／'o:sam／adj.

令人敬畏的，

／‘bzekgraund／n．1．背

／

bakery／ibeikari／n．面包店

balance ／ ibzelans ／ y.1 （ 用 天 平 ） 称

ibaekhzend／n．（网球

等）反手抽击

2．
（使）平衡，使…均等 3．权衡，对

比，比较 4．结账，清账 n．1 天平，
秤 2．平衡，均势，抵消 3 结余，余额

可怕的

backside

／ibzeksaid／n．臀部

awful／13:ful／adj.1 令人畏惧的，可怕

backup／ibzekAp／n．

的，令人敬畏的 2 威严的，庄重的，令

用物 2．后备人员，支援者 3．
（计算机）

场的）楼厅

人崇敬的 3．极度的，非常的，极坏的

备份 y．
（计算机）备份

bald／bo:ld／adj.1．秃顶的，光秃的

awfully／b:fah／adv.1．令人畏惧地，

backward

令人敬畏地 2．非常，很，了不得

2．落后的，不发达的 3．迟钝的

awkward／io:kwad／adj.1.笨拙的，不

backwards

熟练的 2．使用不便的 3．尴尬的 4．难

adv.1．向后走，倒退着 2．（顺序）侄

险恶的

应付的，难处理的

0，逆』backwards and forwards 来回地

balk／bo:k／y．犹豫不决，举棋不定

awkwardly／13:kwadh／adv.笨拙地，不

backwater

熟练地

滞水，淤水 2．穷乡僻壤

ba112／bo:l／n．舞会

axe ax／zeks／n．斧（子）

backyard／ibzekja:d／n（住宅的）后院

ballad／ibzelad／n．1．歌谣，民谣 2．叙

axiom／izeksiam／n 公理，格言，原则

bacon／ibeikan／n．咸猪 l 为熏猪肉

事歌谣

axis／izeksis／n．1 轴，轴心 2 轴线

bacteria／bzekitiaria／n．细菌

ballast／ibzelast／n．压载物，压舱物

axle／laeksa1／聆．轴，车轴，轴干

bad (worse, worst)／bzed／adj.1．环的，

y．给…装压舱物（压载物）

babble／ibzebl／y．含糊不清地说，胡

不好的 2．不舒服 3．严重的，厉害的

ballerina／bzelalri:na／n 芭蕾舞女演员

言乱语地说

4．变质的 5．糟糕的，难闻的』be bad

ballet／ibzelei／n 芭蕾舞（曲、居、团）

baby／ibeibi／n．1．婴儿，小儿 2．小

for 对…有害／feel bad about 为…感到

bailistics／baihstiks／n．（有关枪炮发

动物，幼畜 adj.微型的

难受，抱歉／go bad 腐败，变质／go

射的）弹道学 ballistic missile 弹道导弹

baby-sit／ibeibisit／y．（代人临时）照

from bad to worse 每况愈下

balloon／bailu:n／n．气球

看婴儿

badge／bzed3／n．1．徽章，像章 2．标

ballot／ibzelat／n．1．选票 2．（不记

1．候补，备

／ibzekwad／adj.1．向后的
／

-bzekwadz

2．无装饰的，不加虚饰的

bale／beil／n．大包，大捆 y 把…打包

／

／ibzekwo:ta／n．1．死水，

bachelor／ib 茁 trala／n．1．未婚男子，

balcony／ibzelkani／n．1．阳台 2．
（剧

baleful／ibeilfal／adj.凶恶的，有害的，

ball1／bo:l／n．1．球 2．球状物

名）投票 3．投票总数』ballot box 授票
11

箱 y．投票

baptize／bzep ltaiz／y．给…施洗礼

barrow／ibzerau／n．1．手推车 2．独

ball-point pen／bo:lpointpen／n 圆珠笔

bar／ba:／n．1．酒吧间 2．条，杆，

轮手推车

balm／ba:m／n．药油

棒 y．1．闩上 2．阻挡，拦住

barter／ibQ：t9／y．&n．以物易物，

balmy／iba:mi／adj.（指气候）温和的，

barbarian

和煦的，宜人的

adj.不文明的，野蛮的，残暴的

basel／beis／n．基础，基地，底层

balustrade／pzelasltreid／n 栏杆，扶栏

barbaric ／ ba:ibzerik ／ adj.1. 残 暴 的

base2／beis／y．把…设在，以…为基

bamboo／bzemibu:／n 竹子，竹竿

2．像野蛮人的 n．野蛮（状态）
，未开

地』base sth on (up on)以…为基础，

ban／bzen／y．&n．禁止

化状态

以…力根据

banal／bana:l／adj.陈腐的，平庸的，

barbarous／iba:baras／adj.1．未开化的，

base3／beis／adj.卑鄙的，下贱的

乏味的

原始的 2．野蛮的，残暴的

baseball／ibeisbo:l／n．1．棒球（运动）

banana／bana:na／n．香蕉

barbecue／iba:bIkju:／n． 1.烤肉用的

2．垒球（运动）

band／bzend／n．1．-帮，一伙（人）

台架 2．烤肉野餐 y．在台架上烤（肉）

basement／ibeismant／n．地下室

2．乐队 3．带，带形物，箍 4．镶边，

barber／ba:ba／n．理发师

bash／bzej'／y 使劲打，狠打，
痛殴 n．
重

嵌条 5．
（收音机）波段，频带 y．1．用

bare／bea／adj.1．赤裸的，裸露的 2．无

击，猛攻』have a bash at_尝试一下

带绑扎 2．联合

遮蔽的 3．空的 4．稀少的，仅有的，

bashful／ 'bzej'ful ／adj. 害羞 的， 羞怯

bandage／'bzendid3／n．绷带 y．用绷

勉强的 y．露出，暴露

的，腼腆的

带包扎

barely／ibeah／adv.勉强，好容易才

basic／ibeisik／adj.基本的，基础的，

／ba:ibearian／n．野蛮人

以等价物作交换

bargain／'ba:gin／y．议价，讨价还价

首要的

bandwagon／ibzendyaegan／n．潮流，

n．1．廉价货 2．舍同，协议 3．交易』

basically／ibeisikh／adv.基本上，根本

浪头』jump/climb/get on the bandwagon

drive a bargain 讨价还价

上，从根本上说

J|顷应潮流，随大流

barge／ba:d3／n．平底载货船，驳船

basics／ibeisiks／n．基本因素，基本原

bane／bein／n．祸根，灾星

baritone／ibzeritaun／n．男中音

理，概要

bang／bzeJ／y．1．猛撞，猛敲 2．砰

barkl／ba:k／y．1．（狗、狐等）吠，

basin／ibeisn／n．1．盆，水盆，洗脸

的关上（门等）3．发出砰的一声 n．1．猛

叫 2．
（枪、引擎等）发出声响 3．
（人）

盆 2．盆地，流域

击 2．砰的一响

大声喊叫，骂，咆哮 n．1．吠叫声，

basis／ibeisis／(p/ bases)n．基础，根据』

banish／'bzenij'／y．1．放逐，驱逐出

狗吠似的声响 2．叫喊

on the basis of 根据

境 2．忘却，不去想

bark2／ba:k／n．树皮

bask／ba:sk／y．舒适地晒太阳

banister／ibzenista／n．
（楼梯的）扶栏

barley／iba:h／n．大麦

basket／iba:skit／n．1．篮，筐 2．-篮，

banjo／'bzend3au／n．（指用于演奏流

barn／ba:n／n．1．谷仓 2．牲口棚

一筐

行音乐的）班卓琴

barometre, barometer

bankl／bzejk／n．银行 y．把（钱）存

n．晴雨表，气压表

2．篮球运动

入银行

baron／ibzeran／n．1．男爵 2．
（商业

bass／beis／n．1 男低音（歌手）2 低

bank2／bzejk／n．1．埂，垄 2．河岸，

界等）巨头，大王，大亨

音乐器 3 低音大提琴 adj.（男）低音的

堤岸

baroque ／baIrDk ／adj.

banker／ibaeJ ka／n．银行家，银行高

(17 世纪欧洲流行的一种艺术风格)的

2． （动、植）杂神 3． (slang)坏种，

级职员

barracks／ibzeraks／n．1．营房，兵营

讨厌鬼，残忍无情的人 4．假冒品，劣

banking／ib zeD kiiJ／n．1．银行业

2．
（工地的）临时棚屋，工棚

等货，代用品

2．银行业务

barrage／‘bzera:3／n．1．掩护炮火，

bastion／ibzestian／n．1 城堡 2．堡垒

bankrupt／baeqkrApt／y．使破产 adj.

齐射炮火，齐射式的攻击 2．拦河坝，

batl／bzet／n．
（棒球或板球）球棒，
（乒

破产的』go bankrupt 破产

堰，水坝

乓球）球拍

bankruptcy／ ‘bzejkrAptsi ／ n．破产

barrel／ibzeral／n1 桶 2 炮管，枪管

bat2／bzet／n．蝙蝠

（状态）

barren／ibzeran／adj.1．
（土地）贫瘠的

batch／bzetj'／n．-批，一组，一群

banner／ibzena／n．1．旗『帜 2．横

2．不孕的，不育的，不结果实的 3．无

bath／ba:0／n．1．洗澡，沐浴 2．澡

幅』under the banner of 蚁…的名义（进

用的，无效果的，无实际内容的

盆，浴池，浴缸

行某项工作）

barricade／;bzerikeid／n．路障，街垒

bathe／bei6／y．1．冲洗（伤口等）2．洗

banquet／'bzeJ kwit／n．宴会 y．宴请，

y．设路障，封闭，拦阻

澡，沐浴

参加宴会

barrier／ibzeria／n．1．栅栏，篱笆 2．障

bathroom／iba:Orum／n 浴室，盥洗室

banter／ibzenta／n．嘲弄，戏谑，挖苦

碍，障碍物

baton／ibzetan／n．1．乐队指挥棒，

y．取笑，逗弄，开玩笑

barrister／ibzerista／挖．（丰旨英国在

警棍 2．接力棒

baptism／ibzeptizam／n．1.（基督教的）

高等法院出庭辩护的）大律师

battalion／baitzeljan／n． 1.营 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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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it／ibzendit／n．土匪，强盗

洗礼，浸礼 2．洗礼，考验

／ barDrriita ／

巴罗 克风 格

basketball

／iba:skitbo:l／n．1．篮球

bastard ／ iba:stad ／ n ． 1 ． 私 生 子

大军，一大批（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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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ter／ibzeta／y．1．连续猛击，炮击

beating／'bi:tiJ／n．1．责打，笞打 2．败

beguile／bi'gail／y．1．使着迷，使陶

2．打烂，用 1 日

北 3．
（心脏的）跳动

醉 2．欺骗，诱骗

battery／ibzetari／n．1．电池（组），

beautiful，ibju:taful／adj.1.美丽的，漂

behalf／biiha:f／n．利益（只用于下例

电瓶 2．排炮

亮的 2．极好的，令人愉快的

词组中）
』on behalf of，on sb's behalf①

battle／ibzetl／n．1．战役，战斗 2．斗

beautify／ibju:tifai／y．美化

为了…的（利益）②代表…，替代

争 y．战斗，与…斗争

beauty／ibju:ti／n．1．美，美丽 2．妙

behave／biiheiv／y．举动，表现，检

battlefield／ibzetlfi:ld／n．战场

处，美点 3．美人，美的东西

点（自己的行为）
』Behave yourself!放

bawl／bo:l／y．大嘁大叫，大声地嘁，

because／biikDz／conj.因为』because

规矩点！

咆哮

of 由于，为了

behaviour,

bayl／bei／n．海湾，湾

beckon／ibekan／y 向（某人）示意，

n．举止，行为

bay2／bei／n．狗吠声

召唤

behead／biihed／矿．砍头，斩首

bayonet／ibeianit／n．枪刺，刺刀

become／biikAm／y．1．变成，成为，

behind／biihaInd／prep.1.在…后面，

bazaar／baiza:／n．1．义卖 2．（东方

变得 2．对…合适』become of 发生…

到…后面 2．（指时间）比…晚

国家的）市集，商店（集中区）

情况；…怎么啦

behind the scenes 在幕后／behind the

be／bi:，bi／aux.y．1．是，等于 2．存

bed／bed／n．1．床 2．花圃 3．
（河，

times 过时，落在时代后面 adv.1．在后

在，有 3．去过（某地）4．发生于 5．做，

湖，海的）底部』go to bed 去睡觉／in

面．往后面 2．落后，晚了／fall behind

成为 6．（帮助构成被动语态）7．（帮

bed 在床上，
（在）睡觉／make the bed

落在后面／leave behind 留下，忘了带

助构成进行时态）8．
（与不定式连用，

铺床／put…to bed 安顿…睡觉

／stay behind 留下

表示约定、计划等）

bedding／ibediJ／n．寝具

beige／bei3／adj.米黄色

beach／bi:tj'／n．海滩，湖滩，河滩

bedroom／ibedrum／n．卧室

being／'bi:iJ／n．1．存在物 2．生物，

beacon／ibi:kan／n．：烽火，（警告用

bedtime／ibedtaim／n．上床时间，就

人』human being 人

的）闪光灯，灯塔

寝时间 adj.适用于（或通常用于）临睡

belie／biilai／y．掩饰，使人对…产生

bead／bi:d／n．珠子，念珠

前的

错觉

beak／bi:k／n．1．
（鸟等的）嘴，喙 2．鸟

bee／bi:／n．蜂，蜜蜂

belief／biili:f／n．1．信仰 2．信条 3．相

嘴状物

beef／bi:f／n．牛肉

信 4．信念 5．信任

beaker／ibi:ka／n．1．（无柄的）大口

beeper／ibi:pa／n．寻呼机

believe／biili:v／y．
1．
相信 2．
认为 3．信

酒杯 2．
（卖验室等处的）烧杯

beer／bia／n．啤酒

任，信赖』believe in 相信，信仰／make

beam／bi:m／n．1 梁 2（日光、灯光等）

beet／bi:t／n．1．甜菜 2．甜菜根

believe 假装

（一）道，
（一）束 y．1 微笑 2 发光

beetle／ibi:tl／n．甲壳虫

bell／bel／n．1．钟，铃 2 钟声，铃声

bean／bi:n／n．豆（子）
，菜豆』full of

befall／bifo:l／y．发生，降临于，对…

bellow／ibelau／y．1．吼叫，怒叫 2．大

beans (infrril)精力充沛的

发生

声发出

befit／bifit／y．适合于，对…适应

belly／ibeh／n．1．腹部 2．胃部

／

biiheivj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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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

bean-sprout

／bi:n spraut

／n．豆芽

1．（指位置或次

bearl／bea／y．1．承担，负担，负荷

before／bifo:／prep.

2．承受，忍受，容忍 3．结（果实）
，

序）在…前面 2．
（指时间）在…以前』

在（某处）
』belong to 属于

生育

before long 不久，一会儿之后／the day

belongings／bi'IDJIJz／n 财产，所有物

bear2／bea／n．1．熊 2．粗鲁的人，

before yesterday 前天／the week before

beloved／bi iIAvd／adj.

笨拙的人

last 上星期 conj.在…之前口咖．以前

的 2．被热爱的，敬爱的 n．心爱的人，

beard／biad／n．
（下巴上的）胡须，络

beforehand／bi ifo:hzend／adv.预先事

爱人

腮胡子

先

below／biilau／prep.在…以下，在…下

bearing／‘beariJ／n．1．举止，风度 2．方

beg／beg／y．1．请求，恳求 2．乞讨，

面 adv.在下面，往下面，在下方

位，方向感 3．轴承

乞求』I beg your pardon 聆．①对不起，

belt／belt／n．1．带，腰带 2．皮带 3．地

beast／bi:st／n．1．
（四足）兽 2．牲畜

请原谅。②请再说一遍。

带，区

3．凶残的人 4．举止粗鲁的人

beggar／'bega／n．乞丐，穷人

bemoan／bimaun／y．1．悲叹，哀泣，

beastly／ibi:stli／adj. （指人或物）令

begin／bigin／y．开始』to begin with①

痛哭 2．惋惜，不满于

人讨厌的，极糟的，可恶的

第一原先，本来／begin with 以…开始

bemused

beat／bi:t／y．1．打，敲 2．打败，取

beginner／bi'gina／n．初学者，生手

的，茫然的

胜 3．
（心）跳动』beat about the bush

beginning

绕弯子说话／beat off 打退／beat time

2．开头部分

benchmark／ibentj'ma:k／n．基准点，

打拍子／beat up somebody 痛打某人

begrudge ／ bi'grAd3 ／ y.1. 对 … 不 满

参照点

n．1．敲击 2．跳动 3．节拍 4．
（警察、

2．妒忌

bend／bend／y．1．使弯曲 2．屈身 3．屈

／biginiJ／n．1.开始，开端

belong／bi'IDJ／y．1．属于 2．适合放

1.为…所爱

／biimju:zd／adj.困惑不解

bench／bentj'／n．1．长凳 2．工作台

从 4．
（目光、精力等）集中于

哨兵的）巡逻路线
13

n．弯

曲，弯曲处，拐弯处

bewitch／bilwitj'／y．1．施魔力于 2．使

望远镜

beneath／bini:0／prep.在…（正）下方，

着迷

biochemistry

在…底下，低于

beyond／biijDnd／prep.

1.在…之外，

／baiau ikemistri／n．生

物化学

在…的更远处 2．到…以后，晚于 3．超

biographic( al)／ibaiau'grzef ik (a1)／

祝福

出（能力，范围等）4．除了…之外

adj.1．关于一个人生平的 2．传记的

beneficial／ibeni-fij'21／adj.有益的，有

bias／ibaias／n． &y．
（抱有）偏见，

biography

好处的

（具有）倾向性

2．传记文学

beneficiary／benifUiari／n．受惠者，

Bible／ibaibl／n．圣经 The Bible 圣经

biological

受益人

bibliography／ibibIi'Dgrafi／n．书目，

物（学）的

目录，参考书目

biologist

处 2．恩惠 3．津贴，救济金，保险赔

bicker／ibika／y（为小事）吵嘴，争吵

biology／baiIDlad3i／n．生物学

偿费 y．有益于

bicycle／ibaisikl／n．

benediction

benefit

／ibeni'dikj'2n／n．祈福，

／ibenifit／n． 1．禾盏，好

自行车

／bai'Dgrafi／n．1．传记
／

ibaia'IDd3ika1／adj.生

／bai'Dlad3ist／n．生物学家

biotechnology

／

-baiauteknD-lad3i

／biinevalans／n．1 仁

bid／bid／y．1．命令，吩咐 2．
（拍卖

／n．生物工艺学，生物工程

慈，慈善，慈悲 2．善意，善行 3 捐款

时）喊（价），出（价）3．企图，努力

bipartisan／ibaipa:ti lzzen／adj.两党的

n．1．出价投标 2．企图，努力

birch／b3:tj'／n．1．桦树 2．桦树条（体

bifocals／paifaukolz／n 远近视两用眼

罚用）

镜

bird／b3:d／n．鸟，禽

benevolence
benevolent

／biinevalant

／adj.仁慈

的，慈善的
benign／biinain／adj.

1．开口蔼的，

big／big／adj.1。大的 2．重要的 3．自

birth／b3:0／n．1．分娩，诞生 2．出

bequeath／biikwi:6／y．遗赠，遗留

大的，说大话的』talk big 吹牛／big shot

身，血统 3．起源，开始』give birth to①

bequest／bi ikwest／n．遗产，遗赠物

重要人物

生，生产②引起

bereaved／biiri:vd／adj.丧失亲人的

bigot／'bigat／n．偏执的人，顽固者

birthday／ib3:Odei／n．生日

berry／iberi／n．浆果

bike／baik／(abbre for bicy-cle)n 自行

birthplace ／ ib3:Opleis ／ n ． 1. 诞 生 地

berth／b3:0／n．1．（船或火车上的）

车

2．发源地

卧铺 2．泊位，锚地

bikini／biiki:ni／n．比基尼泳装，三点

birthrate／ib3:Oreit／n．出生盎

beset／biiset／y．不断攻击

式泳装

biscuit／ibiskit／n．饼干

bilateral／．bai llzetaral／adj.双边的，

bisect／baiisekt／y．把…分为（通常相

双方的

等的）两部分，平分

bile／bail／n．1．胆汁 2．坏脾气

bishop／ibirap／n．1．（基督教的）主

（尚有…）adv.而且，还有，除此之外

b 川 ngual／baihJ gwa1／adj.熟悉两种

教 2．
（国际象棋）象

besiege／bI'si:d3／y．围攻，包围

语言的，能说两种语言的，两种语言的

bitl／bit／n．1．-点，一小块，少量 2．-

best／best／(good 的最高级)adj.最佳

b 川／bil／n．1．账单 2．单子，清单

会儿，片刻』bit by bit -点点地／do one's

的，最好的』at (the) best 充其量不过…

3．招贴，广告，传单

bit 尽一份力／every bit 完全（一样）

／at one's best 全盛时期

billiards／ibiljadz／n．台球

／to bits 成为碎片／bits and pieces 七

bestow／biistauy 把…赠与，把…给予

b 川 ion／ibiljan／num.1．十亿（美制）

零八碎的小东西

bestseller／ibest．sela／n． 畅销书

2．万亿，兆（英制）

bit2／bit／n．
（电脑）比特，二进制位，

bet／bet／y．赌，打赌，赌钱』You bet.

b 川 OW／ibilau／n．1 波浪般滚滚向

二进制数字

(slang)当然，一定。n．赌注，赌钱

前的东西（如烟、火等）2 巨浪，波涛

bitch／bitf /n.1．母狗 2．(derog)恶婆娘，

betray／biitrei／y．1．背叛，出卖 2．辜

bin／bin／n．
（装货物或垃圾的）大口

坏脾气的女人

负，不忠于 3．泄露（秘密等）

箱子，垃圾箱

bite／bait／y．1．咬 2．（刀，剑等）

binary／ibainari／adj.1．由两部分合成

切入，刺穿 3．
（鱼）上钩托．1．-口，

好的，较佳的』no better than…与…一

的，双重的 2．二进制的

少量<食物）2．咬伤 3．刺痛，剧痛

样，不比…好／be better off 生活良好，

bind／baind／y．1 捆，缚，绑 2．包扎

bitter／ibita／adj.1．有苦味的 2．辛酸

生活更佳／had better do_最好…

3．装订 4 使受（法律、誓言等）约束

的，痛苦的 3．厉害的，剧烈的 4．严

between／biIt wi:n／prep.1.在两者之间

binder／ibainda／n．1．装订者，装订

寒的，刺骨的 5．怀恨的，抱怨的

2．-起，合作』between you and me 咱

机 2．活页封面

bitterly ／ ibitah ／ adv.1 ． 带 有 苦 味 地

俩 私 下 说 adv. 在 中 间 』 few and far

bindiing／'baindiJ／n．书籍的封皮

2．悲痛地，厉害地

between 不常有，稀少

binge／bind3／n．狂饮，纵饮

bizarre／biiza:／adj.古怪的，怪诞的

beverage／'bevarid3／n．饮料

bingo／'bingau／n．宾戈（一种以金钱

black／blzek／adj.1．
黑的，黑色的 2．
黑

beware／biIwea／y 注意，小心，提防

或财物作输赢的赌博）

人的 3．黑暗的 4．阴沉的，愤怒的』

bewilder／bilwilda／y．迷惑，把…弄

binocu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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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祥的 2．（肿瘤等）良性的

beside

／bi isaid／prep.

1.在…旁边

2．和…比较』beside oneself with 极度…
besides

better

／bi- saidz ／prep.除…之外

／beta／(good 的比较级)adj.更

／bai inDkjUlaz，n．双筒

糊涂

black and blue（打得）青一块紫一块／
in black and white 白纸黑字（写下来）

14

／black eye（打得）眼圈发黑 n．1．黑，

2．为…祝福』be blessed with 受惠，在…

爆炸，爆破

黑色 2．黑人

方面有福

blow2／blau／n．1．-击，打击 2．灾

blessed／iblesid／adj.1．神圣的，受上

祸，沉重的打击』at one blow -举，一

blacken／iblzekan／y.1．使黑，使暗

帝恩宠的 2．带来愉快的

下子／come to blows (over sth)（为某

2．损坏形象，中伤，诋毁，抹黑

blessing／'blesiJ／n．1．祈神赐福的祷

事）打起来

blackmail／iblzekmeil／n．1.讹诈，敲

告 2．祝福 3．使人感到幸福的事情

blue／blu:／adj.1．蓝色的 2．沮丧的，

诈，勒索 2．胁迫，恫吓

blind／blaind／adj.1．眼睛失明的，盲

忧郁的 n．蓝色』once in a blue 难得一

人的 2．盲目的，视而不见的，无识别

次／out of the blue 出乎意料地

防止空袭的）灯火管制 2．（暂时的）

能力的』go blind 失明

blueprint／iblu:print／n 蓝图

失去知觉 3．封锁消息

blink／blijk／y．1．<星星）闪烁 2．
（眼

blues／blu:z／n．布鲁斯音乐（歌曲）

blacksmith／iblzeksmi0／n．铁匠

睛）眨眼

bluffl／bIAf／y．1．骗某人做某事，

bladder／iblzeda／n．1．膀胱 2．（可

bliss／bhs／n．极乐，巨大的幸福

骗某人相信某事 2．虚张声势，吓唬

充气或充水的）囊袋

blister／ibhsta／n．1．（皮肤上的）水

n．虚张声势，吓唬／call sb's bluff 接

blade／bleid／n．1 刀刃，刀日 2 叶片

疱 2．（橡胶轮胎上、上过漆的木材上

受某人挑战

blame／bleim／y．

的）气泡

bluff2／bIAf／adj.（指人）粗率的，坦

找…的差错 2．把…归咎，推诿』be to

blitz／blits／n．1．闪电式的猛烈空袭

率的

blame 应受责 n．责备，责怪，责任

2．
（为某特殊目的而进行的）大肆活动，

blunder／ibIAnda／n．错误 y．弄错，

blanch／bla:ntj'／y．
（使）变白，（使）

闪电式行动

犯大错

变苍白

blizzard／iblizad／n．暴风雪

blunt／bIAnt／adj.1．钝的，不锋利的

bland／blzend／adj.1．（指食物）无刺

blob／bIDb／n．-滴，小圆块，小斑点

2．
（举止言谈等）生硬的，直率的，不

激性的，无味道的，清淡的 2．（指人

block／bIDk／n．1．大块 2．一排房屋，

拐弯抹角的 3．（感觉、理解方面）迟

及行为）文雅的，和蔼的，情绪平稳的

街区 3．障碍物 y．阻塞，拦阻，封锁，

钝的 y．把…弄钝，把…弄迟钝

blank／blzejk／adj.1．
空白的 2 空虚的，

blockade／bIDikeid／n．1．封锁，堵

blur／b13:／聆。模糊不清的事物 y．使

单调的 3 茫然的 4 失色的，没有表情的

塞，堵断 2．堵塞物，障碍物

模糊，使看不清楚

5 无韵脚的 n 空白，空格，空页

blond／bIDnd／adj.1． （头发）金黄

blurb／b13:b／n．（介绍书籍内容的）

blanket／'blzeJ kit／n．羊毛毯，毯子

色的，淡黄色的 2．白肤金发碧眼的

简要说明

adj.总括的，综合的

blonde／bIDnd／聆．白肤金发碧眼的

blurt／b13:t／y．不假思索地脱口说出

blare／blea／y．发嘟嘟声，发出响而

女人（女孩）

blush／bIAJ'／聆．脸红 y．感到羞愧

刺耳的声音

blood／bIAd／n．1．血，血液 2．血

board／bo:d／n．1．木板，板 2．委员

blast／bla:st／n． 1． -阵（风）
，一

气，气质 3．血统，种族，家庭

会 3．伙食 4．船舷 above board 在桌

股（风）2．喇叭声，号角声 y．1．爆

bloOdy／ibIAdi／adj.1．有血的，出血

面上，公开的，诚实的／on board 在火

破 2．摧毁

的 2．非常恶劣的，使人感到极不愉快

车上，在船上／board of directors 董事

blatant／ibleitant／adj.极明显的，公然

的 adv.很，非常

会 y．登上（飞机、火车、轮船等）』

的，无耻的

bloom／blu:m／n．1．花，开花 2．青

boarding pass 登机牌

blaze／bleiz／n．1．火，火焰 2．光辉，

春 3．香味 y．1．开花 2．繁盛，茂盛

boardroom

灿烂 3．迸发，爆发 y．1．燃烧，冒

blossom／ibIDsam／n．花，开花的状

事会的）会议室

火焰 2．发光，放光彩 3．发怒

态 y．1．开花 2．发展，繁荣，成长

boast／baust／y．夸，自夸，夸口 n．大

bleach／bli:tj'／y．漂白，变白，脱色

blot，bIDt／n．1．墨渍，污渍 2．瑕

话，自夸的话

n．1．漂白，漂白法 2．漂白剂

疵，
（品格、名誉等上的）污点 y．1．弄

boat／baut／n．轮船』be in the same

bleak／bli:k／y．1．
（指景物）荒凉的，

上墨渍，弄上污渍 2．
（用吸墨水纸等）

boat 命运相同 y．划船，乘船

裸露的 2．无望的，黯淡的 3．寒冷的，

吸干 3．玷辱（名誉等）

bobsleigh

阴沉的

blotter／ibIDta／n．

／iblzekbo:d／n．黑板

blackboard

／iblzekaut／n．

1.（战时

1．责备，谴责，

严 co
ww
m
禁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c
严
ww
om
禁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严 co
ww
禁 m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严 co
ww
禁 m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blackout

吸墨纸簿，（大

／ibo:drum／n．（公司董

／ ibDbslei ／ ,bobsled ／

ibDbsled /n.大雪橇

张）吸墨纸

bodily／ibDdili／adj.1．身体的，肉体

bleed／bli:d／y．1．出血，流血 2．悲

blouse／blauz／n．女衬衫

的 2．有实体的 adv.整个儿地，全部地，

痛，同情

blowl／blau／y．1．吹，刮（风）2．
（用

全体地

bleat／bli:t／y．&n．

（作）羊叫声

口）吹气，吹动 3．吹响（喇叭，口哨

body／ibDdi／n．1．身体 2．尸体 3．团

注意的）哔哔声 y．发哔哔声

等）4．炸毁，爆炸』blow hot and cold

体，机构 4．主体 5．物体』keep body

blemish／'blemij'／n．污点，痕迹，瑕

变化不定／blow off 吹走／blow one's

and soul together 维持生命

疵 y．玷污，损伤

own trumpet 自 吹 自 擂 ／ blow one's

bodyguard／‘bDdiga:d／n．卫士，卫队

blend／blend／y．混合，混杂

nose 擤鼻涕／blow out 吹熄／blow up

bog／bDg／n．沼泽，泥塘，沼泽地区

bleep／bh:p／n．

（机器所发出引人

bless ／ bles ／ y ． 1 ． 为 … 祈 神 赐 福

y．（使）陷入泥沼
15

boggle／'bDgl／y．畏缩不前，犹豫

bookshop／'bukj'Dp／n．书店

纠纷，吵闹 2。讨厌的人，麻烦的事

bogus／'baugas／adj.假的，假冒的，仂

bookstall／ ibuksto:l／n 书报摊

bottle／ibDtl/聆。1．瓶子 2．一瓶』hit

造的

bookstore

boil／boil／y．1．达到沸点 2．
（在沸

n．(AlrlrlE)书店

/over a bottle (of wine) -面喝酒，一

水中）煮 3．激动，发怒

booml／bu:m／y．1．隆隆作响，发低

面…y。把…装入瓶中

boiler／iboila／n．锅炉，煮水器

沉声 2．迅速发展，繁荣，兴旺

bottleneck／ibDtlnek／n． 1.瓶 2．阻

boisterous／iboistaras／adj.喧闹的，狂

boom2／bu:m／n． 1．
帆的下桁 2．
（横

碍进展的事物（状况）3．窄路段，交

暴的

于河面阻挡原木漂走或船只航行的）重

通阻塞点

bold／bauld／adj.1．大胆的，勇敢的

铁链，水栅，拦河埂

bottom／ibDtam，n． 1．底部，底 2．尽

2．冒失的 3．醒目的，粗大的』as bold

boon／bu:n／耽．恩赐，恩惠

头，末端 3．屁股』from the bottom of

as brass 极其胆大妄为

boost／bu:st／y．推动，促进，激励

one's heart 打心底里，衷心地

boldness ／ ibauldnas ／ n1. 大 胆 ， 勇 敢

boot／bu:t／n．长统靴

bough／bau／n．大树枝

2．冒失

booth ／ bu:6 ／ n ． 1 （ 有 篷 的 ） 货 摊

boulevard／ibu:lva:d／n． 1.大街，林

bolt／bault／n．1．门栓 2．螺栓 3．电

2(AlrlrlE)公用电话亭 3（隔开的）小间

阴大道 2．主干道路，大道

光，闪电

bootleg／ibu:tleg／y．非法制造、运送、

bounce／bauns／y．

bomb／bDm／n．炸弹 y 投弹于，轰炸

销售（酒类）

跳，弹起 2．
（人）跳（起）3．拍（球），

bombard／ibDmba:d／y．炮轰，轰击

booze／bu:z／y．痛饮，狂饮酒 n．酒，

使跳回 4．使撞击 n．1．弹（力）2．跳

bomber／ibDrria／n．轰炸机

酒宴

跃，跳动

bombshell／'bDmj'el／n．1.炸弹 2．引

border／ibo:da／n1 边界，国境，边境

bound‘／baund/n．界限，范围

起震惊的人（事）

地区 2 边，缘，边沿 3 滚边 y．接界

bound2／baund／y．

borderline，ibo:dalain／adj.两可的，不

2．跳回，弹回

真正的，真实的，真诚的

确定的 n．界线，国界

bound3／baund／adj.开往…的

bond／bDnd／n．1．联结物，
（感情上

borel／bo:／y1 钻（孑 L）2 掘（地洞）

boundary／ibaundari／n．界线，边界

的）联系，关系 2．债券，票据 3．契

bore2／bo:／y．使厌烦

boundless／ibaundhs／adj.无边际的，

约，合同 y．使结合，使粘合

的人（事）

无限的

bondage／‘bDndid3／n． 奴役，束缚

bored／bo:d／adj.无聊的，无趣的，烦

bountiful／ibauntiful／adj.慷慨的大方

bone／baun／n．骨，骨骼

人的

的

bonfire／ibDnfaia／n．野火，营火

boredom ／ibo:dam／n．厌烦，厌倦，

bounty／ibaunti／n．1．慷。『既的赠

bonnet／ibDnit／n1 女帽，童帽 2（机

无趣味

与物，奖金，赏金 2．慷慨，大方

动车辆的）发动机器罩盖 y 给…戴帽子

boring‘／'bo:riJ／adj.单调乏味的，令人

bouquet／bauikei／n．花束

bonus／ibaunas／n．额外给予的东西，

厌倦的

bourgeOis／'bua3wa:／adj.1．资产阶级

奖金，红利

boring2／'bo:riJ／n．钻孔，打孔

的，中产阶级的 2．平庸的

bony／ibauni／adj.1．骨的 2．多骨的

born

3．瘦的，憔悴的

2．天生的，生来的

中产阶级

boo／bu:／n．喝倒彩，嘘声 y．发出嘘

borough／ibAra／n．1．享有自治权的

bout／baut／n．1．-回，一次，一阵 2．拳

声，向…喝倒彩

市镇 2．(BrE)自治市镇

击 3。摔跤比赛

booby trap／ibu:bi trzep／n．1．
（为吓

borrow／ibDrau／y．借用，借

boutique／bu: iti:k／n．
（女士）时装店

唬某人而设的）陷阱，恶作剧的把戏

bosom ／ ibuzam ／ n ．

bow‘／bau／y．1．鞠躬，点头 2．屈

2．伪装地雷，饵雷

breast)2．胸襟，胸怀，内心

服，服从 n．鞠躬，点头

book／buk／n．1．书，书籍 2．簿 3．卷，

boss／bDS／n．领班，老板，上司 y．指

bow2／bau／n．1．弓 2．琴弓 3．蝴

篇，册 4．(pZ)账本 v．订（票，座位，

挥，把…差来遣去

蝶结（领结）

房间等）
』book in，book up 订（车票，

bossy／ibDsi／adj.爱发号施令的，作威

bow3／bau／n．船头，舰首

住处等）

作福的

bowels／ibaualz／n．1．肠，肠道 2．内

bookcase／ibukkeis／n 书橱，书柜

botanical／ba itzenika1／adj.植物学的

部，深处

bookish／'bukij'／adj.1．爱读书的，好

botanist／ibDtanist／n．植物学家

bowl‘／baul／n．1．碗 2．碗状物 3．-

学昀 2．书生气的

botany／ibDtani／n．植物学

碗

bookkeeping／ ‘bukki:piJ／n．簿记

both／bau0／pron.两者，两人，双方 adj.

bow12／baul／y 玩（保龄球）球滚球

booklet／ibuklat／n．小册子

两，双 conj.（与 and 连用）既…又…；

bowler‘／ibaula／n．玩保龄球（滚木

bookmark／ibukma:k／n．书签

不但…而且…

球）的人，
（板球）投球手

bookseller／ibuksela／n．书商

bother／ibD6a／y．烦扰，打扰 n1 麻烦，

bowler2／ibaula／n 男用的圆顶硬礼帽

／

／

the bottle 酗酒／keep to the bottle 酗酒

1．

（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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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uksto:

bona

fide

／

ibauna ifaidi

／adj.

／bo:n／adj.

bookshelf／'bukj'elf／n．书架

n．令人生厌

1． 出身于…的

1 ． 胸 (=

1．跳动，跳跃

bourgeoisie／'bua3wa:／n．资产阶级，

bowling／'bauIiIJ／n．保龄球游戏
16

box‘／bDks／n．1．箱子，盒子 2．-

brave／breiv／adj.

箱；一盒 3．
（戏院等的）包厢 y．装箱

y．不顾，不怕，冒（危险）

bride／braid／n．新娘

box2／bDks／y．进行拳击比赛』box

bravery／ibreivari，n．勇敢，无畏

bridegroom

one's ears 打耳光／give somebody

Brazilian

a

勇敢的；英勇的

／bra izilian／adj.巴西的巴

bridal／ibraida1／adj.新娘的，婚礼的
／ ‘braidgrum／n．新郎

bridge／brid3／n．1．桥 2．桥牌 y．1．填

西人的 n．巴西人

补（鸿沟）
，弥补（差距）2．架桥

boxer／ibDksa／n．拳击家，拳击员，

breach／bri:tj'／n．
1．违反，不履行 2．
绝

bridle／bra.idl／n 笼头，马缰 y．1．给…

拳术师

交，不和 3．破洞，裂缝 y 冲破，攻破

套笼头 2．约束，控制 3．动怒，生气

boxing／ibDksiJ／n 拳击，拳术，打拳

bread／bred／n．1．面包 2．生计』earn

brief／bri:f／adj.1．简短的，简洁的

boy／boi／n．1．男孩 2．儿子 3．茶

one's bread 赚钱养家糊口

2．短暂的 n．概要，摘要，短文』in brief

房，男仆

breadth／bred0／n．1．宽度，阔度 2．幅

简而言之

boycott／‘boikDt／y. &n．
（联合）抵制

度，度量，范围 3．宽宏大量，宽容

briefcase／ibri:fkeis／n．金事包

boyfriend／iboifrend／n 男朋友

break／breik／y．1．打破，打碎 2．中

briefing／ibri:fiJ／n．1．情况的简要介

bra／bra:／(abbre for brassiere)n．胸罩

途停止，停下（休息）3．违背，违反』

绍，简报 2．基本情况介绍会

brace／breis／n．1．支柱，支架 2．-

break away from 与 … 脱 离 ／ break

briefly／ibri:fh／adv.简短地

双，一对 3．大括号<）的前半或后半

down①（机器等）坏了②（身体）垮

brigade／brigeid／n．1．（军队中的旅

4 ． (p/ BrE) （ 裤 子 ） 背 带 = (ArnE)

了／break forth 突然迸发／break in①

2．
（担任特殊任务的）团、队

suspendersy．1．拉紧，系紧 2．支住，

非法进入②插嘴，打岔／break off 中断

bright／brait／adj.1．明亮的，光明的

撑牢 3．激励，振奋 4．打起精神，下

／break out 爆发／break the ice 打破僵

2．晴朗的 3．
（色彩）鲜艳的 4．开朗

定决心

局／break through 突破／break up①打

的，愉快的 5．聪明的 6．欢快的

bracelet／ibreislat／n．手镯，臂镯

碎，拆散②结束，解散③(BrE)（学校、

brighten

bracket／ibrekit／n．1．架子 2．劬 Z）

学生）开始放假 n．1．间歇 2．破裂，

（使）发亮 2．
（使）快活，
（使）活跃

括号

断裂

br 川 iance／ibrilj ans／n．1．光辉，辉

brag／brzeg／y．&n．夸张，吹牛

breakfast ／ ibrekfast ／ n ．

braid／breid／n．&y．
（丝线等编成的）

breakfast（正在）进早餐 y．吃早饭

穗带，辫带

breakthrough／ibreikOru:

bra 川 e／breil／n．盲文

方防卫线的）突破 2．重大发现

brain／brein，n．1．脑子 2．脑力，智

breast

能』beat (cudgel，rack) one's brain 绞尽

膛 2．乳房

bring／briJ／y．1．拿来，带来 2．引

脑汁／have sth on the brain -心想着某

breath／bre0／n．1．呼吸 2．空气的轻

起 』 bring about 导 致 ， 实 现 ／

事／brain drain 人才外流，人才流失／

微流动』above one's breath 高声地／

bring…around 使…转而同意（某种看

brainwork 脑力劳动

below (under) one's breath 低声地／

法等）／bring back①归还，带回②使

brainless／ibreinlas／adj.笨的没头脑的

catch one's breath 喘息，松一口气／hold

回想起③使恢复／bring to 使苏醒／

brainstorming／‘breinsto:miJ／n．献计

one's breath（由于害怕等）屏住气／out

bring to an end 使结束，使停止／bring

献策，合力攻关

of breath 上气不接下气／waste one's

to light 发 现 ， 让 人 知 道 ／ bring…to

brainwash／‘breinwDJ'／y.(derog)对进

breath 白费口舌

reason 使…清醒过来／bring up①提出

行洗脑

breathe／bri:6／y1 呼吸 2 吐出 3．低语

②抚养 brink／brijk／n．1．
（峭壁顶上

brake／breik／n．
（机）闸，杀 0 车 v．刹

breathless／ibreOhs／adj.气喘吁吁的

的）边缘，（河流等的）边沿边 2．边

（车）

breathtaking ／ibreo iteikiJ，adj.激动人

缘』on the brink of．，濒临，正要…之

branch／bra:ntj'／n． 1．支 2．分部，

心的，惊人的，非凡的

际

分行，分店 3．分科，部门 4．支流，

breed／bri:d／n．品种，种类 y．1 繁

brisk／brisk／adj.1．活跃的，轻快的

支脉，支线 y．分支，分岔

殖，育种 2．饲养 3 养育，培养，教养

2．
（天气等）清新的，令人爽快的 3．兴

brand／brzend／n．1．商标，牌子 2．烙

breeze／bri:z／n．微风

旺的，生气勃勃的 y．1．使活泼，使

印，标记 y．在…上打烙印，在…上打

brevity／ibrevati／n 简短，简洁，短暂

活跃，兴旺 2．活泼起来，兴旺起来

印记

brew／bru:／y．1．酿造（啤酒）2．泡

bristle／ibrisl／n．硬而粗的毛发

brandy／ibraendi／n．白兰地

（茶），煮（咖啡）3．酝酿 n．1．酿

British／ibritij'／adj.英国的

brash／braej'／adj.粗鲁的，无礼的，莽

造物 2．
（酿造饮料的）质量，品味

Briton／ibritan／n． (usufrnl)英国人

撞的

brewery／ibruari／n．啤酒厂，酿造厂

brittle／ibrItl／adj.易碎的，脆弱的，易

brass／bra:s／n．1．黄铜 2．黄铜制品

bribe／braib／n．贿赂 y．贿赂，收买

损坏的

3．铜管乐器

bribery／ibraibari／n 行贿，行贿的财物

broad／bro:d／adj.1．宽阔的 2．宽广

bravado／braIva:dau／n．虚张声势，故

brick／brik／n．砖，砖块

的，厂大的 3．概括的，粗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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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on the ear 打某人一记耳光

／brest

早 餐 』 at

／n．1．
（敌

／n．1 胸（脯），胸

作勇敢，逞能

y．吹微风

1.（使）发光，

煌 2．聪颖，才华横溢，卓越

brilliant／ibrilj ant／adj. 1.光辉的，辉
煌的 2．卓越的，聪颖的

brim／brim／n．
1．边，
缘 2．帽檐 y．
（使）
充盈，（使）充溢

broadcast
17

／ibraitan／y.

／ ibro:dka:st

／ y. 广 播

n．广播，播音

brunt of sth 首当其冲

增 y．突出，膨胀

broaden／ibrO:dan／y．放宽，加阔，

brush／brAJ'／n．1．届 0 子，毛刷 2．画

bulk／ibAlk／n．容量，体积，数量

（使）扩大

笔，毛笔 y．1．刷，掸，拂 2．擦过，

bulky／ibAlki／adj.庞大的，巨大的，

掠过

笨重的

brochure／'brauj'ua／n．／J、册子，介

brusque／brusk／adj.轻率的，鲁莽的

bull／bul／n．公牛 adj.1．公的，雄的

绍手册，指南

brutal／ibru:ta1／adj.残忍的，兽性的

2．哄抬价格的行情上涨的 y1 强行

broke／brauk／adj.彻底破产的，身无分

brute／bru:t／n．1．残酷无情的人 2．野

（使）…通过 2．从事投机使（证券等）

文的

兽，畜生 adj.粗暴的

价格上涨

broken／ibraukan／adj.1．被打碎的，

brutish／ibru:tij'／adj.野兽般的，野蛮

bulldozer／'bulidauza／n．推土机

破碎的，零碎的 2．断续的 3．被破坏

的，残忍的

bullet／ibulit／n．枪弹，子弹，弹丸

的 4．蹩脚的

bubble／ibAbl／n．泡，水泡，气泡 y．吹

bulletin／ibuhtin／n．公报，公告

broker／ibrauka／n．1．经纪人，掮客，

泡，起泡

bullheaded ／'bulhedid ／adj. (derog) 愚

中间人 2．股票经纪人

buck／bAk／n。雄鹿，雄兔 adj.雄的

笨固执的，顽固的

brokerage／'braukarid3／n．1．经纪业，

bucket／ibAkit／n．1．水桶，提桶，

bu 川 sh／‘buhj'／adj.（行情等）看涨

掮客业务 2．经纪费用，佣金

吊桶 2．-桶

的，上涨的

bronchitis ／brDJ ikaitis／n．支气管炎

buckle／bAkl／n．1．皮带扣环，装饰

bully／ibuh／y．欺侮，强迫…（做某

bronze／brDnz／n．1．青铜，古铜 2．青

用扣环 y．用扣环扣住 2．
（使）弯曲，

事）n．恃强凌弱的人

铜制（艺术）品 3．青铜色 y．
（使）变

扭曲 3．挡不住，屈服

bum／bAm／n．1．屁股，臀部 2．流

成青铜色

bud／bAd／n1 芽，萌芽状态 2．蓓蕾

浪汉，乞丐，懒汉

brooch／brautj'／挖．胸针，饰针

Buddha／ibuda／n。佛，佛陀

bump／bAmp／y．1．碰撞 2．撞击 3．颠

brood／bru:d／n．1．
（鸡等）一窝，同

Buddhism／ibudizam／n．佛教

簸地行驶 n．1．碰撞 2．肿块

窝幼鸟 2．（同类或同种的）一伙，一

Buddhist／ibudist／n．佛教徒 adj.佛教

bumper／ibArripa／n．汽车前后的保险

组（事物）y．1．孵（蛋），孵出 2．盘

的，佛的

杠，减震物 adj.特大的，丰盛的

算，细想，沉思

buddy／ibAdi／n．1．同伴，伙伴，好

bun／bAn／ n．1 ．小而圆 的甜面包

brook／bruk／n．／J、河，／J、溪

朋友 2．老兄，老弟（用作称呼）

2．
（头发扎成的）髻

broom／bru:m／n．扫帚

budge／bAd3／y．
（使）微微移动

bunch／bAntj'／n．

brothel，ibrDOal／n．妓院

budget／ibAd3it／n．1．预算 2．金额，

束，
（一）串 v．使成一束（一捆等）

brother／ibrA6a／n．1．兄弟 2．同伙

预算拨款 y．编制预算，安排开支

bundle／ibAndl ／n．1 ．包袱，包裹

3．教友

buff／bAf／n．&adj.暗黄色（的）

2．捆，束，包

brotherhood／ibrA6ahud／n．1．手足

buffalo／ibAfalau／n．

情谊，兄弟关系 2．同业，同僚

buffer ／ ibAfa ／ n ． 起 缓 冲 作 用 的 人

bunk／bAjk／n．1．（架设于壁上的）

brother-in-law／ibrA6arinl0:／n．姐夫，

（物），缓冲器 y．缓冲，减轻

狭窄铺位 2．双层床的上铺或下铺

妹夫

buffetl／ibAfit／y．猛击，击打 n．一

bunker／ibAjka／n．1．
（船上的）煤仓

击，打击

2。
（高尔夫的）沙坑

弟般的，友爱的

buffet2／ibufei／聆。自助餐，快餐

buoy／boi／n．浮标，浮筒 y．1．使浮

brow／brau／n．眉；眉毛(=eyebrow)

bug／bAg／n．1．小虫 2．病菌 3．窃

着 2．鼓励，支持

b n．棕色

听器 4．（电脑等的）故障 y．1．装窃

buoyancy／‘boiansi／n．

browse／brauz／y．1．浏览（书刊）

听器 2．不断地烦扰，纠缠

力 2．轻松愉快的心情，乐观情绪 3．
（物

2．
（牲畜）吃草

buggy／'bAgi／n．1．轻型马车 2．手

价、商业活动）回升，保持上涨走势

browser／brauzar／n．iXlJ 览器

推车，婴儿车

burden／ib3:dan／n．担子，负担

bruise／bru:z／n．1．
（人体、水果或植

bugle／ibju:gl／n．军号，喇叭

burdensome

物等碰撞后产生的）青肿或伤痕 2．
（感

build／bild／y．1 建筑，建造』build

的，麻烦的

情等方面）

up①建立起②增强（体质），加强（力

brown／braun／adj.棕色的

brunchbull 挫伤 y．1．使（皮肉）青肿，

量）③积累，积聚 n．1 身材，体型 2

bureau／ibjua rau／n．1．办公署，局，

碰伤（水果、植物等）2．碾碎，捣烂

结构

司，处 2．（附有镜子的）五斗橱，写

（水果等）3．挫伤（感情等）

builder／ibilda／n．1．建筑工人，施

字台 bureaucracy／bjuairDkrasi／n．1

brunch／'brAntj'／n．晚吃的早餐，早

工人员 2．建设者，建立者

官僚制度，官僚体制 2 官僚作风

吃的午餐，早午餐

building，'bildiJ／n．楼房，建筑物

bureaucrat／ibjuarakrzet／n．1．官员，

brunette／bru:Inet／n．深褐色头发的白

bulb／bAlb／n．1．电灯泡 2．球状物

官僚 2．官僚作风的人

种女子

bulge／bAld3／n．1．突出，膨胀 2．激

burglar／ib3:gla／n．盗贼

西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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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ccoli／ibrDkah／n．

brotherly／ibrA6ah／adj.

兄弟的，兄

brunt／brAnt／n．首当其冲』bear the

水牛，野牛

（一）球，（一）

bungalow／ibAjgalau／n．平房

1.浮性，浮

／ib3:dansam／adj.沉重

burglary／'b3:glari／聆夜盗行为，盗窃
18

burial／iberial／聆．埋葬，葬礼

button／ibAtan，n．钮扣 y．扣上钮扣

cajole／ka'd3aul／y．
（以甜言蜜语）哄

burn／b3:n／y．1．烧毁，烧掉 2．燃

buy／bai／y．1．买 2．换取 n．廉价

骗，诱骗

烧，烧着 3．烫着，烧着』

货，便宜货，合算的买卖

cake／keik／n．糕，饼

burn down 烧毁／burn off 烧掉／burn

buzz／bAz／n．1．嗡嗡声 2．嘈杂声

calamity／ka llzemiti／聆．大灾祸，灾

the midnight oil 开夜车／burn out（火自

y．1．发出嗡嗡声 2．发出嘈杂声

难，极不幸的事件

行）熄灭；烧光某物／burn up①烧掉

buzz word

②

髦的）专业词语，技术用语

calculate／ikzelkj uleit／y.1.计算，核算

烧旺 n．灼伤

by／bai／prep.1．在…旁边 2．
（表示手

2．预测，推测

burrow ／ ibArau ／ n ． 洞 穴 ， 藏 身 处

段、方式等）被，由，靠 3．取道，经

calculating ／ ‘kzelkjuleitiJ ／ adj.(derog)

y．1．掘洞穴 2。寻找，翻找

由，通过 4．不迟于，到…的时候 5．按…

工于心计的，用尽心机的

burst／b3:st／y．1．爆裂，炸破，冲破

计算』by accident 偶然地／by air 乘飞

calculation

2．突然发生，突然发作 3．忽然出现』

机／by chance 偶然地，碰巧／by day

算 2．计算的结果 3．谨慎计算，深思

burst into①闯进②突然开始／burst out

在白天／by means of 借助，靠／by

熟虑

爆发 n．1．突然破裂，爆炸 2．突发，

mistake 出于误会／by night 在晚上／

calculator／ikzelkjuleita／n．计算器

一阵迸发

bv oneself 独自／by the way J|顷便说一

calculus／ikzelkjulas／n 微积分（学）

bury／iberi／y．1．埋葬，葬 2．埋藏，

件事／by turns 轮流／one by one -个接

calendar／ikzehnda／n．1．日历，月历

遮盖，掩蔽』be buried in 全神贯注于

着一个地 adv.1．在一旁 2．过去，从

2．历法

bus／bAS／n．公共汽车

旁经过』by and by 不久，过一会儿／

calfl／ka:f/n．皮

bush／buj'／n．1 灌木，矮树 2 灌木丛

by and large 总的来说／lay by，put by

calf2／ka:f/n．腿肚

bushel／‘buj'al／n．蒲式耳（计量谷物

储蓄

calibre caliber／ikzehba／n1 品质，水

等的容量单位）

bye／bai／int.再见

准 2．管（枪炮）的口径，子弹的大小

bushy／'buj'i／n．（指毛发）浓密的，

bypass／ibaipa:s／n．

丛生的

的）旁道，迂回道 v．绕过，回避

喊，呼唤 3．
（给某人）打电话 4．来访，

business／ibiznis／n．1．商业，生意，

by-product／bai iprDdAkt／n．副产品

拜访』call away 叫走／call back①再来

营业 2．商店，商行 3．职责，事务，

byte／bait／n．
（二进制）字节，
（二进）

（访问）②给…回电／call by 顺道来访

事』on busi-ness 因工作，因商务

位组

／call for①邀约②拿取（某物）③需要

cab／kzeb／n．1．出租汽车 2．司机室

／call in 召来，请来／call off 取消／call

cabaret／ikzebarei／n（餐馆、夜总会

on 拜访／call on sb to do sth 号各，呼吁

bustl／ibAst／n．1．半身雕塑像 2．
（妇

等的）歌舞表演

／call to mind（使）想起／call up①给…

女的）乳房、胸部

cabbage／‘kzebid3／n．卷心菜

打电话②征召…入伍 n．1．呼喊声，

cabin／ikzebin／n．1．
（简陋的）小屋

叫声 2．来访，拜访 3．打电话 4．召

败，破产，倒闭』go bust 破产

2．船舱，机舱

唤，号召

bustle／ibAsl／y．喧扰地忙乱，匆忙，

cabinet／ikzebinit/n．1．橱柜 2．内阁

calligraphy／ka'hgrafi／n．书法（艺术）

奔忙 n．热闹的活动

cable／ikeibl／n．1．缆，索，钢丝绳

callous／ikzelas／adj.无同情心的，硬

busy／ibizi／adj.繁忙的，忙碌的 y．忙

2．电缆，海底电缆，海底电报 v．拍

心肠的，冷漠的

碌，
（使）忙

（海底）电报

callow／ikzelau／adj.

cache／kzej'／n．密藏的物品

的，无经验的

not only…but also_不但…而且…p 侈

cackle／ikzekl／y．1．（母鸡）咯咯叫

calm／ka:m／adj.1．安静的，镇静的

p．除了，除开，要不是』but for 要不

2．
（刺耳地）格格地笑

2．（天气）无风的 3．（海面）平静的

是因为某人或某事；如果没有某人或某

cactus／ikzektas／n．仙人掌

y．
（使）平静，
（使）宁静，
（使）镇定

事 adv.仅仅，只不过

CAD

calorie／ikzelari／n（热量单位卡路里

butcher／'butra／n．1．屠夫，卖肉者

design)n．计算机辅助设计

camel／ikzema1／n．骆驼

2．屠杀者

cadet／kaidet／n．（军校或警官学校

cameo／ikzemiau／n．1．亥 0 有浮雕

butler／ibAtla／n．男管家

的）学生

的宝石 2．（文艺或戏居 0）小品

buttl／bAt／y．以头（角）冲撞，顶撞

cadre／ika:da／n．干部

camera／ikzemara／n 照相机，摄影机

butt2／bAt／n．1．嘲笑的对象，笑柄

cafe／ikzefei／n．咖啡馆，小餐馆，快

camouflage／'kzemufla:3／n．伪装，保

2．东西的一端 3．烟蒂

餐厅

护色，掩饰 y．用伪装遮掩（某人或某

butter／ibAta／n．黄油 y．涂上黄油

cafeteria／kzefiltiaria／n．

butterfly／ibAtaflai／n．蝴蝶

cage／keid3／n．笼，鸟笼 y．把…关

camp／kzemp／n．1．营，野营，兵营

4 buttock／ibAtak／n． （半边）屁股，

入笼中

2．野营地，帐篷 3．阵营 y．设营，宿

calcium／ikzelsiam／n．钙

／kzelkjU'leij'2n／n．1．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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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Z W3:d/n．
（流行而时

businessman

businessmen)n．

／ ibiznisman ／ (p/
商人，实业家

bust2 ／ ibAst ／ adj.

(AlrlrlE) 生 意 失

but／bAt，bat／conj.但是，可是

』

(abbre

for

（绕 j 立市镇

computeraided

自助餐厅

call／ko:l／y．1．叫做，称为 2．叫，

事物）

营，露营

臀部
19

年幼的，未成熟

campaign／kzempeIn／n．1.运动，有

canvass／ikzenvas／y.1．在或向…游说

car／ka:／耽．1．／J、汽车 2．
（一节）

组织的活动 2．军事行动 3．竞选 y．参

（以争取选票或调查意见）2．详细检

客车或货车等

加运动，发起运动

查，讨论

carat／ikzerat／n．开（黄金成色的单

campuS／ikzempas／n．校园

canyon／kzenjan／n． (AlrlrlE)（深的）

位，表示所含纯金量），克拉（珠宝的

can1／kzen,kan／aux. y. 1.（表示能力）

峡谷

重量单位）

会 2．
（表示怀疑）可能 3．
（表示免许，

cap／kzep／n．1．便帽，军帽 2．盖，

caravan

套 y．1．覆盖 2．超过

漠等地带的）商队，旅行队 2．结队成

能…地／cannot help doing sth 不禁…

capability／keipa'bilati／n．1．能力，

列的车马 3．有篷的车辆，马戏团（吉

can2／kzen，kan／n．1．圆形金属容

才能 2．素质，潜能

普赛人）旅行用的大篷车

器 2．(AlrlrlE)罐头= (BrE) tin

capable／ikeipabl／adj.有能力的，有才

carbohydrate／ika:bau ihaidreit／n．碳

能的

水化合物

adj.加拿大的，加拿大人的

capacity／ka 'pze siti／n． 1.容量 2．
能

carbon／ika:ban／n． 1．碳 2．复写纸

canal／kanzel／n．1．运河 2．沟渠，

力 3．资格，地位

carcass carcase

水道

capei／keip／n．披肩

card／ka:d／n．1．纸牌 2．卡片（明

canary／kaneari／n．1．金丝雀 2．淡

cape2／keip／n．岬，海角

信片，贺年片等）

黄色(=canary yellow)

cap 川 ary／kapilari／n．毛细管，毛细

cardboard／ika:dbo:d／n．厚纸板

cancel／ikzensa1／y．1．取消 2．删去，

血管

cardiac／ika:dizek／adj.心脏（病）的

省略，划掉

capital／ikzepita1／n．

cancer／ikzensa／n．癌，癌症

府，省会 2．大写字母 3．资本 adj.1．首

cardinal1／ika:dina1／adj.

candid ／ikzendid ／adj. 忠实的，率直

位的，重要的，基本的 2．资本的 3．可

基本的 2．深红的 n1．深红色 2．基数

的，坦诚的

处死刑的，致死的

cardina12／ika:dina1／n．红衣主教

candidate ／ ikzendidit ／ n ． 1. 候 选 人

capitalism ／

2．应试者，应考者

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

怀，爱护 3．照管，管理 4．忧虑，烦

candle／ikzendl／n．蜡烛，烛形物』

capitalist／ikzepitahst／n．1.资本家，

恼，牵累』care of 由…转交／take care

candle stick 烛台

富豪 2．资本主义者 adj.资本主义的

注意，当心／take care of 照料…，照顾

candy／ikzendi／n．糖果

capitalize

／ikzepitalaiz／y.1．用大写

／with care 留心，注意 y．1．关心，

cane／kein／，z。1．细长而有节的茎

字母写 2．为…提供资金，投资于』

担心，介意，在乎 2．关怀，照顾 3．喜

2．手杖

capitalize on 利用

欢，愿意

canine ／ ikeinain ／ adj. 犬 的 ， 犬 属 的

capitulate

n．犬，犬属动物

投降（指根据商定的条件）

业，职业

cannery／ikzenari／n．罐头食品厂

caprice／kapri:s／n．反复无常，善变

carefree／ikeafri:／adj.无忧无虑的，无

cannibal／ikzeniba1／n．1．食人肉者

capricious ／ ka'prij'as ／ adj. 反 复 无 常

牵无挂的

2．同类相食的动物

的，善变的，任性的

careful／ikeaful／adj.1．小心的，注意

cannon，ikzenan／n．大：胞

capsize

canny／ikzeni／adj.精明的，机警的，

倾覆，（船）倾覆

carefully

不易受骗的

capsule／ikzepsju:l／n．1．药丸，胶囊

地，谨慎地

canoe／kanu:／n．独木舟

2．太空舱

careless／ikeahs／adj.1．粗心的，疏忽

captain／ikzeptin／n．1．首领，队长

的 2．漫不经心，不介意的

2．
（行为或思想的）规范；准则 3．
（任

2．船长，舰长，机长 3．上尉

caress／kaires／n．抚爱，轻吻 y．抚

职大教堂的）教士

caption／‘kzepj'2n／n．

canopy／ikzenapi／n．1（历毛等物上

明文字，
（报刊文章的）标题

caretaker

面的）篷盖 2．
（飞机的）驾驶舱盖

captivate／ikzeptiveit／y.j 迷惑，吸引，

的）管理员』caretaker government 看守

使着迷

政府

公司等内部）食堂（小卖部）2．-套刀

captive／ikzeptiv／n．俘虏 adj.被捕的，

cargo／‘ka:gau／n．货物，船货

叉匙餐具

被监禁的

caricature／一 kzerikatjua／n．漫画，

canter／ikzenta／n．慢跑，小跑

captivity／kzeptivati／n 被俘，被监禁

讽刺画，讽刺文章 y．将…画成漫画，

Cantonese／~zenta'ni:z／n．& adj.1．粤

capture ／ ‘kzeptj'a ／ y.1 ．捕 获， 俘 获

讽刺地描述，使滑稽化

语（的）
，广州话（的）2．广州人（的）
，

2．夺得，占领 3．赢得，引起（注意）

carnage／‘ka:nid3，n．大屠杀，杀戮

广东人（的）

n．1．捕获，获得 2．俘虏，战利品，

carnal

canvas／ikzenvas／n． 1．帆布 2．画

缴获品

carnation

有权利）可以』

／ka ineidj an／n．加拿大人

／ika:kas／n．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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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ian

as…as one can 尽可

，ikzeravzen／n 1.（往返于沙

canon／ikzenan／n．

canteen

1 ．教会法规

／kzen lti:n／n．1.（工厂、

1．首都，首

‘kzepitahzam

／n．资

，ka'pitj'uleit／y.（向某人）

／kzep lsaiz／y．

布，油画

使（船）

图片上的说

cardigan／‘ka:digan／n．开襟羊毛衫

care／kea／n．1．小心，谨慎，注意 2．关

career／kairia／n．1．生涯，经历 2．专

的，谨慎的 2．细心的，周密细致的
／ikeafali／adv.

／J 、心

爱，轻轻拥抱
／

‘kea iteika／n．
（建筑物

／ika:na1／adj.肉体的，感官的

麝香石竹
20

1.主要的，

／ka:‘neij'2n／n．康乃馨，

carnival／ika:niva1／n．狂欢节

射（光、影等）3．投（票）n．1．演

n．天主教徒

carnivore／ika:nivo:／n 食肉动物

员的阵容，演员表 2．铸造，铸型

Catholicism／~aleDhsiz2rri／n．天主教

carol／ikzera1／n．
（圣诞）颂歌

caste／ka:st／n．1．印度的世袭阶级

教义（信仰）

carp／ka:p／n．鲤鱼

2．任何排他的社会阶层

cattle／ikzetl／n．1 牛 2 牲口，家畜

carpenter／‘ka:pinta／n 木工，木匠

castle／ika:sl／n．城堡

catwalk／ikzetwo:k／n．（桥面、大型

carpet／ika:pit／n．地毯

casual／'kze3jual／adj.1．偶然的，碰

机器等旁边的）狭窄过道

carriage／'kzerid3／n．1．
（四轮）马车

巧的 2．随便的 3．临时的

cauliflower／ikDhflaua／n 菜花，花菜

2．客车车厢

casuaity／‘kze3juati／n． 意外或战争

causal／ik0:za1／adj.1．原因的，构成

中的伤亡者

原因的，因果关系的 2．表示原因的

carrier／ikzeria／n．

1．搬运人，递

送人，运载工具 2．载重架，托架，传

cat／kzet／n．

猫

』

导管 3．带菌者，媒介物 4．航空母舰

and dogs.犬雨滂沱。

(= aircraft carrier)

catalogue，

carrot／ikzerat／n．胡萝卜

／n．
（图书或商品等的）目录 y．为…

caution／‘kO:J'2n／n． 1．当心，谨慎

carry／ikzeri／y．1．运送，搬运 2．携

编目录，把…编入目录

2．告诫，警告 y．警告，告诫

带，佩带，怀有 3．支撑，支持 4．刊

catalyst／ikzetahst／n．催化剂，刺激

cautious／iko:J'es／adj.细心的，谨慎的

登，广播』carry away 使激动得失去自

（促进）因素

cavalry／ikzevalri／n．骑兵，骑兵部队

制能力／carry off 夺走，抢走／carry on

cataract

继续下去／carry out 实行，执行／carry

2．白内障

through 进行到底，完成／carry weight

catastrophe

（说话等）有分量，有影响

然的）大灾祸，大灾害

cart／ka:t／n。1 手推车 2．二轮运货马

catcall

车』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本末倒

（发）嘘声（表示不满）
，喝倒彩

cedar／isi:da／n．雪松，香柏（木）

置 carton／ika:tan／n．纸板盒纸板箱

catch／kzetj'／y．1．抓住，握住 2．赶

cede／si:d／y（战败后）割让（土地等）

cartoon／ka:itu:n／n 卡通片，漫画

上，搭上（车、船等）3．染上（疾病）

ceiling／‘si:IilJ／n．1．天花板，顶篷

cartridge／‘ka:trid3／n 1.弹药筒，子弹，

4．听清，听懂 5．突然碰上 6．吸引，

2．
（规定价格、工资等的）最高限度

枪弹 2．
（电唱机）唱头 3．录音带盒

引起注意』be caught in 遇到（雨等）

celebrate／isehbreit／y．庆祝

carve／ka:v／y．1．雕刻 2．切（熟肉），

／catch fire 着火，燃着／catch hold of

celebrated

切开

抓住，抓牢／catch on①变得风行起来

名的，声誉卓著的

cascade／kzesikeid／n．瀑布 y．像瀑

②理解，了解／catch sight (of)望见／

celebration

布般冲下或倾泻

catch up (with)赶上 n．1．窗钩，门扣

祝，庆祝会，典礼

casel／keis／n．1．事例，实例 2．事

2．潜在的问题，诡计

celebrity／siilebriti／n．1．名誉，名声

实，实情 3．情况，状况 4．病例，病

catchword

症，患者 5．案件，诉讼，判例』in any

号，标语

celery／selari／n．芹菜

case 无论如何／in case 万一／in case

catchy／‘kzetj'i／adj.（指曲调等）易记

celestial／siilestial／adj.

of 万一发生…的时候

的，口头禅的

空的，天国的

case2／keis／n．1．箱子，盒子 2．套

categorical／ikzeti'grika1／adj.（言辞）

cell／sel／n1 细胞 2 单人牢房 3 电池

子 3．容器

元附带条件的，绝对的，直截了当的

cellar／sela／n．地窖

case3／keis／n．语法格』obJective case

categorize／‘kzetigaraiz／y.将…分（归）

cello／ltJ'elau／n．大提琴

宾格／nominative case 主格

类

cellular／iseljula／adj.1．多孔的 2．细

cash／kzej'／n 现金，现款 y 把…兑现

category／‘kzetigari／n．类别，类型，

胞的，有细胞的，细胞质的

cashier／kzeJ'ia／n．1．
（餐馆、旅行社

种类

celluloid／iselj uloid／n1.赛璐珞（坚硬

cater／ikeita／y．1．供应伙食，提供

胶片）2．拍成的电影

(ArnE) teller

娱乐节目，为（宴会等）供应酒菜 2．迎

Celsius／iselsias／adj.&n．摄氏（的）

cashmere／kzej'-mia／n． 开司米（一

合，投合

cement／sirnent／n．

种优质细软羊毛）

caterp 川 ar／ikzetapila／n．1（蝴蝶等

cemetery／lsemitri／n．墓地，公墓

casino／kaisi:nau／n．赌场

的）幼虫 2．拖拉机、坦克车等的履带

censor／'sensa／n．
（书报、电影等的）

cask／ka:sk／n．木桶

cathedral／kalei:dra1／n．大寺院，大

审查员，检查员 y．审查，检查

cassette／ka:iset／n． 1．盒子，暗盒

教堂

censorious／sen'so:rias／adj.苛求的，吹

2．录音带盒 3．盒式录音带』cassette

cathode／ikzeOaud／n．阴极

毛求疵的，好挑剔的

tape recorder 盒式录音机

Catholic ／ ikzeOahk ／ adj. 天 主 教 的

censorship／‘sensaj'ip／n．审查，检查，

It rains cats

cause／ko:z／y．1．使产生，使发生，
引起 2．使得 n．1．原因，起因 2．理

／kzetaIDg

catalog

cave／keiv／n．山洞，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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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kzetarzekt ／ n 1. 大 瀑 布

由，缘故 3．事业，
（奋斗的）目标

等）出纳员 2．(BrE)

银行的出纳员=

cavern／ikzevan／n．大洞穴，大山洞

／ka itzestrafi

／ikzetko:l／y.

／n．（突

caviar／ikzevia:／n．鱼子酱
cavity／ikzeviti／n．洞，穴

&n.（吹）哨，

／‘kzetrw3:d／n．代表性口

cease／si:s／y．停止，结束

21

／

-sehbreitid

／adj.有

iseh'breij~n／聆．庆

2．名人，名流

检查制度

cast／ka:st／y．1．投，掷，抛 2．投

／

天上的，天

水泥

censure／‘senj'a／y．严厉批评某人，

take the chair 主持会议 y．主持（会议）

质，特征 2．（小说，戏剧等）人物，

正式责备某人

chairman／-tj'eaman／n． 1.主席 2．议

角色 3．字，书写符号，印刷符号

census／'sensas／n 人口调查人口普查

长，会长，委员长 3．董事长，总裁

characterise,

chalet／丁 zelei／n．（瑞士的）木屋

raktaraiz／y．1 成为…的特征．以…为

chalk／tj'o:k／n．粉笔 y．用粉笔写字

特征 2 描写（人或物）的特性，描绘

challenge／『tj'zelind3／n．

characteristic

cent／sent，n．

分（货币单位）

／sen lti:nari／n．一百周年

centenary
纪念
centigrade

／

‘sentigreid

／

adj.1．百分度的 2．摄氏温度计的
centimetre,

centimeter

／sen-ti Tni:ta

1.挑战，

characterize ／ ik

／

茁

ikzerakta lristik／

要求决斗，邀请比赛 2．异议，质问怀

adj. 特 有 的 ， 独 特 的 ， 表 示 特 性 的

疑 y．1．向…挑战 2．对…表示异议，

n． (p/)特性，特征，特色

非难，怀疑

charcoal
‘tj'zelind3iJ

／

n．
（木）

challenging

central／lsentra1／adj.1．中心的，中央

adrj.1．引起兴趣的，使人思考的，激

charge／‘tj'a:d3／y.

的 2．中枢的，核心的

发干劲的 2．困难的

（费），要（人）支付 2．冲锋 3．以某

chamber／‘tj'eimba／n．1.会议室，会

事指控某人，（指在法庭上）控告某人

议厅 2．房间，寝室

n．1．费用，价钱，应付项目 2．掌管，

champagne／J'zem'pein／n．香槟酒

照管，监护 3．负荷，电荷 4．指控，

centralize ／ lsentralaiz ／

y．使集中，使聚集在一点
centre, center

／lsenta／n．1．中心，

／

‘tj'a:kaul

／n．公分，厘米

centralise,

／

／

炭，炭笔
1．要（价），收

圆心，核心 2．（某种活动的）集中地

champion

点，汇集处 3．
（政党等的）中间派 y．集

优胜者 2．拥护者，战士，斗士 y．拥

chargeable／Itj'a:d3abl／adj.1．可控告

中于

护，支持

的 2．可向某人收取（费用）的 3．可

／lsentrist／n．&adj.支持中间

championship／tj'zempianj'ip／n．1．锦

充电的

派的（人）
，执行中间路线者，温和派

标赛 2．冠军身份（称号）3．捍卫，

chariot／Itj'zeriat／n．古时的双轮马车

拥护

（战车）

ceramic／sirzemik／n．制陶业，陶器，

chance／tj'a:ns／n．1．机会 2．可能性

charisma／kairizma／n． 1.吸引人效忠

陶瓷工艺

3．偶然性，运气』by chance 偶然地／

的能力，号召力 2．神授的力量（才能）

cereal／isiarial／n．谷类食物，谷物

take a chance (s)冒险，试试／take one's

charismatic／kzeriz'mzetik／adj.1．有号

cerebral／iseribra1／adj.1.脑的，大脑的

chance 听天由命

召力的，有神授能力的 2．
（宗教组织）

2．深思的，理智的

chancellor／ ‘tj'a:nsala ／n．1．(BrE)

崇尚神赐天赋的

大臣，法官 2．（德国、奥地利的）总

charitable／‘tj'zeritabl／adj.1．慈善的

理 3．
（大学）校长

2．宽厚的，慷 f 既的

change／tj'eind3／y．1．改变 2．换，

charity／ltj'zeriti／n．1．慈善事业，慈

究礼节的，拘泥于形式的

交换，改换 3．起变化』change into 变

善行为 2．施舍 3．慈悲，博爱

ceremony／serimani／n．1.典礼，仪式

为／change sth into 使…变成，换成／

charm／tj'a:m，n．魅力，魔力 y．迷住，

2．礼节，礼仪

change one's mind 改变主意／change

使…陶醉

certain／ls3:tan／adj.1 某，某一，某种

trains 换车，转车 n．1．改变，变更 2．零

charming／tj'a:mIIJ／adj.媚人的，可爱

2 确凿的，无疑的 3-定的，必然的，确

钱，找给的钱／for a change 换换环境

的，极好的

信的，有把握的』for certain 确实，一

changeable／ ‘tj'eind3abl／adj.易变的，

chart／tra:t／n．1．海图，航（线）图

定／make certain of 弄明白，确定

可换的

2．图表，表，曲线图 y．1．制…的海

certainly／is31t2rih／adv.

channel／‘tj'zenal／n1．海峡，水道，

图，把（航线等）绘入海图 2．用图像

定 2．
（表示同意）当然可以，没问题

航道 2．波道，频道 3．渠道，途径

表示（或说明）

certainty／ls3:tanti／n．1．确实性 2．确

chant／tj'a:nt／n．1 吟唱 2 反复的大声

charter／‘tra:ta／n．1．宪章 2．航海图，

实的事

说 3．吟唱的曲调 y．吟唱，反复说

航行图 y．绘图表，制图表

certificate／sa『tifikit／n 证书，证明书

chaos／ikeiDs／n．混乱状态』in chaos

chartered／Itj'a:tad／adj.特许的，持有

certify／is3:tifai，y．证明，证实

处于混乱状态

特许证的』chartered flight 包机航班

certitude／s3:titju:d／n 确定，坚定不移

chaotic／keiiDtik／n．混乱，纷乱

charwoman ／ ‘tra: iwuman ／

cesspit／sespit／n．粪坑，垃圾坑，污

chap／tj'zep／n．家伙，小伙子

charwomen)n．清洁女工

水坑

chapel／‘tj'zepa1／n．
（基督教）小教堂

chase／tj'eis／y．追逐追赶，追击 n．追

控告，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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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zempian，n．1．冠军，

centrist

century

／‘sentj'uri／n．世纪，百年

ceremonial

／iseri imaunj al／adj.仪

式上的，礼仪上的 n 礼仪，仪式，典礼
ceremonious

／seriimaunj as／adj.讲

1.一定，必

(p/

chaplain／‘tj'zephn／n．（随军或驻医

逐，追赶，追击

圈，表链 2．-连串，一系列，连锁 3．枷

院、学校等的）牧师、神父

chasm／ikzezam／n．1．

锁，镣铐，囚禁，束缚 y．用链条拴住，

chapter／Itj'zepta／聆．1．（书的）章

裂隙，断层 2．分歧，隔阂

拘禁，束缚

回 2．
（历史或人生的）重要章节

chaste／tj'eist／adj.纯洁的，贞节的

chair／tj'ea／n．1．椅子 2．（会议的）

character／ikerzkta／n．

chastity／‘tj'zestati／n．贞洁，贞节，

chain／tj'ein／n．

1．链，链条，项

1.特性，性

纯洁

主席，主席的职位 3．大学教授的职位』
22

（地壳的）

chat／tj'zet／y．闲谈，聊天 n．闲谈，

chess／tj'es／n．国际象棋

adj.1．巧克力的 2．巧克力色，赭色的

聊天，非正式谈话

chest／tj'est／n．1．胸膛 2．箱子，柜

choice／trois／n．1．选择，抉择 2．被

子，盒子

选中的东西，入选者，精华 3．供选择

饶舌 2．
（鸟）啁啾，
（松鼠等）吱吱叫，

chestnut／‘tj'estnAt／n． 1.栗子 2．栗

的种类 adj.精选的，上等的

（溪流）潺潺作声，
（机器）颤动 3．
（牙

树，栗木

choir／ikwaia／n．1．（教堂里的）唱

齿）打战 n．喋喋不休，啁啾，震颤声

chew／tru:／y．1．咀嚼，嚼碎 2．深

诗班 2．唱诗班的席位

chatterbox／‘tj'zetabDks／n．喋喋不休

思，回味，体味（某事物）

choke／tj'auk／y．1．使窒息，窒息，

的人，话匣子

chic／J'i:k／n．&adj.另 0 致（的）
，时

噎住 2．使塞住不通 3．抑制，使不能

chauffeur／-j'aufa／n．私家雇用的司机

髦（的）
，讲究（的）

出声

chick／tj'ik／n．雏鸡，小鸡

cholera／ikDlara／n．霍乱（病）

chatter／‘tj'zeta／y．

chauvinism

1．喋喋不休，

／‘rauVinizam／n．大国

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

chicken

／‘tj'ikin／n．

cheap／tri:p／adj.1．便宜的，价钱低的

鸡，家禽 2．鸡肉

choose／rtru:Z／y．1．选择，挑选 2．决

2．低劣的，蹩脚的 3．庸俗可鄙的

chief／tj'i:f／adj.1．主要的，首要的

定，愿意，偏要

cheat／tn：t／n．1．欺诈，骗取 2．骗

2．首席的，主任的 n．1．首领，领袖

chop／tj'Dp／y．劈，砍，剁碎 n．一

子 y．欺诈，骗取

2．主任，首长 3．头目，头子

片肉，肉排

check／tj'ek／y．1．检查，检验，核对

chiefly／-tj'i:fh／adv.

2．制止，控制，妨碍，停止』check in，

地，尤其

check at 投宿（旅社）
，记账／check out

chieftain

(of)结账，搬出（旅社）／check (up) on

child／tj'aild／(p/ children) n．1．孩子，

的

核对…/check over 核对，检查 n．1．方

儿童 2．产物』be with child 怀孕／be

chord／ko:d／n．1．和弦，和音 2．
（几

格图案，格子织物 2．制止，停止，妨

child's play 容易之极

何的）弦

碍 3．检查，检验，核对 4．账单 5．(BrE)

childhood

文票

代）
，童年

行工作

childish／‘tj'aildij'／adj.1.孩子的，孩子

choreography／kDrilDgrafi／n．舞蹈编

所特有的 2．幼稚的，傻气的

排，舞蹈艺术

被将死时王棋的位置，将杀 2．彻底失

ch 川／tril／n．1．寒冷，寒气 2．寒

chorus／iko:ras／n．合唱，合唱队，歌

败 y．1．
（象棋）将死（对方的王棋）

战，寒意 y．1．使变冷，使感到寒冷 2．使

舞团』in chorus 齐声，一齐 y．合唱，

2 制止，使彻底失败

寒心，使扫兴

异口同声地说

checkout／‘tj'ekaut／n．（自助商店等

ch 川 i／Itrili／n．辣椒的一种，辣酱

Christ／kraist／n．基督，耶稣

的）付款台，结账处

ch 川 y／Itrih／adj.凉飕飕的

christen／ikrisan／y.1．为…施洗礼，

chime／tj'aim／n．钟声

（洗礼时）给…命名 2．为（船只等）

1.／J、鸡，

主要地，首要

cholesterol／kailestarDI／n．胆固醇

chOppy／ltj'Dpi／adj.波涛汹涌的
chopsticks／‘tj'Dpstiks／n．筷子
choral／ikO:ra1／adj.喝诗班的，合唱团

严 co
ww
m
禁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c
严
ww
om
禁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严 co
ww
禁 m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严 co
ww
禁 m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tj'i:ftan／n．酋长，首领

／tj'ekhst／n． 名单，清单

checklist

checkmate

checkpoint

／itj'ekmeit／n．1．
（象棋）

／‘tj'ekpoint／n．检查哨，

／‘tj'aildhud／n．幼年（时

y．1．发出

chore／tro:／n．杂务，单调乏味的例

关卡

钟声，奏出和谐的音调 2．符合，协调，

举行仪式命名 3．首次使用

cheek／tj'i:k／n．1．面颊，脸蛋 2．厚

一致』chime in with sth 符合某事

Christian／ikristjan／adj.基督教的，信

脸皮，没礼貌的话（行为）

chimney／ltJ'imni／n．烟囱，烟筒

奉基督教的 n．基督教徒

cheer／tria／y．1．使振奋，使高兴，

chimpanzee

使快慰 2．欢呼，高呼 3．为…喝彩，

的）黑猩猩

Christmas／ikrismas／n．圣诞节

向…欢呼 n．1．振奋，高兴 2．欢呼，

chin／tj'in／n。颏，下巴

chrome／kraum／n．铬，铬钢

喝彩

china／ltJ'aina／托．瓷器，陶器

chromosome／ikraumasaum／n 染色体

cheerful／tj'iaful／adj.1．快乐的，高兴

Chinese／traIni:z／n．1 中国人 2．汉

chronic／ikrDnik／adj.

的 2．使人愉快的，使人振奋的

语 adj.1．中国的 2 中国人的 3．汉语的

期未愈的，慢性的 2．极坏的，极差的

cheese／Itri:Z／n．乳酪，干酪

chip／trip／n．碎片，薄片

chronicle／ikrDnikl／n．编年史，年代

chef／J'ef／n．厨师，主厨

chirp／tj'31p，y．（小鸟等）唧唧叫，

记 y．把…载入编年史，记载

chemical ／ ikemikal ／ 船 ． 化 学 制 品

啁啾

chronological

y．化学的

chisel／Itrizl／n．凿子 y．用凿子刻、

按年月顺序排列的

雕、凿

chronology

(AmE)

chivalry／1fivalri／n．1．
（中世纪）骑

代学 2．编年表

druggist chemiStry／ikemistri／n．化学

士制度，骑士精神 2．骑士风度 3．
（男

chrysanthemum ／ kriiszenOamam ／

士对女性）彬彬有礼，男士风度

n．菊（花）

cherish／‘tj'erij'／y．1．珍爱 2。抱有

chloroplast／iklo:rauplzest／n．叶绿素

chubby／tJ'Abi／adj.圆胖丰满的稍胖

（希望）
，怀有（感情）

chocolate ／ ‘tj'Dkalit ／ n 巧 克 力

的

chemist／ikemIst／n．

1．化学家，

化 学 师 2 ． (BrE) 药 剂 师 =
cheque,

check

／tj'ek／n．支票

／itj'impan lzi:／n．
（非洲

cherry／ltj'eri／n．樱秽 I，樱秽 I 树

Christianity／ikristi lzenati／n．基督教

1.（病症）长

／ikrDna'IDd31kal／adj.
／kra'nDlad3i／n．1．年

chuck／tj'Ak／y．1．抛扶 5，投掷 2．放
23

弃，抛弃

city／siti／n．城市

classical ／iklzesika1 ／adj.

chuckle／‘tj'Akl／y．轻声地笑，窃笑

civic／sivik／adj.城市的，都市的，市

2．传统的，正统的，经典的

chum／tj'AIII／n．好友，密友

民的，公民的

classification／klzesifikeij'2n／n．1．分

chunk／tj'AJk／n．厚厚一片，大块

civil／SIVa1／adj.1．市民的，公民的

类，分级 2．分类法 3．类别，等级

church／tj'3:t，／n．1．教堂，礼拜堂

2．非军职的

classified

2．教会，教派 3．神职 4．礼拜』at church

civilian／sirvilj an／n．&adj.平民，平

的，被归入类别的 2．（政府情报等）

做礼拜

民的

机密的，保密的

churchyard／ltj'3:tj'j a:d／n．教堂墓地

civilisation,civilization／tSI-vilaizeI，an

classify ／-klzesifai，y.

churlish/ltj'3 :Iij'／adj.脾气坏的，粗暴

／n．

把（货物等）分等级 2．把…归入一类

的

civilise,civilize

churn／tj'3m／n．搅孚 L 器 v．剧烈搅

文明，使开化 2．教化，教育

classmate

动，
（波浪）翻腾

clad／klzed／adj.穿着衣服的，被覆盖

班同学

cider／saida／n．苹果汁，苹果酒

的

classroom ／ikla:sru:m／n．教室

cigar／siga:／n．雪茄烟

claim／kleim／y．1．
（根据权利）要求，

clatter／iklzeta／y．发出哗啦声，发出

cigarette／．siga lret／n．纸烟，香烟，

认领，索取 2．声称，主张 n．1．（根

碰撞声

卷烟

据权利而提出的）要求 2．（对某事物

clause／klo:z／n．1．子句，从句 2．
（合

cinder／isinda／n．煤渣，煤屑，矿渣，

的）权利，所有权

同、法例等）条款

熔渣

claimant

cinema／sinima／n1 电影院 2 电影艺

求者，索赔人

n．幽闭恐怖（症）

术，电影业』go to the cinema 看电影

clam／klzem／n．蛤（肉），蚌

claw／klo:／n．
（鸟兽的）爪

circle／s3:kl／n．

clamber／iklzemba／n．攀登，爬

clay／klei／n．粘土，泥土

物 2．（具有共同兴趣、利益的人们所

clamour, clamor／iklzema／n．吵闹，

clean／kli:n／adj.1．清洁的，干净的

形成的）圈子，小组，集团 y．环绕，

喧哗，叫喊 y．喧嚷，叫嚣，大声呼喊

2．清白的，纯洁的』do a clean job 干

环行，围

clamp／klzemp／n。钳，夹子 v．钳紧，

得很出色 y．弄干净，打扫』clean out

circuit／is3:kit／n1 巡回，环行 2 电路

夹住

打扫干净，清除／clean up 收拾，整理

文明，文化
／isivilaiz／y．1．使

／iklze sifaid／adj.1．分类

1.把…分类，

3．确定…为机密
／ikla:smeit／n．同学，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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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leimant／n．申请者，要

1. 古典的

1．圆，圈，环状

circular／1S3:kj ula／adj.

圆形的，环

clan／klzen／n．氏族，家族，宗派

iklo:strafau-bja／

干净

形的

clandestine

circulate／is3:kj uleit／y.1.（使）循环

的，保密的，暗中的

人（物）2．(pf．)洗衣店

2．散布，流动 3．流通，流动，巡回

clang／klzeJ／y．发出叮当声

cleanse／klenz／y．使清洁，净化，使

clap／klzep／y．1．拍，轻拍 2．拍手

纯洁

环 2．流通，流传 3．
（报纸、书刊的）

n。霹雳声，破裂声

clear／kha／adj.1．明确的，清楚的，

销售量

clarify／iklzerifai／y．澄清，阐明，弄

明白的 2．清晰的，清澈的 3．晴朗的

circumference ／sakAmfarans ／忍．圆

明白

4．畅通无阻的』keep clear of 避开／

周，周长

clarity／iklzeriti／n．清晰，明晰

make clear 表明，讲清楚 y．1．清除，

clash／klzej'／y．1．冲突，交锋，产

扫清 2．澄清 3．通过 4．偿清（债务），

n．1．(pZ)情况，情形，坏境 2．劬 Z）

生矛盾 2．发出金属的撞击声 n．冲突，

办完（手续）
』clear up①（天）放晴②

境况，境遇』under the circumstances

不一致

澄清

在那种情况下／under no circumstance

clasp／kla:sp／y．1．扣住，扣紧，钩

clearance／ikharans／n．

无论如何

住 2．拥抱，抱紧 3．紧握 n．1．扣子，

理 2．许可（证），批准』a clearance sale

钩子 2．拥抱，紧握

（商店）清仓大贱卖

／adj.1．
（指描述）详细的 2．
（指证据）

class／kla:s／n．1．
（学校的）班级 2．等

clearway／ikhawei／n．遇障方可停车

有充分细节却无法证实的

级 3．阶级 4．
（一节）课 y．把…划分

的道路

为类别

cleavage／‘kli:vid3／n． 裂缝，分裂

巧妙地回避，设法回避

classic／iklze sik／adj.1．
（文学、艺术

cleave／kli:v／y．劈开，砍开

circus／s3:kas／n．1．（圆形的）马戏

等）第一流的，最优秀的，规范的 2．古

clench／klentj'／y．1．握紧（拳头等），

场，杂技团 2．马戏（杂技）的表演 3．马

典（指古罗马或古希腊文艺）的，古典

咬紧（牙关）2．捏紧，抓牢

戏团

派的 3．在文学史（历史上）著名的

clergy／'k13:d3i／n。牧师，神职人员

cite／sait／y．引用，引证，举（例）

n．1．文豪，大艺术家 2．杰作，名著

clergyman

citizen／sitizan／n．1．公民 2．市民

3．劬 Z）经典（著作），
（古罗马或古

clergymen)n．
（基督教的）教士（牧师）

citizenship／‘sitizan.rip／n．公民资格，

希腊的）经典著作

clerk／kla:k／n．1．职员，办事员，书

circulation

／is3:kjU'leij~n／n．1．循

／ 1S3:kamstans ／

circumstance

circumstantial

circumvent

／

.s3:kamst 茁 n 一 fal

／is3:kamivent／y．绕过，

／ klzenidestin ／ adj. 秘 密

claustrophobia

cleaner／ikli:na／n．1．做清扫工作的

／

1.清除，清

‘k13:d3iman

记员 2．管理员 3．Ar/riE)店员

公民身份
24

／ (p/

clever／ikleva／adj.1．聪明的，善于学

地 2．紧密地，紧紧地 3．密切地，亲

cobra／ikaubra／n．眼镜蛇

习的 2．灵巧的．机敏的』be clever at

密地

cobweb／ikDbweb／n．蜘蛛网，蛛丝

擅长于／be clever with 善于使用

closet／ikIDzit／n．1．橱柜 2．私室，

cocaine／kauikein／n．可卡因

cliche／'kli:J'ei／n．陈词滥调

小房间 3．盥洗室，厕所

cock／kDk／n．公鸡

click／khk／n． （摄影机等的）卡嗒

closure／‘klau3a／n．

声 y．1．发出卡嗒声 2．露出端倪，顿

结束

甲幽

悟 3．成功

clot／kIDt／n．凝块

cocktail／ikDkteil／n．1．鸡尾酒 2．开

client／iklaiant／n．1．委托人，
（律师

cloth／kIDO／n．布，织物，衣料

胃食品 adj.鸡尾酒的』cocktail party 鸡

的）当事人，
（私人医生的）病人 2．
（商

clothes／klau6z／n．衣服

尾酒会

店等）顾客

clothing／'klau6iJ／n．衣服

cocky／ikDki／adj.自以为是的，骄傲

cliff／khf／n．悬崖绝壁

cloud／klaud／n．1．云朵，云 2．-阵，

自大的

climactic／klai Imzektik／adj.高潮的，

一大群 y．被（云）遮住，使模糊

cocoa／ikaukau／n．可可，可可粉，可

巅峰的，顶点的

cloudy／iklaudi／adj.多云，有云的

可饮料

climate／iklaimit／n．1．气候 2．-般

clout／klaut／n．1．敲，打 2．影响力，

coconut／ikaukanAt／n 椰子

（社会）趋势，
（社会）风气

势力 y．敲击，掌击

cod／kDd／n．鳕鱼

climax／iklaimzeks／n．1．逐渐增强

clown／klaun／n．1．小丑，丑角 2．粗

coddle／ikDdl／y．娇养，溺爱

达到顶点 2．顶点，极点，（小说、戏

鲁、笨拙的人

code／kaud／n．1．法典，法规 2．信

剧等的）高潮 y．
（使）达到顶点，
（使）

club／kIAb／n．
1．俱乐部，夜总会 2．棍

号，暗码

达到高潮

棒，球棒 v．用棍棒打

co-ed／ikauied／n．

climb／klaim／y．攀登，爬上，升 n．攀

clue／klu:／n．线索

女生 adj.男女同校的

登，爬（山等）

clump／kIAIrip／n．树丛，草丛 y．用

coefficient／kaui fij'2nt／n．系数，率

clinch／khntj'／y．1．钉牢 2．解决，

沉重的脚步行走

coerce／kau13:s／y．强带 0（胁迫）某

确定，决定 3．
（拳击）扭住（对方）
，

clumsy／ikIArrizi／adj.笨拙的，粗俗的

人做某事

互相扭住

cluster／ikIAsta／n．

coercion／kau'3:J'2n／n．强迫，胁迫，

cling／kliJ／V．1．粘住，缠住 2．依

簇，一群，一组 y．使成群，把…集成

被迫

附，依靠 3．紧紧握住，紧紧抱住

一束（一组），群集，丛生

coexist／‘kauig lzist／y．共存，并存

clinic／ikhnik／n．
1．
诊所，门诊所 2．医

clutch，kIAtj'／y．抓住，攫住 n．1．(pZ)

coffee／ikDfi／n．

务室

爪子，毒手，控制 2．（一把）抓住，

coffin／ikDfin／n．棺，柩

elinical／ikhnika1／adj.1．诊所的，医

攫住

cog／kDg／n．1．
（齿轮的）轮牙，轮

院的，临床的 2．（态庋等）冷静的，

clutter／ikIAta／y．弄 SL，把…弄得杂

齿 2．不重要的但不可少的人

客观的

乱 n．零乱，杂乱

cognitive

clipl／khp／y．剪下，修剪

coach／kautj'／n．1．四轮大马车 2．长

的，认知的

clip2／khp／n．夹子，纸夹

途公共汽车 3．
（铁路上的）客车 4．教

coherent／kauihiarant／adj.（言语、思

cloak／klauk／n．1．大氅，斗篷 2．掩

练，指导 y．1．训练，指导，辅导 2．当

想等）有条理的，连贯的

饰，藉口

教练

cohesive

clock／kIDk／n．钟』around the clock

coal／kaul／n．煤

结的

日以继夜地／put the clock back,turn

coalition／kauahj~n／n．政党的联盟，

coil／koil／y1（使）盘绕；卷起 2 线

the clock back 把时针拨回，复 1 日／

联合

圈

work against the clock 拼命赶时间，抢

coarse／ko:s／adj.1．粗的，粗糙的，

coin／koin／n．硬币

在时间前面（做某项工作 y．给…记时

粗劣的 2．
（举动等）粗鲁的，粗暴的，

coinage／ikoinid3／n．1．造币，铸币

间

粗俗的

2．创造新词 3．新造的词语

clockwise ／ikIDkwaiz／adv.顺时针方

coast／kaust／n．海岸，海滨

coincide／kaUin'said／y.

向地

coastal／ikausta1／adj.海岸的，近海的

2．一致，不谋而合

clog／kIDg／n．木底鞋，木屐

coastline／ikaustlain／n 海岸线

coincidence／kauiinsidans／n．巧合，

clone／klaun／n． （动植物）无性繁

coat／kaut／n．1．上衣 2 层（油漆等）

巧事

殖系，纯种细胞 y．（使某物）无性繁

coax／kauks／y．1．哄诱，劝诱 2．用

coke／kauk／n．焦炭，焦煤

殖，克隆

诱哄得到，诱取

cola／ikaula／n．1．可乐果树 2．可乐

close／klaus／y．关上，关闭 n．结束，

cobble ／ikDbl／n（铺路的）鹅卵石

饮料』Coca Cola 可口可乐

末尾 adj.1．关闭的 2．紧密的 3．周密

y．1．修补（鞋）2．粗制滥造

cold／kauld，adj.1．冷（的）2．冷淡

的 4．气闷的 adv.靠近，挨近，接近

cobbler／ikDbla／n．补鞋匠

的』give sb the cold shoulder 冷淡地对

， ikDkrautj'

cockroach

／n．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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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终止，

-串，一束，一

（男女同校的）

叻口叫}

／‘kDgnitiv／adj.认识（力）

／kauihi:siv／adj.凝聚的，凝

1.同时发生

待某人／in cold blood 残酷无情地／

closely／iklaush／adv.1．细心地，严密
25

pour cold water on,throw cold water on

colony／ikDlani／n．殖民地

浇冷水使某人泄气 n．1．伤风，感冒

colossal／ka iIDsal／adj.

2．寒冷的天气，寒冷』catch (a) cold

大的

comedy／ikDmidi／n．1．喜剧，喜剧

伤风，感冒

colossus／kaiIDsas／n 巨人，巨物

因素 2．喜剧场面，喜剧性事件 3．喜

collaborate／kailzebareit／y.1．合作，

colour, color／ikAla／n．1.颜色，脸色，

剧作品

协力 2．
（与敌人）勾结

色彩 2．(pZ)旗帜 v．着色，染上颜色

comet／ikDrriit／n．彗星

collaboration／ka lzebaIreij'2n／n．1．合

colourful ／ ikAlafUI ／ adj.1. 颜 色 鲜 艳

comfort／ikAmfat／n．1．安慰 2．舒

作，协作 2．勾结

的，富于色彩的 2．丰富多彩的，富有

适，安逸 y．安慰，使…舒适

collapse／kailzeps／y.1．崩溃，倒塌

趣味的

comfortable

2．病倒，衰败 n．1．崩溃 2．衰败

colourless／ikAlahs／adj.

collar／ikDla／n．1．衣领，硬领 2．
（狗

无血色的，苍白的 3．无特色的，平淡

comic／ikDrriik／adj.

等的）脖圈，颈圈

无奇的，无趣味的 4．无偏见的，不偏

化的』comic strip 连环漫画

不倚的

comma／ikDma／n．逗号

对照，校勘 2．
（书籍装订前）整理

colt／kault／n．小雄马，驹

command／karna:nd／y.

colleague／'kDli:g／n．同事，同僚

column，ikDlam／n．1．柱，支柱，柱

2．命令 3．控制，对…有支配权，拥

collect／kailekt／y．1．收集，搜集，

状物 2．
（报刊等中的）专栏 3．纵队，

有…（可供使用）4．俯瞰 n．1．统帅

采集，收（租税，账等）2．聚集，堆

小分（遣）队

（地位）
，指挥（权）2．命令 3．运用

积 3．募捐 4．领取，接走

columnist

collection／kalekj'2n／n．1.收藏品，收

coma／ikauma／n．

集物 2．收集，采集，搜集 3．收款，

comb／kaum／n．1．梳子 2．鸡冠 y．梳

commandant

募捐，捐款

理（头发）

令官，指挥官，军校校长

combat／ikDmbat／n．1．战斗，格斗，

commander／kama:nda／n．1．海军中

共同的，集体主义的 n．集体，集体事

反对 2．竞争 y．跟…战斗，反对

校 2．司令官，指挥官

业，全体人员

combatant／ikDmbatant／n．参加战斗

commandment

collector／kailekta／n．1．收藏家，采

者，战斗员

n．戒律，圣诫

集者，搜集者 2．征收员

combination／ikDmbi'neij'2n／n．1．结

commemorate／kaimemareit／y．庆祝，

college／'kDhd3／n．1．学院 2．高等

合，联合，混合，组合 2．团体，结合

纪念

专科学校

体，混合体 3．（开暗码锁的）组合数

commence／karnens／y．开始

collegiate／ka ili:d3iit／adj.学院的，大

码（字码）
，暗码

commend／kaimend／y．1．称赞，赞

学的，高等学校（学生）的 n．高等学

combine／kamibain／y.

校学生

联合 2．合并 3．使化合 n．1．联合企

commendation／kDmen'deiJ'2n，n．1．赞

CO 川 de／kailaid／y．1．
（车、船等）

业 2．
联合收害 0 机(=combine harvester)

扬，称颂 2．奖状，荣誉

猛撞 2．冲突

combustible ／ kamibAstabl ／ adj. 易 燃

commensurate ／ka'menj'2rit／adj.相称

collision／kah3an／n．碰撞，冲突

的，易着火的

的，相等的，恰当的

combuStion／kambAstj'2n／n．燃烧，

comment／ikDment／n．

语的，会话的，通俗的

点火

评论

collude／kailju:d／y 共谋，勾结，串通

come／kAIII／y．1．来 2．到来，到

commentary

collusion／kalju:3an／n．共谋，勾结

达 3．发生，开始 4．变得』come about

书籍等的）评语，评注，评论 2．实况

colonl／ikaulan／n．结肠，大肠

发生，形成／come across 碰到，找到

报道

／come by 得到／come down 下降，跌

commentate

价／come forward 蛄出来／come from

况报道，评述

军陆战队）上校，(AlrlrlE)陆军（空军、

来自，是（某地）的人／come off 成功

commentator／ikDmanteita／n．1．注

海军陆战队）上校

／come out①出版②开花，发芽③结果

释者，解说者 2．实况转播评论员，新

colonial／kailaunj al／adj.1.殖民地的，

／come round①恢复知觉②（又一度）

闻广播员

关于殖民地的 2．(cap)（美国独立前）

到来／come up①引起注意，考虑到②

commerce／ikDrri31s／n．商业，贸易

十三州时代的，美国初期的 3．拥有殖

发 生 ③ 走 近 ， 走 到 跟 前 ／ come up

commercial

民地的

against 遭到/come upon（偶然）遇见，

商业（上）的，商务的 n．电台（电视）

碰上，发现／come up to 及得上，不亚

中的广告节目

主义者 adj.殖民主义的

于／come up with 想出（计划、答复

commission／ka'mij'2n／n．1．委任，

colonize／ikDlanaiz／y．在…开拓殖民

等）
，提出

代办（权）2．委任状，委任职权 3．委

（仔细）核对，

1.无色的 2。

／ikDlamnist／n．专栏作家

员，喜剧作家 2．丑角式人物

／

ikAmfatabl

／

adj.1．安慰的 2．舒适的，轻松自在的
滑稽的，喜剧

1.指挥，统帅

能力』in command (of)指挥，控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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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te／kDileit／y.1.

巨大的，庞

comedian／ka imi:dj an／n．1．喜剧演

／ka ilektiv，adj.集体的，

collective

colloquial

／

ka ilaukwial

colon2／ikaulan／n．
colonel

／adj.口

冒号

／ik3:nal／n． (BrE)陆军（海

colonialist

／ka ilaunialist

／n．殖民

昏迷，昏厥

1.使结合，使

take command of（开始）指挥

／ikDman idzent／n．司

／ ka ima:ndmant ／

扬 2．委托，托付

&y．评价，

／ikDmantari／n．1．
（对

／ikDmanteit／yf．作实

／

ka' II13:J'21

员会 4．佣金 y．委任，委托

地，殖民于
26

／adj.

commissioner／ka'mIJ'2na／n．1．专员，

companion

委员，政府特派员，高级代表 2．地方

伴，同事 2．志趣相同的人

complacency／kamIpleisansi／n．自满，

长官，官员

companionship／kam' pzenjanrip／n．友

沾沾自喜，自得

commit／ka Imit／y1 犯（罪）2 委托

谊，交往，交情

complacent／kamipleisant／adj.自满，

／kaimitmant／ n．1．信

／kam ipzenjan／n．1．同

compile／kampail／y 编辑，汇编编纂

company／ikAmpani／n．1.公司，商号

自得

奉，献身 2．承担的义务 3．承诺，许

2．连，连队 3．陪伴，陪同 4．同伴，

complain／kamplein／y．抱怨，叫屈，

诺，保证

朋友，客人

控诉

committed／ka imitid／adj.1。献身的，

comparable ／ ‘kDmparabl ／ adj. 类 似

complaint／kam ipleint／n1 怨言，不

忠诚的 2．做出明确承诺的，表示出明

的，可相比的

满，牢骚 2 投诉，抱怨，诉苦 3．疾病

确意图的

comparative ／ kamIpzerativ ／ adj. 比 较

complement／ikDmphmant／n．1．补

committee／kaimiti／n．委员会

的，比较上的，相当的 n．比较级

充物，配给物 2．足量，足额 3．补助

commodity／kaimDdati／n．商品，日

comparatively

用品

比较地

complementary／.kDrriphmen-tari／adj.

compare／kamipea／y．1．比较，对照

补充的，补足的

commitment

common／ikDman／adj.

1．普通的，

／kam 'pzerativli／adv.

』

语 y．补充，补足，使完备

常见的 2．共同的，共用的』in common

2．比喻，比作 3．比得上，相比

共同，共用 n．1．(p/ cap)下议院 2．公

compare to 把…比作／compare with

全部的 2．完成了的，结束的 y．1．完

用草地

和…比较

成 2．使完整，使完备 3．填写（表格），

complete

／kam ipli:t／adj.1．完整的，

comparison／kamrpzeriszn／n．1．比

填充

凡的，常见的

较，对照 2．比喻』beyond comparison

completely／kam- pli:tli／adv.完全地

commonwealth／ikDmanwel0／n．1．全

无法相比／in comparison with 和…相

complex／ikDmpleks／adj.复杂的，综

体国民 2．国家，共和国 3．联邦

比较

合的 n．1．综合企业 2．-组建筑群

commune／ikDmju:n／n．1.公社 2．
（法

compartment／kampa:tmant／n．间隔

complexion

国等国家）最小的行政区 y．交换思想、

（如火车车厢里的小房间）

色，气色，面色 2．外观，形势

意见（感受）

conipass／ikAmpas／n．

complexity／kam ipleksati／n．1．复杂

／‘kDmanpleis／adj.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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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place

南针 2．劬 Z）圆规

性 2．错综复杂的事物

（思想、感觉等）易于传达的，
（疾病）

compassion／kam'pzej'2n.n 同情，怜，

compliance

可传染的

悯

依照

communicate／kamju:nikeit／y．1．传

Compassionate／kampqranit／adj.有同

complicate／ikDmphkeit／y.使复杂，变

达（意见、消息等）
，传播，传送 2．传

情心的

复杂

染（疾病）3．
（房间）相连，相通

compatible ／ kamipzetabl ／ adj. 可 和 谐

complicated

communication ／ ka imju:ni'keij'2n ／

共处的，相容的，兼容的

构复杂的，难懂的，难解的

n．1．通信，通讯 2．传达的信息 3．(pZ)

compatriot

通讯系统 4．交通，交通工具

人，同胞

compliment／‘kDmphmant／n．恭维，

communicative ／ kamju:nika-tiv ／

compel／kamipel／y．强迫，强求

称赞 y．称赞

adj.1．健谈的，爱说话的 2．交际的

compensate

communion／kaimju:njan／n1（信仰、

酬报

adj.1 赞美的，恭维的 2．赠送的，免费

思想、感情等的）交流，共享 2．圣餐

compensation／kDmpan'seiJ'2n／n．补

的

偿，赔偿

comply／kamplai／y．同意，遵从，依

compete／kampi:t／y.1．比赛 2．竞争，

从，应允

n．共产主义

对抗

component ／ kamip9Unant ／ adj. 组 成

communist／ikDmj unist／n．1．共产

competence

主义者，2．（cap）共产党员 adj.共产

力，胜任某种工作的资格

主义的，共产党的

competent

communicable

communique
communism

／ka imju:nikabl／adj.

1.罗盘，指

，kam'plekj'2n／n．1．肤

／ka imju:nikei／n．公报
／

ikDmjUnizam ／

／ikDmpanseit／y．补偿，

／
／

ikDrripit2ns／n．能
-kDrripit2nt

／ ikDmphkeitid ／ adj. 结

complicity／kamIplisati／n 同谋，串通

complimentary ／ .kDrriphmen-tari ／

的，合成的 n．组成部分，成分，元件
compose／kamIpauz／y.1.组成，构成

／adj.能

2．创作，作曲 3．使安定，使平静

干的，有资格的

composer／kam'pauza／n．作曲家，创

体，社区，（政治）共同体 2．同一地

competition／ikDrripi'tij'2n／n．1．比

造者

区的全体居民，公众

赛 2．竞争

composite／ikDmpazit／adj.混合成的，

commute／ka imju:t／y.1.定时往返两

competitive／kamipetativ／adj.1．竞争

综合成的 n．合成物，复合材料

地 2．减轻（刑罚）3．用…交换，改

性的，竞争的，有竞争力的 2．比赛的

composition／kDrripa'zij、an／n．1．作

变（付款）方式

competitor／kamIpetita／n．竞争者，

文，作品，（大型）乐曲 2．写作，作

COmpact／ikDrripzekt／adj1 紧密的，

对手，敌手

曲 3．构成，成分，合成物 4．构图

community

／ka imju:niti

／kamipzetriat ／n．同国

／kam iplaians／n．遵从，

/ n．1．团

结卖的 2．（文体）简洁的，紧凑的

+ composure／kampau3a／n．镇静，沉
27

着，泰然自若

concentric／kDn isentrik／adj.同心的，

定，制约 2．使形成条件反射，使适应，

compound／ikDmpaUnd／n．1．混合

同轴的

使习惯于 3．使健康，使处于良好状态

物，复合词 2．用围墙圈起的建筑物（场

concept

地）adj.混合的，复合的

念，思想

有条件的

／ikDmpri ihend／y．了

／kan' dij'2nal

conditional

／adj.附

conception／kansepj'2n／n．1．概念，

conditioner／kanldij'2na／聆．1．调理

解，领会

观念，理解 2．构想，看法 3．受孕，

的物品（物质）2。护发剂，护发素

comprehensible／.kDmprihen-sabl／adj.

妊娠

condolence

能理解的

conceptual

comprehension ／ ． kDmprihen-J'2n ／

的，观念的，抽象的

condom／ikondam／n．
（男用）避孕套

n．理解

concern／kanis3:n/y.1．涉及，影响 2．使

conducive

comprehensive ／ ． kDmprihen-siv ／

关心，使挂念，使担心

adj.1．综合的，全面的 2．理解的，有

concerned 关于…，至于…n．1．
（利害）

conduct／ikDndAkt／n．1．行为，品

理解力的

关系，所关切的事 2．关心，担心，挂

行．举动 2．指导，引导 3．实行，处

compress ／ kampres ／ y.1. 压 紧 ， 压 缩

念 3．商行，企业』show concern for

理，经营 y．1．引导，带领，陪伴（游

2．
（把思想、文字等）浓缩，使更为简

关一心 concerning

客等）
，指导 2．实施，处理，经营 3．指

练

／prep.关于

挥（乐队等）4．传导，传（热、电等）

compressor /kamIpresa／n．压缩机，压

concert／ikDnsat／n．1．音乐会，演

conductor

气机

奏会 2．-致，协作，和谐

等的）售票员，(AlrlrlE)列车员 2．
（乐

comprise／kam praiz／y.1.包含，包括

concerto

2．由…组成，构成

concession

／kan iseptjual／adj.概念

』as far as…be

／

kan' s3:niIJ

／k3nidaulans

／n．吊

唁，追悼，悼词
／

kan- dju:siv

／adj.有

助于…的，促成…的

／kanidAkta／n．1．
（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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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d

概念，观

／ikDnsept／n．

，kan'tj'eatau／n．协奏曲

／kan'sej'2n／n．1．让步，

队、合唱队的）指挥 3．导体，导线
cone／kaun／n．1．圆锥体 2．球果

‘kDmpramaiz／n．妥

（退一步）承认 2．（政府对采矿权、

confection

协，折衷办法，和解 y．1．妥协，互

土地使用权等的）特许，特许权 3．租

confederacy

让解决，折衷处理 2．危及，连累，遭

界，租借地

confederation

到损害

conciliate／kanisiheit／y．安抚，抚慰

／)n．1．联手瞄，同盟，联盟 2．(cap)

concise／kansais／adj.简洁的，简明的

（美国南北战争时）南部邦联

制，强迫 2．难以抗拒的冲动

conclude／kaniklu:d／y.

confederate

compulsory ／ kam ipAlsari ／ adj. 强 迫

断出，断定

的，强制的，义务的

conclusion

compunction／kampAJ kj'an／n．内疚，

束，结尾 2．结论，推论 3．
（条约等的）

confer／kanif3:／y．1．商讨 2．授予，

悔恨

缔结

颁赠（勋衔、学位等）

compute／kamipju:t／y．计算，估算

conclusive

computer／kam ipju:ta／n 计算机，电

论性的，确定的，决定性的

脑

concord

comrade／ikDmreid／n．同志，亲密同

concrete／ikDnkri:t／adj.1.具体的，有

承认 2．忏悔（罪恶等）

伴，朋友

形的 2．明确的 n．1．具体物 2．混凝

confession

con／kDn／y．骗，哄骗，欺诈

土，凝结物 y．用混凝土修筑

错，招供

conceal／kansi:l／y．隐藏

concubine／'kDjkjubain／n．
（一夫多妻

confetti／kanfeti／n．
（婚礼时投撒在斯

制国家中的）妾，姨太太，小老婆

娘和新郎身上的）五彩纸屑

强地）承认 2．容许，让与

concur／kanik3:／y．1．同意 2．同时

confidant／ikDnfi-dzent／n 知己，心腹

conceit／kanisi:t／n 自负，骄傲自满

发生

confide／kanifaid／y.1．吐露（秘密等）

conceited／kanisi:tid／adj.自负的，自满

condemn／kanidem／y．1．谴责 2．定

2．信托，委托

的

罪，判处

confidence /ikDnfidans

compromise

compulsion

concede

／

／kam'pAIJ'2n／n．1．强

／kan isi:d／y.

conceivable

，kanisi:vabl

1.（常指勉

／adj.可想

1.结束 2．推

／kanfekj'2n／n．甜食

／ kanfedarasi ／ (also
／

ikanfedareij'2n

／kanifedarit／n．1．共谋

者，同党 2．盟友，同

／kan iklu:3an

／

／n．1．结

kan iklu:siv

／adj.结

／‘kDJkO:d／n．一致，和睦

condense／kanidens／y.

1.（使气体）

盟者

／ikDnfarans／n．1．讨论，

conference

会谈 2．
（正式的）会议，讨论会

confess／kanifes／y.1．供认，坦白，
／kan-fej'2n／n．忏悔，认

／n．1．信任

2．信心，自信，把握 3．
（向知心人）

到的，可想象的，可能的

冷凝，（使）凝结 2．使浓缩 3．压缩，

吐露的秘密，说私房话

conceive／kanisi:v／y.1．设想，想出，

缩写（文章等）

confident／ikDnfidant／adj.确信的，肯

想象 2．怀（胎），怀孕

condescend
／

定的，自信的
confidential

y．1．集中，使集中于一点 2．聚集 3．聚

condition／kandij'2n／n．1.条件 2．状

adj.1．秘密的，机密的，保密的 2．极

精会神，集中思想

况，状态 3．环境，形势』 on condition

受信任的，负责机密工作的

(that)…在…条件下 y．1．使取决于决

configuration

concentration

／ ikDnsantreit

／ikDndi isend／y．1．俯

就，屈尊 2．自以为高人一等

concentrate

／ kDnsan'treiJ'2n ／

／ ikDnfi'denj'21 ／

／kanfigju'reiJ'2n／n．构

造，外形，布置，结构

n．集中，注意力
28

‘kDIJ gruant

confine ／ kanifain ／ y.1 ． 幽 禁 ， 监 禁

congruent

2．限制，把…局限于

adj.1．-玫的，和谐的 2．相合的，全

一致，一致同意，共识

等的

consent／kanisent／y．同意，答应，承

／kanifainmant／n．1 幽

confinement

／

／

圆锥的，圆

consenSus／kansensas，n．
（意见等的）

诺

禁，挽留，监禁 2 分娩 3 限制，局限

cor~ical／ikDnik21／adj.

confirm／kanf3:m／y.1．证实，认可

锥形的

consequence

2．使坚定，加强

conifer／ikDnifa／n．针叶树（如松树

果，后果 2．重要（性）

confirmation／kDnfa'meI,an／n．确认，

等）

consequent

认可，证实

coniferous

kau inifaras

／adj.针

／‘kDnsikwant／adj.随之

而来的，由…所导致的

叶树的

consequently ／ ikDnsikwantli ／ adv. 因

人财产）
，把…充公

conjecture／kand3ektj'a／y.推测，猜测

而，所以

conflate／kanfleit／y．合并，合成

conjunction

conflict／ikDnfhkt／n．1．斗争，战斗

接词

n．1．保存 2．（森林等自然资源的）

2．抵触，冲突

conjure／'kAnd3a／y.1．变魔术，耍戏

保护，资源保护区

conform／kanfo:m／y． （使）一致，

法 2．
（用魔术般）变出，
（变戏法般地）

conservatism

（使）符合，（使）遵照，
（使）适应

使…呈现

n．1．保守，守 1 日性 2．保守主义

conformity／kanfo:mati／n．1．依照，

connect／kainekt／y.

遵从 2．符合，一致』 in conformity with

2．把…联系起来，联想

遵照

connection,

／kan'd3Arjkj'2n／n．连

1.j 奎接，连结

／ ikDnsa'veij'2n ／

conservation

／ kans3:vatiz2rri ／

conservative／kans3:vativ／adj.1．保守
的 2．拘谨的，谨慎的 n．1．因循守 1

／

日者，保守者 2．保守党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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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scate

／ikDnfiskeit／y.没收（私

／

／‘kDnsikwans／n．1．结

connexion

ka-nekj'2n／n．1．连接 2．联系 3．连

conserve／kans3:v／y 节约使用，保存

临头 2．（使）面对，
（使）面临 3．勇

接物，连接点 4．亲戚

consider ／kansida／y.1 ．考虑，细想

敢地面对（危险等），正视，对抗

connoisseur／ikDni's31／n．（艺术品、

2．认为，把…看作 3．考虑到，照顾，

美酒等的）鉴赏家

体谅

n．对抗，对峙，冲突

connotation／kDnau'teij'2n／n．含蓄，

considerable／kOnsidarabl／adj.1．值得

confuse ／kanfju:z ／ y.1 ． 混 淆，弄 错

涵义

考虑的 2．值得重视的，重要的 3．相

2．把…弄糊涂，使…慌乱

connote／kainaut／y． 意味着，暗指，

当大（或多）的

暗示

considerate

conquer／'kDIJka／y.1．征服，攻克，

切的，体贴的，替人设想的

战胜，占领 2．克服（困难等），破除

consideration

愉快的，适意的，意气相投的，情投意

（坏习惯等）

n．1．考虑，思考 2．需要考虑的事，

合的

conqueror／'kDJ kara／n．征服者，胜

所考虑的事 3．体谅，照顾

利者

considering

conquest／ikDjkwest／n．1.征服，击败

就…而论，照…来说

2．战利品，征服的土地

consign／kanisain／y.1．寄售（货品），

confront／kanifrAnt／y.

confrontation

confusion

1.（困难等）

／ ikDnfrAn lteIJ'2n ／

／kanfju:3an／n．混乱，混

乱状态，骚乱
congenial

congenital

／

kan' d3i:nj al adj.令人

／kan'd3enita1/ adj.（疾病）

先天的

congested

／kan'd3estid

／adj.堵塞

的，不畅通的

conscience

／ ‘kDnj’ans

／n．良心，

／

kan isidarit

，

／adj.关

kan.sidareI ，an ／

／ kan'sidariJ

／ prep.

托运 2．寄售，托付，委托

天良』for conscience’ (s) sake 为了问心

consignment／kanisainmant／n．1．寄

塞，拥挤 2．充血

无愧／have a guilty conscience 内疚

售的货物 2．寄售，托付，委托

congratulate／kan'grzetjuleit／y．祝贺，

conscientious

向…致祝贺词

慎正直的，认真的，本着良心的

构成 2．在于，存在于

conscientiously ／ kDntj'ientj'a-sh ／ adv.

consistency

n．1．祝贺，庆贺 2． (p/)祝贺词 int.(p/)

认真地，诚心诚意地

贯，前后一致，稳定性 2．（液体的）

祝贺！

conscious／ikDnj'as／adj.1.有意识的，

浓度

congregate／'kDrjgrigeit／y.集合，聚集

意识到的，自觉的 2．神志清醒的

consistent

congregation／kDogrigeij'2n／n．1．聚

consciousness

集，集会 2．人群 3．
（教堂中的）会众

识，知觉，觉悟，自觉

贯的，始终如一的

congress／'kDrjgres／n． 1.（代表）大

conscript／kanskript／v．征召服兵役

console／kanSaul／y．安慰，慰问 n．仪

会 2．(cap)国会，议会 3．聚会，会议

n．应征入伍者

表板，控制台，键盘台

consecrate／ikDnsikreit／y.1．使圣化，

consolidate

奉…为神圣 2．奉献

固，加强 2．综合，统一，合并

consecutive ／ kanisekjutiv ／ adj. 连 续

consonant

的，接续的

辅音字母 adj. -致的，和谐的

congestion

／kan'd3estj'2n／n．1．阻

congratulation

congressman

／kan igrzetjuleij'2n／

／ 'kDIJgresman ／

n．(ArnE)国会议员
congruence

／ 'kDIJgruans ／ ，

congruency／'kDIJgrUansi／n．1．-致，

／ikDnj'i'enj'as／adj.审

／

‘kDn fasnis／n．意

和谐 2．相合，全等

consist／kansist／y.1．由…组成，由…

／

kan' sistant

／

adj.1．坚固的，坚实的 2．-致的，连

consortium
29

／kan lsistansi／n．1．-

／kanisDhdeit／y．1．巩
／ikDnsanant／n．辅音，
／kan iso:tjam／n．联合，

合伙，国际财团

consumer／kanisju:ma/n．消费者

／kan ispikjuas／adj.显

conspicuous

／kaniSAmit/adj.完全无

consummate

根据某些未知条件而定的 2．偶然发生
的，意外的

著的，引人注目的

缺的，完美的

conspiracy／kanspirasi／n．阴谋，秘密

consumption

策划

费（量）
，消耗

会中的某一）代表团

conspire／kanispaia／y．密谋，搞阴谋，

contact／ikDntzekt／y． 使接触，与…

continual／kanItinjual／adj.1．多次重复

图谋

接触（或联系）n．1．接触，联系 2．交

的，频繁的 2．持续的，不间断的

往，交际』make contact with sb (sth)与

continue／kanitinju:／v．继续，接着说

某人（事）交谈、会晤、取得联系

continuity

／

constable

ikAnstabl

／

n． (BrE)警察，警官
／‘kDnstansi／n．1．持久

constancy

不变，始终如-2．忠实，忠诚

contingent2／kan-tind3ant／n．1．（军
／kan'sAmpj'2n／n．消

／

contagious

kan'teid3as

／ adj.

队、船只等的）分遣队，小分队 2．
（集

／ikDnti'nju:ati／n．连贯

性，连续性，持续性

（接触）传染的

continuous

contain／kanitein／y.1．
包含，
容纳 2．
控

的，不间断的，连续的

制，抑制，遏制

continuum

container／kan
『teina／n． 1.容器 2．
集

一体

adv.1．经久不变地，永恒地 2．经常地，

装箱』container ship 集装箱船

contort，kanito:t／y．扭曲，歪曲

不断地

containerization

constant

／ikDnstant／n． 1.坚定的，

坚贞的，永恒的 2．经常的，不断的
／

constantly

constellation

-kDrist~ritli

／

／ikDnsta'leij'2n／n．星

／ kaniteinaraizeij'an

／n．集装箱化

／kan itinjuas

／adj.持续

／kanitinjuam／n．连续统

contour／ikDntua／n．1．轮廓，外形，
海岸线 2．等高线，地形线

／ kanitzemineit／ y． 污

contaminate

contraception／.kDntrasepj'2n／n．避孕

constituency／kanistitjuansi／鲵．1．全

染，玷污，弄脏

（法）

体选民，选区的选民 2．选区

contemplate／ikDntempleit／y．1．沉

contraceptive／kDntraiseptiv／n．& adj.

思，仔细考虑，意欲 2．注视，凝视

避孕药（的）
，避孕用具（的），避孕（的）

民，选举人 2．成分，要素 adj.组成的，

contemporary／kantemparari／adj.1．当

contract／ikDntrzekt／n． 契约，合同

形成的

代的 2．同时代的，同年龄的 n．同期

y．1．订立合约，签订合同 2．使缩小，

constitute／ikDnstitju:t／y.构成，组成

的人，同辈

（使）收缩 3．得病，感染疾病

constitution ／ikDnsti'tju:J'2n／n．1．宪

contempt／kant empt／n．轻视，轻蔑

contraction

法 2．体质，体格 3．构造，结构

contemptuous／kantemptjuas／adj.表示

缩，缩小 2．缩略字，缩写词

轻蔑的，藐视的

contractor

adj.1．体格的，体质上的 2．构成的 3．符

contend／kanItend／y.1．搏斗，争斗

承建商

合宪法的，宪法所规定的

2．争，竞争 3．声称，主张

contradict ／ rkDntra'dikt ／ y.1 ． 否 定

constrain／kanstrein／y．强迫，强制

contentl／kanltent／adj.满足的，满意的

2．与…矛盾

content2／ikDntent／n．1．容量，含量

contradiction／kDntra'dikj'2nf n．矛盾

缚，限制，克制

2．内容

contradictory

construct／kanistrAkt／y.1.建造 2．构

contented／k3n『tentid／adj.满意的，

adj.1．相互矛盾的，对立的 2．爱反驳

（词），造（句）

知足的

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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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星群

，kanistitjuant／n．1．选

constituent

constitutional

constraint

／ ikDnsti itju:J'2nal ／

／kanistreint/n．约束力，束

construction

／kan'strAkj'2n／n．1．建

／kan『tenj'2n／n．1．争

contention

／kan'trzekj'2n／n．1．收

／kanitrzekta／n．承包商，

／

kDntraChkt2ri

contrary／ikDntrari／adj.

／

相反的，相

造，建筑，建设 2．建筑方法，结构，

论，争辩，论战 2．论点，主张

对的，对抗的』on the contrary 相反

建造物 3．句法关系，句法结构

contest ／ kanitest ／ y ． 争 夺 ， 竞 争

contrast

constructive／kanistrAktiv／adj.建设性

n．1．争夺 2．竞赛，比赛

比照 y．使对比，形成对照

的，有益的

contestant

consul／ikDns21／n。领事

选手

consulate／ikDnsjUlit／n．领事馆

context

consult／kansAlt/y.1．找…商议 2．找

章的）上下文，前后关系 2．（事物等

n．1．捐款 2．投稿 3．贡献

（医生）诊治 3．翻阅，查考（书籍，

发生的）来龙去脉

contributor

地图等）
』

continent

consult with 相…商议

陆地，大洲

consultant／kanisAltant／n．1．顾问，

continental

专家 2．(BrE)医院的高级顾问医师

陆上的，大陆性的 2．欧洲大陆的

control／kanltraul／y．控带 0，抑制

contingency ／kan'tind3ansi／n．偶发

n．控制，支配，调节，抑制』in control

教，咨询，磋商

事件，意料不到的事情

指挥、管理、支配某事／out of control

consume ／ kansju:m／ y.1. 消 费，耗 尽

contingenti

consultation

／ikDns2l'teij'2n／n．请

，kanItestant／n．竞争者，

／ikDntra:st／n．>（寸比，

contribute／kan『tribju:t／y.1．捐助，
捐赠 2．投稿 3．贡献，对…作出贡献

／

ikDntekst

／

／n． 1.（文

ikDntinant

／n．大陆，

contribution

／kanItind3ant／adj.1．须
30

／kanitraiv／y． 发明，设计，

设法做到

失去控常 0／under control 抑常 0，控
常0

2．烧毁，吃光，饮尽

／kan itribjuta／n．投稿

者，捐助者
contrive

／,kDntiinenta1／adj.1．大

／ ~Dntribj u:J'2n ／

／

controversial

ikDntra IV3: fai／

cook／kuk／y．

1．烹调，煮 2．窜

cornet／iko:nit／n．1．短号 2．
（盛冰

改（账目等），捏造 n．厨子，厨师

淇淋的）圆锥形蛋卷

cooker／ikuka／n．炊事用具（炉、锅

corollary／karDlari／n 必然结果，推论

‘kDntrOv3:si;kanItrDvasi／聆．争论，

等）

coronation

辩论

cookery／ikukari／n．烹调术，烹饪法

礼，即位典礼

conurbation／kDn3:ibeij'2n／n．迮带卫

cookie／ikuki／n．1．甜饼干 2．家伙

coroner／ikDrana／n．验尸官

星城镇和市郊的大都市

cool／ku:l／adj.1．凉爽的，凉快的 2．冷

corporal／‘ko:para1，adj. 肉体的，身

convene／kanivi:n／y．召集会议

静的 3．冷淡的 n．1．凉快，清凉 2．冷

体的

convenience／kanlvi:njans／n．1．便利，

静，镇定 adv.冷静地，镇定地 y．1．冷

corporate

方便 2．方便的时候，适当的机会 3．便

下来 2．使变冷

全体的 2．公司的

利设施

cooler／iku:la／n．1．冷却器，冷却剂

corporation

2．冷饮品

n．1．(AlrlrlE)有限公司，公司，企业

adj.引起争论的，有争议的
／

controversy

convenient

／kan ivi:njant

／adj.便

ikDra'neij'2n／n．加冕

／‘ko:parit／adj.1．团体的，
／ iko:pa

'reij'2n ／

利的，方便的，合适的

coop／ku:p／n．

convention／kanlvenj'2n／n．1．
（传统

笼，栏 y．将…禁锢在狭小空间，拘禁

corps／ko:／n．1．特种部队，军团 2．共

性的）习惯 2．代表大会，定期大会

cooperate／kauiDpareit／y.合作，协力

同工作、活动的一群人

／kau iDpa 'reij'2n／n．合

corpse／ko:ps／n．尸体

／ kan'venj'2nal ／ adj. 习

conventional
惯的，常规的

cooperation

（饲养小动物的）

／

2．社团，法人

corpulent／iko:pjulant／adj.肥胖的，臃

converge／kan『v3:d3／y．聚集，集中

cooperative／kauiDparativ／n．合作社，

肿的

一点，汇合

合作商店（企业等）adj.1．合作的，协

corpus／iko:pas／n 文集，资料，汇编

作的 2．有合作意向的，乐意合作的

correct／kairekt／adj.1．正确的 2．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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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力，合作的意愿

conversant

／kaniv3:sant

／adj.精通

的，内行的，熟知

coordinate

／kauio:dinit／y.调节，协

为、礼貌等）恰当的 y．校阅，校正仪

调，统筹

表等

话，闲谈

cop／kDp／n．警察

correction

conversel／kanlv3:s／y．交谈

cope／kaup／y．
（成功地）对付，应付

修正 2．惩戒

copier／ikDpia／n．复印机

correlate／ikDrileit／n．有相互关系的

反的，逆的

copper／ikDp2／n．1．铜 2．铜币

东西，相关物 y．使有相互关系，互相

converse3／ikDnv31s／n．相反

copy／ikDpi／n．1．抄本，复制本，

有关系

事物，相反词

副本 2．
（书的）一本，
（报纸的）一份

correspond

3．复制品 y．1．抄写，复写 2．仿制，

一致 2．相当，相应 3．通信

变换 2．信仰的改变 3．兑换

仿效

correspondence ／ kDri'spDndans ／

convert／kanlV3:t／y.1．改变，转变

copyright／ikDpirait，n．版权，著作权

n．1．符合，一致 2．相当，相应 3．通

2．改变…的信仰 3．兑换 n．改变信仰

coral／ikDra1／n．珊瑚

信（联系）

的人，皈依者

cord／ko:d／n．1．绳索，带子 2．小

correspondent

电线 3．腱 4．灯芯绒

n．通信者，
（新闻）通讯员，记者

cordial／iko:djal／adj.热情友好的，热

corridor／ikDrido:／n．走廊，通道

诚的

corroborate

／ikDnva 'seij'2n／n．会

conversation

相

converse2／ikDnv31s／adj.

conversion

convertible

／kanlv3:J'2n／n．1．转变，

，kan iv3:tabl／adj.司‘改

变的，可转换的，可兑换的
convex／kDn iveks／adj.

凸圆的，凸

面的

corduroy／iko:daroi ／n ．

convey／kan lvei／y．

／kDrispDnd／y.1．符合，

／

ikDri'spDndant ／

／ kairDbareit

／ y． 证

实，支持（某种说法、信仰、理论等）

2．劬 Z）灯芯绒裤子

corrode／kairaud／y（使）腐蚀，侵蚀

送 2．传达，传递

core／ko:／n．1．果核，果心 2．核心

corrosion／ka rau3an／n．腐蚀

convict／kan『vikt／y．证明、宣判…

cork／ko:k／n．软木，软木塞

corrugated

有罪，定罪 n．被判入狱的罪犯

corn／ko:n／n．1．谷物，五谷 2．玉

皱的，波纹的，有瓦楞的

米 3．鸡眼

corrupt／karApt／adj.1．腐败的，贪污

cornea／iko:nia／n．角膜

的 2．腐烂的，污浊的 y．1．使败坏，

corner／iko:na／n．1．角落，角 2．街

腐蚀，使腐坏 2．贿赂

道等的拐角处』be in a tight corner 陷入

corruption

困境／round the corner①在拐角处②

腐败 2．讹误

不远，就在眼前 y．1．使…陷入困境，

cosmetic／kDzrnetik／n．化妆品 adj.

使…走投无路 2．控制（买卖活动）

化妆用的，装点门面的

conviction

1．运输，运

1.灯芯绒

／ka 'rekj'2n／n．1．订正，

／kan'vikj'2n／n．1．定罪

2．信念，坚信
convince／kanivins／y.

1.使确信，使

信服 2．说服
convincing

/kan'vinsiJ

／adj.有说服

力的，令人信服的
convoy／ikDnvoi／y．

护送，护卫，

护航 n．1．护送，护卫 2．护送队

cornerstone

convulse／kanivAls／y.

石，奠基石 2．基础

1.使震动，使

／

iko:nastaun／n．1．基

震撼 2．使抽筋

／

‘kDrageitid

／adj.起

／k9'rAp f2n／n．1．贪污，

cosmic／ikDzrriik／adj.宇宙的
cosmopolitan／．kDzmapDht2n／adj.1。
世界主义的 2．全世界的，全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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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的

造的 n．伪造物，假冒物，仿制品 y．伪

物的）母兽

cosmos／ikDZIIIDS／n．宇宙

造，仿制

COW2／kau／y．使害怕，恐吓

cost／kDst／n．1．成本，价格，费用

counterpart

2．代价』at all costs 不惜任何代价，无

对应的人（物）

论如何／at the cost of 以…为代价／to

countess

one's cost 吃了苦头之后才…y．1．使

2．伯爵夫人

花费，值（多少钱）2．付出代价，使

countless

丧失 3．估计…的成本

country／ikAntri／n．1．国家，祖国

coy／koi／adj.害羞的，腼腆的，忸怩

costly／ikDstli／adj.1．昂贵的，代价

2．乡间，农村 3．国民，全国

的

高的 2．价值高的，豪华的

countryside

costume／ikDstju:m／n．服装，剧装，

n．乡下，农村

戏服

county

cosy,cozy／ikauzi／adj.温暖舒适的，安

船．

逸的

coup／ku:／忍．砰然的一击，妙计，

取缔，扫荡 5．解开（密码）等 n．1．裂

cot／kDt／n．1．幼儿床（通常设有栏

出乎意料的行动

缝，裂口 2．爆裂声，轰隆 3．猛烈的

杆）2．简易床（如行军床）

coup d'e tat( s)

cottage／ikDtid3／聆．村舍，小屋

事）政交

cracker ／ ikrzeka ／ n ． 1 ． 爆 竹 (=

cotton／ikDtn／挖．1．棉花 2．棉纱，

COUple／ikApl／n． 1． （一）对，

firecracker)2.(AlrlrlE) -种薄脆饼干

棉线

（一）双 2．夫妇，未婚夫妻 3．几个，

crackle／ikrzekl／y．发轻微的爆裂声

couch／kautj'／n．睡椅，长沙发椅

三两个』a couple of 两个，几个

（如干柴燃烧时的响声）
，发噼啪声

cough／kDf／n．&y．咳嗽

coupon／‘kuipDn／n． 优惠券，赠券，

cradle／ikreidl／n．1．摇篮 2．策源地，

票证

发源地

／

ikauntapa:t

／n．相

coward／ikauad／n．怯懦，胆怯者
cowardice／ikauadis／n．胆小，怯懦

／ ikauntis ／ n ． 1. 女 伯 爵

cowardly／ikauadh／adj.怯懦的，胆小
的

／ikauntlis／adj.无数的

／

-kAntrisalrd

cowboy／ikauboi／n．牧童，牛仔

／

crab／krzeb／n．螃蟹
crack／krzek／y．1．
（使）裂开，
（使）

‘kaunti

／

／

1． (BrE)郡 2．(AlrlrlE)县

开 4．
（嗓子）变粗』crack down 镇压，

一击 4．
（嗓子）突然失声，变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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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dei-ta:／n．（军

破裂 2．
（使）发出噼啪声 3．撬开，砸

could

／kud，kad／

aux．y．1．can

的过去式 2．在转述句中代替 can 使用

courage／ikArid3／n．

3．表示有可能的事 4．用来表示请求

courageous

council／ikaUnsa1／n．1．理事会，委

勇敢的，有胆量的，无畏

craftsman

员会 2．地方议会

courier／ikuria／n．1．特另 0 信使 2．向

(p/craftsmen)n．工匠，手艺精巧的人

council(1)or／ikaunsala／n1 评议员，顾

导，旅游服务员

crafty／ikra:fti／adj.狡猾的，狡诈的

问，参事 2（市、镇等议会的）议员

course／ko:s／n．1．课程，学程 2．过

crag／krzeg／n．悬崖，峭壁

counsel／ikaUnsa1／n．1．辩护律师

程 3．道路，方针，路线』in the course

cram／krzem／y．1．把…塞进，把…

2．
（专业）意见，忠告，劝告 y．劝告，

of 在…中，在…过程中／of course 当然

塞满（装满），挤满 2．临时死记硬背

提供意见

adv.当然，自然

记功课

counsel(1)or／ikaUnsala／n 顾问，律师

court／ko:t／n．1．法院，法庭 2．
（网

cramp／kremp／n．痉挛 y1．使痉挛

count／kaunt／y．1．数数，计算 2．计

球等）球场 y．求爱

2．束缚，约束，妨碍发育、发展 3．妨

入，包括』count on，count upon 指望…

courteous／ik3:tjas／adj.有礼貌的

碍某人充分发挥才能

countable／ikauntabl／adj.可数的

courtesy／ik3:tisi／n．礼节，礼貌

crane／krein／n．1 鹤 2 吊车，起重机

countenance／ikauntinans／n．1．面部

courtship／‘ko:trip／n．求爱，求婚

cranky，'krzeJ ki／adj.

表情，面容 2．赞成，支持 y．支持，

courtyard／iko:tja:d／n． 庭院，院子

念头 2．（指机器等）靠不住的，摇晃

鼓励

cousin／ikAz2ri／n．

counter／ikaunta／n． 1．柜台 2．筹

姐妹

crap／krzep／n．胡扯，废话

码 adj.1．相反的，对立的 2．反对的，

covenant／ikAvanant／n．契约，盟约

crash／krzej'／y．1．碰撞，坠落 2．发

敌意的

cover／ikAva／y．1．遮盖，覆盖 2．掩

出撞击（或爆裂）声 3．失败，垮台，

护，掩盖 3．包括，包含耽．1．盖子，

崩溃 n．1．碰撞，坠落 2．撞击声，爆

和，消解，抵制

套子，罩子 2．（一奉书的）封面，封

裂声 3．失败，垮台，崩溃

counterattack／ikaUntara itzek／y．反

皮』under the cover of 在…的掩护下

crate／kreit／n 柳条箱，木（板条）箱

攻，反击

coverage／ikAvarid3／n． 1.报道 2．赔

crater／ikreita／n．1．火山口 2．弹坑

counterbalance／ikaunta ;bzelans／y．使

偿范围，保险额 3．范围

crave／kreiv／y．热望，渴望

平衡，弥补，抵消 n．平衡（力），抗

covert／ikAvat／adj.秘密的，隐秘的，

craven／ikreivan／adj.怯懦的，胆小的

衡（力）

暗地的

crawl／kro:l／y．1．爬，爬行，匍匐

covet／ikAvit／y．垂涎，觊觎，贪图

前进 2．缓慢地移动，徐徐前进 n．1．爬，

COW1／kau／n．1．母牛 2．
（指大动

爬行，匍匐前进 2．缓慢的行进

counteract

counterdrug

／kauntarzekt／y.抵消，中

／‘kauntadrAg／n．解瘾

药，起相反作用的药

／

勇气，胆量

ka 'reid3as

／ adj.

堂（表）兄弟

craft／kra:ft／n（特殊的）技术，手工
艺

／

ikra:ftsman

／

1．古怪的人、

的，不稳的 3．脾气坏的

crayon／ikreian／挖。彩色蜡笔（粉笔）

counterfeit／ikauntafit／adj.伪造的，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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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ze／kreiz／n．时尚，时髦的东西，

毛 2．
（头盔上的）羽饰，翎毛 3．山顶，

3．-批，一群，大量 y．1．收割，收

狂热

顶点，顶峰 4．
（信纸等上面的）纹章，

获 2．修剪，剪短 3．突然发生，出现』

crazy／‘kreizi／adj.1．疯狂的，古怪的，

饰章

crop up 意外地发生和出现

蠢的 2．狂热的，热衷的，着迷的

crew／kru:／n 全体船员，全体乘务员

cross／krDs／n．1．十字形、叉形记号、

creak／kri:k／y&n．吱吱作响，吱吱声

crib／krib／n．1．饲料槽 2．马厩图（如

十字架等 2．杂交，杂种 y．1．越过，

cream／kri:m／n．1．孚 L 脂，
（鲜）

基督教会圣诞节所陈列的马厩模型，展

穿过，渡过 2．交叉，相交』cross out

奶油 2．雪花膏，膏状物 3．奶油色，

示耶稣在伯利恒诞生之情景）

划掉

米色 4．精华 adj.奶油色的，米色的

cricketl／ikrikit／n．蟋蟀

crossbow／ikrDsbau／n．

creamy／ikri:mi／adj.1．乳脂状昀 2．多

cricket2／ikrikit／n．板球，曲棍球

crosscheck

乳脂的

crime／kraim／n．罪行，罪恶

对、查证

crease／kri:s／n．1．折痕，皱褶，皱

criminal／ikriminl／adj.犯罪的，刑事的

cross-examine ／ ． krDS.ig lzzemin ／

纹 2．
（球赛场地上划的）界线 y．
（使）

n．罪犯，犯人

y．1．
（用于法律）严诘，盘问（某人）

起折痕，
（使）起皱

crimson／ikrimzn／n 深红，绯红 adj.

2．追问，详询（某人）

create／kri:ieit／y．1．创造，创作 2．引

深红色的，绯红色的 y（使）变绯红色

crossing／‘krDsiJ／n．1．横渡，横穿

起，产生，造成

cringe／krind3／y．1．畏缩，退缩 2．奉

2．交叉，交叉点，十字路口 3．渡口

承，卑躬屈膝

crossroads

／ikrDsraudz／n 十字路口

crinkle／'kriJ kl／n．皱纹 y（使）起皱

crossword

，ikrDsw3:d／n．纵横字谜，

creation

／kri:‘eij'2n／n．

1.创造，

创作 2．作品

石弓，弩

／ ‘krDst fek ／ y. 反 复 核

cripple／ikripl／n．跛足的人，残废人

填字游戏

的，创作的

v．1．使…残废 2．使…受损害，使…

crotch／krDtj'／n 胯（人体两腿分叉处）

creativity／ikri:ei'tivati／n 创造力创造

丧失活动能力

crouch／krautj'／n．蹲伏，蜷缩，屈

creator／kri:ieita／n．人，动物，生物

crisis／ikraisis／n．1．危机 2．危急存

（膝），
（低）头

亡之际，决定性时刻，转折点

crow／krau／n．1．鸦，乌鸦 2．鸡啼

2．生物，动物

crisp／krisp／adj.1．脆的，硬而易碎的

y．1．（雄鸡）啼 2．吹嘘，得意洋洋

credentials／krildenj'21z／n．1．资格

2．清新的，爽快的 3．干脆明确的（态

crowd／kraud／n．群，人群 y．聚集，

证书，国书 2．（个人能力及信用的）

度等）

群集

证明书，证件

criterion

credibility／kredibilati／n．可靠性，可

(p/criteria)n．标准，准则

王，王权，王国政府 3．头顶，顶部，

信性

critic／ikritik／n．批评家，评论家

顶峰 y．1．为…加冕 2．使圆满完成

credible／ikredabl／adj.可信的，可靠的

critical／ikritika1／adj.1．批评（性）

crucial／‘kru:J'21／adj.

credit／ikredit／n．1．信任 2．信用，

的，评论（性）的 2．对…表示谴责的，

定性的，关键性的

信用往来，赊欠 3．信誉，声望，威信

对…感到不满的 3．紧要的，关键性的，

crucify／ikru:sifai／y.1．钉在十字架上

4．荣誉，光荣 5．学分 6．（银行）存

危害的

处死 2．
（公开地）虐待，迫害，折磨

款，债权 y．相信，信任』be a credit to

criticism／ikritisizam／n．1.评论文章，

crude／kru:d／adj.1．天然的，未加工

为…增光

评论 2．批评，指责，非难

的 2．粗糙的，简陋的 3．粗野的，未

creditor／ikredita／n．债权人，债主

criticize, criticise／ikritisaiz／y．1．批

加修饰的，赤裸裸的 n．原油

credulous／ikredjulas／adj.轻信的，易

评，批判，评价，评论 2．非难，挑剔

cruel／ikru:91／adj.1．残忍的，残酷的

受骗的

critique／kriIti:k／n．评论性文章（书

2．令人痛苦的

creed／kri:d／n．
（宗教）信条，教义

籍）
，评论

cruelty／‘krualti／n． 1．残忍，残酷

creek／kri:k／n．／J、溪，／J、河

croak／krauk／y．

creep／kri:p／y．1．爬行 2．蹑手蹑脚

蛙鸣声，（发出）哑声 2．用低沉沙哑

cruise／kru:z／y．1．巡航，游弋 2．旅

地走，悄悄地走

的声音说话

行，漫游

cremate／krirneit／y．火化，火葬

crockery／ikrDkari／n．
（杯、碟等）瓦

cruiser／ikru:za／n．1．巡洋舰 2．有

crematorium／kremato:riam／n．火葬场

器，陶器

船舱的游艇

creole／ikrI:aul／n．

crocodile／ikrDkadail／n．1.鳄鱼，鳄

crumb／krAm／n．面包屑

合语（由不同语言混合而成，用作某群

鱼皮 2．双列队行进的学童

crumble，
ikrAmbl／y.1．
弄碎，
粉碎 2．
崩

体的主要语言）2．
（西印度群岛的或通

crook／kruk／n．1．／J、偷，贼，坏

溃，瓦解

用西班牙语的美洲国家的）克里奥尔人

蛋 2．弯曲（处）

crunch／krAntj'／y．1．（嘎吱作响的）

crescent／ikresnt／n．1．新月，弯月，

crooked／ikrukid／adj.1．弯曲的，扭

啃，咬，嚼 2．在…上嘎吱作响地走 n．嘎

上、下孩月 2．新月形的物体（如新月

曲的 2．不诚实的，行为不端的

吱声

形的街道）

crop／krDp／n．1．(pZ)庄稼 2．收成

crusade／kru:iseid／n．1. (usu cap)十字

有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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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 kri: leitiv／adj.

creature／‘kri:tj'a／n．

1．仓 0 造物

1.

(usucap)混

，

krai

ltiarian

&n．

／

1．（作）

crown／kraun／n．1．王冠，冕 2．君

极重要的，决

2．劬 Z）残酷的行为

军东征 2．运动，斗争 y．介入，参与

crest／krest／n． 1．鸟冠，鸡冠，冠
33

（运动）

cup／kAp／n．1．杯子 2．
（一）杯 3．奖

cushion／‘kuj'2n／n 垫子，坐垫，靠垫

crush／krAJ'／y．1．压碎 2．压服，

杯，优胜杯 y．使…成杯状

cuStard

压倒 n．1．压碎 2．（水果的）汁

cupboard／ikAbOd／n．碗橱，食品橱，

n．

壁橱

custody／ikAstadi／n．1．监护权，监

crust／krAst／n．

1．
（面包等）皮，

可医治的，医

／

／

ikAstad

1.(BrE)蛋奶甜羹 2．乳蛋糕

外壳 2．硬外皮，外壳

curable／ikjuarabl／adj.

crutch／krAtj'／n．1．拐杖，丁字形的

得好的

管 2．扣留，监荼
custom／ikAstam／n 习惯，风俗，惯例

拐杖 2．支柱，支架

curator／kjuaIreita／n． （’博物馆等）

customary

crux／krAks／n．关键，问题的症结

馆长

惯的，惯例的，通常的

cry／krai／y．1．哭，流泪 2．发出叫

curb／k3:b／n．1．勒马的链条（皮带）

customer／ikAstama／n．顾客

声，叫喊 n．1．哭泣 2．
（表示种种感

2．控制，约束，抑制 y．1．给（马）

cut／kAt／y．1 分割，切开 2 削减，缩

情的）叫声

装上勒马链，勒住（马）2．控制，约

短』cut across 走捷径／cut down 削减，

crypt／kript／n．地窖，教堂的地下室

束，抑制

压缩／cut in 插嘴／cut off①删去②停

cryptic／ikriptik／adj.隐藏的，隐义的，

curd／k3:d／n．凝乳，凝乳状物

止，戒掉（吸烟）／cut up 切碎 n．1．破

神秘的

cure／kjua／y。1．治愈 2．纠正，矫

口，伤口 2．削减，减少

crystal／ikristl／n．1．水晶 2．结晶

正 n．1．治愈，痊愈 2．疗法，对策 3．治

cute／kju:t／adj.娇小可爱的

cub／kAb／n．幼兽

疗，疗程

cutlery／ikAtlari／n．刀具，餐具

cube／kju:b／n．1．立方体，正六面体

curfew／ik3:fju:／n．宵禁

cyberspace

／

‘kAstamari

／adj.习

／‘saibaspeis／n．网络（网

curiosity／ikjuari IDsiti／n．1．好奇

上）空间

cubic／ikju:bik／adj.1．立方体的，立

（心）2．奇品，珍品，古玩

cycle／saikl／耽．1．周期，循环 2．
（无

方形的 2．三次的，立方的

curious／ikjuarias／adj.1.好奇的，有求

线电）周（波）y．1．循环，轮转 2．骑

cuckoo／ikuku:／n．布谷鸟，杜鹃

知欲的 2．奇特的，不寻常的

自行车（三轮脚踏车，机器脚踏车）

cucumber／ikju:kamba／n．黄瓜

curl／k3:1／n．1．卷毛，卷发 2 卷曲

cyclic( al)

cuddle／ikAdl／y．1．搂抱，拥抱 2．依

物，螺旋状 y．1．蜷缩 2．
（烟）缭绕

的，周期的

偎着睡，蜷着身体睡 n．拥抱，紧抱

currency／ikAransi／n．货币，通货，

cyclist／isaikhst／n．骑自行车（三轮

cudgel／'kAd3a1／n．棒，短棍

流通

脚踏车、机器脚踏车）的人

cue／kju:／n．1．（给演员等所作的）

current／ikArant／adj.1．目前运用的，

cyclone／isaiklaun／n．旋风，飓风

提示，提词 2．暗示，指引

广泛流通的 2．现在的，目前的 n．1．水

cylinder／‘silinda／n．1．圆筒，圆柱

cuff／kAf／n．袖口，袖头 y．掌击，

流，气流 2．思潮，倾向

体 2．汽缸 3．
（印刷机）滚筒 4．
（左

轻拍

currently／ikArantli／adv.现在，目前

轮手枪的）旋转枪膛 5．圆柱体体积

cuisine／kwiizi:n／n．烹饪

curriculum ／ karikjulam ／ n ． 课 程 』

cynic／‘sinik／n。愤世嫉俗的人，好挖

curriculum vitae 履历，简历

苦的人

（高潮）
，以…告终』

curry／ikAri／n．1．叻口喱粉 2．用咖

cynical／isinika1／adj.愤世嫉俗的，
（对

culminate in 达到…高峰，终于

喱烹调的菜肴 y．用咖喱调制

人性或动机）怀疑的

culprit／ikAlprit／n．罪犯，犯法者

curse／k31s／n．诅 n，
n 骂，骂人话 y．诅

cynicism／sinisizam／n．。愤世嫉俗的

cult／kAlt／n．1．狂热崇拜，邪教 2．时

n，n 骂

态度

尚，风靡一时的喜好、事物

cursed／ik3:sid／a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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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方

／ikAlmineit／y.达到顶点

culminate

可憎的，可恶

／adj.循环

Czar／za:／n．俄国沙皇(=Tsar)

的，讨厌的

dabl／dzeb／y．轻触，轻压 n．1．
（涂

2．栽培（植物）
，养殖（鱼类等）3．培

cursive／ik3isiv／adj.（指书法）草书

上的）少量（颜色等）2．轻压

养，修习，陶冶（思想、感情等）

的，草体的

dab2／dzeb／n．(be)

cursor／ik3:sa／n．
（电脑屏幕上可移动

sth)能手，熟手

教养的，有修养的，文雅的

的）光标

Dacron／ideikrDn／n．涤纶，的确良

cultural／‘kAltj'2ral／adj.1.文化上的，

cursory／ik3:sari／adj.粗略的，匆促的，

dad／dzed／n．爸爸，爹爹

文化的，人文的 2．有教养的

草率的

daddy／idze di／n．爸爸，爹爹

culture／'kAltj'a／n．1．文化，精神文

curt／k3:t／adj.（言词）简短的，草率

daffodil／idzefadil／n．水仙花

明 2．教养，陶冶，修养 3．栽培，养

无礼的

daft／da:ft／adj.傻的，愚蠢的

殖，培养

curtail／k3:lteil／y．缩短，减缩

dagger／‘dzega／n． 匕首，短剑』at

cumbersome／ikAmbasam／adj.笨重的

curtain／ik3:tn／n．1．帘，窗帘，门

daggers drawn 佥 0 拔弩张，势不两立

cumulative ／ ikju:mjulativ ／ adj. 累 积

帘 2．幕，启幕，落幕

y．用匕首刺

的，渐增的

curve／k3:v／n．1．曲线 2．弯曲，转

daily／ldeih／adj.每日的，日常的 adv.

cunning／'kAniIJ／adj.&n．狡猾（的），

弯 v．转弯

每日，天天 n．

cultivate

／ikAltiveit，y.

／isaikhk (a1)

cultivated

／

1.耕，耕作

-kAltiveitid

／adj.有

狡诈（的）

a

dab (hand) (at

日报

dainty／ldeintI／adj.1．娇美的，晴朗
34

的 2．秀丽的，精致的 n．1．美味的食

2．深色的，黑色的 3 阴郁的，沉闷的

deacon／idi:kan／n．教会中的执事

物 2．珍品

darken／da:kan／y．使变暗，使变黑，

dead／ded／adj.1．死的，死一般的，

dairy／ideari／n．牛奶公司，乳品店，

使变深

静止的 2．完全的 3．无生气的 n．死

牛奶场 adj.牛奶的，乳品的

darkness

dais／ldeiis／n．讲台

阴暗 2．无知，愚昧 3．邪恶

deaden／idedan／y．减轻力量（强度）
，

daisy／ldeizi／n．雏菊花

darling／‘da:hJ／n。心爱的人（动物），

减缓…的感觉，使钝

亲爱的，宠儿 adj.心爱的，喜爱的，宠

deadline／idedlain／n 截止时间（期限）

2．阻止，抑制（情感等）

爱的

deadlock／idedIDk／n．僵局相持不下

damage／'dzemid3／n．1．损害，损失

darn／da:n／y．织补

2．(pZ)损害赔偿金 v．损伤，破坏

dart／da:t／n．飞镖

damn／dzem／int. （表示愤怒、厌烦、

发射

极度

失望筹）该死的，他妈的 y．1．指责，

dash／dzej'／y．1．猛冲，猛扶 52．砸

deadweight／-dedweit／n．静止重量，

谴责 2．n 骂 n．1．n 骂 2．丝毫，一

碎 n．1．飞奔，短跑 2 少许 3．破折号

净重

点点

data／ldeita／n．资料，数据

deaf／def／adj.1．聋的，失聪的 2．不

damned／dzemd／adj.打入地狱的，该

database，deitabeis／n．资料库，数据

愿听的

死的，糟糕的，讨厌的 adv.(infinl)非常

库

deafen／idefan／y．1．使…聋，使听

dampl／dzemp／adj.1．潮湿的，2．消

datel／deit／n．1．日期，时期 2．约

不见 2．淹没

沉的，沉闷的 n．潮湿，湿气 y．1．使

会』out of date 过时的，陈 1 日的／to

deal1／di:l／n．1．数量 2．大量，极

潮湿 2．使沮丧

date 迄今／up to date 现代化的，最新

大程度』a good deal;a great deal①大量

damp2／dzemp／y．减低，减弱，抑制

的 y．1．给…注明日期，记下日期 2．确

②非常，极其

dampen／ldzempan／y.1．使潮湿 2．使

定…年代，推算…日期

dea12／di:l／y．1．论述，有关联 2．对

减弱，抑制

date2／deit／n．枣

付，处理 3．经营，交易 n．交易

damper／idzempa／n．气门，气闸

dated／ldeitid／adj.1 日式的，过时的

dealer／idi:la／n．商人，证券经纪人

damsel／ldzemza1／n．未婚少女

daughter／ldo:ta／n．女儿

dealing／‘di:IiIJ／n．1．分发 2．对待

dance／da:ns／y．1．跳舞，舞蹈 2．跳

daughter-in-law／ido:tarinlo:／n 儿媳妇

3．交易，来往

跃 n．1．舞蹈，舞曲，舞会 2．跳跃

daunt／do:nt／y．使胆怯，使畏缩

dean／di:n／n．1．教务长 2．
（大学的）

dancer／ida:nsa／n．跳舞者，舞蹈演员，

dauntless／ldo:ntlis／adj.无所畏惧的，

学院院长，系主任 v．担任教务长（院

舞女

勇敢的

长、系主任等）

dandelion／idzendilaian／n．蒲公英

dawdle／ido:dl／y．闲荡，耽误，偷懒

dear／dia，adj.1．亲爱的，心爱的，可

dandyl／dzendi／n．过分注意衣着和外

dawn／do:n／聆．1．黎明，拂晓 2．开

爱的 2．宝贵的，昂贵的 3．忠心的，

表的男人，花花公子

端，起始 y．1．破晓 2．开始，展现

热切的』dear knows 天晓得 int.

dandy2／idzendi／adj.极好的，优秀的

day／deI／n．1．天，白天 2．日光，

示惊讶、悲伤、苦恼等）呵，哎呀

danger／‘deind3a／n．1．危险，危险

阳光 3．时期，时代』a day off 不工作

death／de0／n．1．死，死亡 2．毁灭，

事物 2．威胁

的一天／all day 整天，从早到晚／by

结束

day 在白天／call it a day 收工，结束／

deathly／ide01i／adj.致死的，致命的，

险的，不安全的

day and night 日日夜夜／day by day -

死一般的 adv.死一般地，极其，非常

dangle／‘dzejgl／y．（使）悬荡，（使）

天天／day in，day out 日复一日／in all

debacle

悬垂

one's born days -生中／of the day 当代

debase／diibeis／y．使贬值，降低…的

dank／dzejk／adj.明湿的，湿冷的

的，当时的／to this day 迤今 adj.白昼

身份，贬低

Danish／‘deinU／adj.丹麦的，丹麦人

的，日间的 daybreak／ideibreik／n．黎

debate／diibeit／y．1．辩论，讨论 2．考

的，丹麦语的 n．丹麦人，丹麦语

明，破晓

虑，盘算 n．辩论，争论，辩论比赛

dapper／ldzepa／adj.衣着整洁的

daydream／ideidri:m／y.&n．（做）白

debilitate／diibiliteit／y．使衰弱（虚弱）

dappled／idzepld／adj 有斑点的斑驳的

日梦，幻想，空想

debit／idebit／n．（账簿中的）收方，

dare／dea／aux.y．（用于疑问、否定、

daylight／ideilait／n．日光，天明

借方 y．把…记入借方

条件句）敢，竟敢 y．1．敢，敢做，

daytime／ldeitaim／n．白天，日间 adj.

debris／ldeIbri:／n．残骸，废墟，破瓦

敢尝试 2．激，向…挑战 n．挑战

白昼的，日间发生的

残砾

daredevil／ldeaideva1／n．鲁莽大胆的

daze／deiz／y．1．使发昏，使茫然 2．使

debt／det／n．债，债务，欠债

人，冒失鬼

眼花缭乱，使惊奇 n．迷乱，恍惚

debtor／ldeta／n．债务人

daring／ideariJ／n．大胆，勇敢 adj.大

dazzle／ldzezl／y．1．使眼花，耀眼

debug／di:bAg／y．1．拆除窃听器 2．消

胆的，勇敢的，震惊的

2．使惊奇，使倾倒 n．闪耀，耀眼

除（电脑程序中的）错误

y．1 筑堤坝

1.黑暗，

n．织补处
y．猛冲，投掷，

者 adv.全然地，绝对地，直接地

deadly／dedh／adj.致命的，势不两立
的，死气沉沉的 adv.死一般地，非常，

严 co
ww
m
禁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c
严
ww
om
禁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严 co
ww
禁 m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严 co
ww
禁 m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dam／dzem／n．堤坝

／ida:knas／n．

dangerous

／

‘deind3aras

／adj.危

dark／da:k／adj.1．黑暗的，阴暗的

』

（表

as sure as death 千真万确

／deiiba:kl／n．崩溃，大败

de-but／ideibju:／n．初次登台，初次
35

公开露面

declare／diiklea／y．1．宣告，公告，

defeat／diifi:t／y．击败，战胜，挫败

decade／idekeid／n．十年，十

2．表明，断言 3．申报（纳税品等）

n．击败，败北

decline／diiklain／y.1．衰退，下降，

defectl／idi:fekt／n．缺点，瑕疵

落的，堕落的

减少 2．拒绝，婉辞 n．1．下降，减少

defect2／idi:fekt／y．背叛，变节

decay／diikei／y．1．使腐败，使腐烂

2．衰退，衰落期

defence, defense／difens／n．1．保护，

2．使衰弱，使衰退 n．1．腐烂，腐朽

decode／．di:‘kaud／y．译解（密码）

防御 2．防御工事 3．答辩，辩词

2．衰退，衰败

decompose／idi:kamipauz／y．1．使变

defend ／ difend ／ y． 1 ． 防 御 ， 保 卫

decease／disi:s／y．死，亡故

坏，腐烂 2．分解

2．为…辩护

deceased／diisi:st／adj. 去世的 n．死者

decor／ideiko:／n．
（房间、舞台等的）

defendant

deceit／diisi:t／n．欺骗，欺诈，骗术

布置（装饰），陈设

defender，difenda／n．防御者，保卫者，

deceitful／diisi:tful／adj.欺诈的，不诚

decorate／idekareit／y． 装饰，装修，

辩护人

实的

粉刷 decorator

defensible／difensabl／adj.可防御的，

deceive／disi:v／y．欺骗，欺诈

decoration

decadent

／idekadant／adj.预废的，衰

ideka'reij'2n

／n．装

能辩护的

饰，装饰品，装潢

defensive

减缓

decorative／idekarativ／adj.美观的，装

的 2．自卫的，时刻防备的

December／disemba／n．十二月

饰的

defer／diif3:／y．延缓，拖延』defer to

decency／idi:sansi／n． 1．合家，得

decorous／ldekaras／adj.得体的合宜的

遵从，听从

体 2．宽容，大方 3．正派，合乎礼仪，

decorum／diiko:ram，n．礼节，得体，

defiance／diifaians／n．违抗，蔑视，

体面 4．(pZ)礼仪，行为，准则

稳重

挑战

decent／idi:sant／adj.1．体面的，得体

decoy／diikoi／n．用作诱饵的人（物）

defiant／difaiant／adj.违抗的，藐视的，

的，正当的 2．严肃的，高雅的，正派

y．用诱饵诱骗，使落入圈套

蔑视的

的 3．和气的，过得去的，宽容的

decrease／diikri:s／y. （使）减少，减

deficiency／difI,ansi／n．1.缺乏，短缺

deception／disepj'2n／n．欺骗，诡计，

弱，减轻 n．减少，减少额

2．缺点，毛病

骗局

decree／diikri:／n．命令，法令，判决

deficient／di-fij'2nt／adj.有缺陷的，缺

deceptive／di-septiv／adj.欺骗的，虚假

y．命令，颁布命令，判定

乏的，不足的

的，容易使人上当的

decry／diikrai／n．责难，
（公开）谴责

decibel／desibel／n．分贝

dedicate

decide／disaid／y．1．决定，选定 2．解

2．为…举行落成仪式 3．把（一生等）

明）

决，判决 3．使下决心，使决定

献给，把（时间、精力等）用于

defile2／diifail／n．山中的狭道

decidedly ／ diisaididh ／ adv. 下 定 决 心

deduce／diidju:s／y．推论，演绎

define／diifain／y．解释，给…下定义，

地，毅然决然地

deduct／didAkt／y．扣除，减去

确定…的范围（界限）

decimal／idesima1／n．小数，十进小

deductible／diidAktabl／adj.可扣除的

definite／idefinit／adj.清楚的，肯定的，

数 adj.小数的，十进位的

deduction

decimate／idesimeit／矽．大批杀死，

演绎 2．扣除（额）
，减去

definitely／definitli／adv.

毁掉…的大部分

deed／di:d／n．1．事情，作为，行动

定，确定 2（和否定词连用）对，绝对

decipher／diisaifa／y．译解（密码），

2．契约，证书

definition／idefinij'2n／n．定义，限定，

解开（疑团）

deem／di:m／y．认为，相信，视为

清晰

decision／dI'si3an／n．1．决定，抉择，

deep／di:p／adj.1．深的，厚的，纵深

definitive

判决 2．果断，决心

的 2．
（颜色）深色的，
（声音）低沉的

有权威的，不能（不必）改变的 2．决

decisive／diisaisiv／adj.1.坚决的，果断

3．强烈的，深奥的，高明的 adv.深深

定性的

的，有决定作用的 2．确定的，明确的

地，在深处

deflate／diifleit／y．1．放掉（轮胎等）

deckl，dek／n．甲板，桥面，
（公共汽

deepen／idi:pan／y．使变深，变强烈

的气，缩小 2．泄气 3．紧缩（通货）

车、飞机机舱、大楼等）层面 y．给…

deeply／ldi:ph／adv.深深地

deflect／diflekt／y．（使）偏斜，转向

装甲板

deer／dia／n．鹿

defoliate／idi: fauheit／y．毁掉（树木、

deck2／dek／y．装饰，装修

deface／difeis／y．损坏…的表面（外

花草的）叶

deckhand／dekhzend／n．在甲板上工

观）
，磨损

deform／difo:m／y．毁坏…的外形，

作的海员，水手

defame／diifeim／y．诽谤，中伤

使成畸形

declaim／diikleim／y．高声朗诵，慷慨：

default／difo:lt／n．1．违约，缺席，

defraud／diifro:d／y．诈取，诈骗

陈词，大声辩说

拖欠 2．
（电脑的）预设，预置（值）y．不

defrost／．di: ifrDst／y．使解冻，给（冰

履行，不到场，未付（债等）

箱等）除霜

／di ifensiv／adj.1．防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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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lerate

／di:iselareit／y.（使）减速，

／

／diifendant／n．被告

declaration

／idekla 'reij'2n／n．宣告，

／idedikeit／y.

1.以…奉献

／di'dAkj'2n／n．1．推论，

宣言，布告

deficit／idefisit／n．赤字，亏损

defilel／diifail／y．使肮脏，亵渎（神

明显的

1.当然，一

，di ifinitiv／adj.1．确定的，

deft／deft／adj.灵巧的熟练的，机敏的
36

defunct／difAJkt／adj.己死的己废止的

delinquent ／ dilijkwant ／ n& adj. 犯 法

demolish／di'mDhj'／y． 拆毁，废除，

defuse／idi: fju:z／y．1．拆除（炸弹等

的，有过失的，
（尤指少年犯）违法者

吃完

的）信管 2．缓和，平息，消除危险

delirious／diihrias／adj.

defy／difai／y．1．违抗，蔑视 2．激

胡言乱语的，极度兴奋的

鬼 2．精力充沛的人，技艺出众的人

（某人）做

精神错乱的，

demon／idi:man／n1 恶魔，恶棍，调皮

deliver／diiliva／y．1 送交，投递，交

demonic

／adj.退

出 2．给（产妇）接生，生（婴儿）3．发

的，神通广大的

步的，退化的，堕落的 n．堕落者，腐

表（演讲等）4．给予（打击）5 解救

demonstrable

化者 y．退化，衰败，堕落

deliverance／diihvarans／n 解救，拯救

表明的，可证实的

degrade／di'greid／y.1．使降级，降低，

deliverer／diihvara／n．护送者，交付

demonstrate／ldemanstreit／y．证明，

2．有辱…的人格，使丢脸

者，救助者

示范，参加示威游行

degree／digri:／n．1．度数，等级，程

delivery／diilivari／n．1．交付，投递，

demonstration

度 2．学位

交出 2．分娩 3．演讲的风格（方式）

／n．论证，示范，示威游行（集会）

dehydrate／idi:‘haidreit／y.（使）脱水，

delta／ldelta／n．
（河口的）三角洲

demonstrative

除去…的水分

delude／diilu:d／y．误导，欺骗，哄骗

／adj.1．易流露感情的，喜怒形于色的

deify／di:ifai／y．把…神化，把…奉若

deluge／ldelju:d3／n．大雨，暴雨，洪

2．指示的，明白表示的

神明

水 y．淹没，涌现

demoralize,

deity／ldi:iti／n．神，女神

delusion／di'lu:3an／n．欺骗，错觉，

di-mDralaiz／y．使士气低落，使泄气，

delay／diilei／y&n 耽搁，延迟，延期

幻想

使失去斗志

delegate／'dehgot／n．代表，代表团团

de luxe／dailuks／adj.华美的，豪华的，

demote／idi:‘maut／y 使降级，使阵职

员 y．授权，委托，委派…为代表

高级的

den／den／n．兽穴，窝，私室

delve／delv／y．1．搜寻，翻查 2．探

denial／dinaial／n．否认，拒绝，抛弃

委派

索，钻研

denim／idenim／n．斜纹粗棉布，(p/)

delete／diili:t／y．删去，划掉

demagogue，

deli／ideh／n．

／n．蛊惑民心的政客，煽动家

／

di'd3enarat

／di: imDnik／adj.魔鬼（似）
／idemanstrabl／adj.可

／

．demanstrei-J'2n
／

dimDnstrativ

demorali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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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enerate

delegation

／ideli'geij'2n／n．代表团，

(AlrlrlE)

(infrnl)熟

demagog

／de-magDg

‘demagDgi

demagogy

deliberatel，di ihbarat／adj.1．有意的，

demagoguery／demagDgari／n．蛊惑民

denominate

故意的 2．从容不迫的，审慎的

心的策略和手段

名，表明

deliberate2／diilibareit／y．仔细考虑，

demand／dirna:nd／y.&n.要求，请求，

denomination／di.nDrriineij'2n／n1．命

商议

需求

名，名称，分类 2 宗派，教派 3．
（货

／di ilibaratli

／adv.故

demanding

／

／

denizen／idenizan／n． 生活在特定地

食（店）

deliberately

／

斜纹棉布裤，牛仔裤

，

／adj.要

di ima:ndiJ

方的人（动植物）
，居民

／diinDmineit／y．给…命

币）面额，
（度量衡等的）单位

意地，蓄意地

求高的，费力（心）的

denominator

deliberation／dilibaIreij'2n／n．1．考虑，

demean／dirni:n／y．1．使丢脸，贬低

denote／dinaut／y．指示表示，意思是

研讨，商议 2．审慎，从容，沉着

自己，降低…的身份 2．贬损

denounce／diinauns／y． 丰旨责，痛

delicacy／ldehkasi／n．1．精致，优美，

demeanour,

细微 2．美味，佳肴

n．行为，举止

dense／dens／adj.密集的，稠密的，不

demeanor ／ di-mi:na ／

／diinDmineita／n．分母

斥，告发

demented／diimentId／adj.疯狂的，精

易看透的

弱的 2．精密的，精致的 3．微妙的 4．清

神错乱的

densely／densh／adv.稠密地，密集地

香的，清淡的

demerit／di:merIt／n．过失，缺点

density／idensati／n．稠密；密度

demo／ldemaci／n．示威游行

dent／dent／n．缺口，凹痕 y．使凹陷

delicate／idehkat／adj.

delicatessen

／

1.易碎的，娇

idehka ltesn／n．熟

食店，熟食

demobilize

／di:imaubilaiz／y．使复

delicious／di'hj'as／adj.1.美味的，可口

员，退伍，遣散（军队）

dentist／identist／n．牙科医生

的，芳香的 2．怡人的

democracy ／diimDkrasi／n．1．民主

dentistry／identistri／n 牙科学，牙医术

delight／diilait／n．欣喜，乐趣 y．喜

改体，民主政府，民主国家 2．民主作

denture／‘dentj'a／n．假牙，托牙

欢，乐于，使快乐

风，民主精神

deny／diinai／y 否认，拒绝承认，不准

delightful／di ilaitful／adj.令人愉快的

democrat

delimit／di:ilimit／y．确定…的范围

主义者，民主人士

depart／diipa:t／y．启程，离开，辞世』

（界线）

democratic／idema ikrzetik／adj.民主

depart from 背离，违反，离开

delineate／diihnieit／y 描绘，描述，勾

的，民主国家的，民主主义的

department

画…的轮廓

demography／di:‘mDgrafi／n．人口统

府、学校等的）部门，科系，所 2．活

delinquency／diliJ kwansi／n1 失职 2

计学，人口学

动领域，知识范围

／

idemakrzet

违法行为 3 少年犯霏 4 拖欠的债务

／n．民主

dental／identa1／adj.

牙齿的，牙科的

deodorant／di:raudarant／n．除臭剂

／di'pa:tmant

／n．1．
（政

departure／diIpa:tj'a／n．1.离开，启程，
37

开始 2．背离

抑郁，萧条（期）2．凹地，洼地，低

的种族隔离

depend／dipend／y．1．取决于，视…

压（地区）

desertl／dilz3:t／y．1．放弃，离弃，

而定 2．信赖，确信』That all depends;

deprive／diipraiv／y．录 0 夺，使丧失，

抛弃 2．
（军人）开小差．擅离职守

It all depends 那得看情况

使不能做 deprivation

desert2／1dezat／n．1．沙漠不毛之地

depth／dep0／n．1．深，深度，深奥

2．荒凉的境地（时期）

2．(pZ)深渊，深处，正中，3．（学识

desert3／di123:t／n． 1．功过，功罪

等）渊博，（兴趣等）强烈』in depth

2．(pZ)应得的奖赏（惩罚）

靠，依赖 2．相信．信赖 3．对（药物

深入的（地）
，彻底的（地）
，纵深的（地）

deserve／dilz3:v／y．应得，应受，值

的）依赖，毒瘾

／ out of one's depth; beyond one's

得

depth① 深 不 着 底 ② 非 … 所 能 理 解 ，

desiccate

adj.1．依赖的，取决于…的，从属的

为…力所不及

变干燥，使干涸

2．有瘾的

deputation

depict／dipikt／y．
（用图画、文字）表

代理人，代表团

样，图案 2．计划，图谋，打算 3．构

示，描述，描绘

deputy／idepjuti／n．1．代表，代理人

思，方案

deplete／diipli:t／y．大量削减数量（能

2．副职，副手 3．
（法国等）众议员

designate／1dezigneit／y.1.标出，指明，

力、价值）
，消耗

derail／diireil／y．使（火车等）出轨

称呼 2．指派，任命 adj.己受委派（当

deplore／diplo:／y．哀叹，悲叹，对…

Derby／ida:bi／n．1．（cap)德比马赛

选）而尚未就职的，候任的

深表遗憾

2．马赛，大赛

designation／idezigIneij'2n／n．1 标示，

deploy／diploi／y．1．部署，调度，

deregulate／di: regjuleit／y.撤销对…的

指定 2．命名，称呼 3．指派，委任

调动 2．施展，利用

管制规定，解除对…的控制

designer／diizaina／n．设计者，构思

derelict／derilikt／adj.被弃置的，破败

者，谋划者 adj.由设计师专门设计的，

口减少

的，荒废的聆。被遗弃的人

标出设计师姓名的

deport／diIpo:t／y．把（夕}国人）驱

deride／diiraid／y．嘲笑，愚弄

desirable／diizaiarabl／adj.理想的，值

逐出境

derision／diri3an／n．嘲笑，愚弄

得拥有的，可取的

depose／di-pauz／y.1．罢免，废黜 2．宣

derivation

誓作证

推论 2．起源，出身 3．派生，词源

愿望 2．要求，请求

derivative，di lrivativ／adj.派生的，衍

desirous

2．使…沉淀，使沉积 3．存放，存储，

生的，缺乏独创性的

desk／desk／n．1．书桌，办公桌 2．服

寄存 4，
（预付）定金 n．1．沉淀物 2．寄

derive／diiraiv／y．1．取得，得到 2．追

务台，问讯台 3．部，司，室

存物，存款 3．保证金，押金，订金人

溯…的起源（由来），衍生 3．推论出，

desktop／idesktDp／n．桌面 adj.小型电

引申出

脑的，使用小型电脑的

dependant, dependent

／ dipendant ／

n．受扶养者，受扶养家属
／di' pendans

dependence

／

di- pendant

／

／idepjU'teij'2n／n．代表，

／

idesikeit

design／diizain／n．

／

y.（使）

&y.1.设计，图

严 co
ww
m
禁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c
严
ww
om
禁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严 co
ww
禁 m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严 co
ww
禁 m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dependent

／n．1．依

／idi:‘pDpjUleit／y．使人

depopulate

deposit／diipDzit／y.

1.]孜下，放置

／idepa'zij'2n／n．1．免职，

deposition

废黜 2．沉淀物，沉积 3．作证

／ideri'veij'2n／n．1．得到，

derogatory ／

di' rDgatari

／adj.贬

desire／diizaia／n． &y.1.意欲，渴望，
／di'zaiaras／adj.希望，渴望

desolate／idesalat／adj. 1.孤独凄凉的，

义的，诽谤的

阴郁的，可怜的 2．荒凉的，荒废的

仓库

derrick／derik／n．转臂起重机，钻井

desolation

depot／idepau／n．
1．
仓库，储藏处 2．
公

塔，油井架

凄凉，荒废 2．悲哀，孤寂

共汽车车库 3．(AlrlrlE)火车站

descend／diisend／y.1．下降，下跌，

despair／di-spea／n．&y.绝望，失望

deprecate／ideprikeit，y．反对，对…

落下 2．递减 3．袭击，突然访问 4．祖

desperate

表示不赞成

传，起源于，是…的后裔

孤注一掷的 2．亡命的，不顾一切的

descendant／disendant／n．后裔，子孙

desperately

贬值，降价 2．轻视，贬低

adj.下降的，派生的，
（从祖先）传下的

命地，不顾一切地，绝望地

depreciation ／diipri:J'i'eij'2n／n．1．价

descent／diisent／n． 1．下降，下来，

desperation

值跌落，贬值，折 1 日 2．贬低

2．下倾，斜坡 3．血统，世袭，遗传 4．袭

拼命，铤而走险

depress／dipres／y．1．使消沉，使抑

击，突然的访问

despicable

郁，使萧条 2．压下，按下 3．削弱，

describe／diiskraib／y.1．叙述，描写，

鄙的，卑劣的

降低

形容 2．描绘，画，把…说成

despise／diispaiz，y．苗 B 视，蔑视，

／diIpDzitari／n．储藏室，

depository

／di'pri:J'ieit／y.1．
（货币）

depreciate

／idesaleI,an／n．1．荒芜，

／‘desparit／adj.1．绝望的，
／

idesparitli

／adv.拼

／idespaIreij'2n／n。绝望，
／

-despikabl

／adj.可

description／disknpj~n／n．1．叙述，

轻视

沮丧的 2．不景气的，萧条的 3．压下

描写，描绘 2．种类，性质

despite／diispait／n． 1．侮辱，伤害

的，凹陷的

descriptive

depressing ／ di'presiJ ／ adj. 令 人 沮 丧

述的，描写的，描述性的

despoil／diispoil／y．抢劫，掠夺

的，压抑的，使降低的

desegregate／idi:‘segrigeit／y．废除…

despot／idespDt／n．有至高无上权力

depressed

depression

／di'prest／adj.1．抑郁的，

／

di- skriptiv

／di'prej'2n／n．1．沮丧，

／adj.叙

2．恶意，怨恨 prep.尽管，不顾，虽然

的统治者，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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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otism／idespatizam／n．专制君主

determine／dilt3:min／y.1.下决心，决

devolve／diivDlv／y．把（权力、职责

的统治，暴政

意，决定 2．确定，测定 3．限制，规

等）移交给

dessert／di123:t／n．
（饭后的）甜点，

定，裁定

devote／diIvaut／y．奉献，把…专用于』

甜食

determiner
／idesti'neij'2n／n．终点，

destination

／diit32mina/n．限定词

deterrent／diiterant／n．

阻碍物，制

devote oneself to 献身于，致力于，沉
溺于
／ di'vauj'2n ／ n1. 献 身 ， 奉

目的地，目标

止物 adj.威慑的，遏制的

devotion

destine／idestin／y．命定，注定，指定

detest／dIitest／y．厌恶，憎恶，讨厌

献，忠实 2 热爱，专用，专心 3 虔诚

destined／idestind／adj.命中注定的，预

detonate

定的

起爆，爆炸

耗尽 2．狼吞虎咽地吃（光）3．贪婪

destiny／idestini／n．命运，天命

detour／idi: itua／n．弯路，兜圈子，

地看（听、读等）4．占据…的全部注

destitute／idestitju:t／adj.1．贫困的，

离题 y．绕道，绕过，使离题

意力，充满

赤贫的 2．缺少的，毫无…的

detract／diitrzekt／y 贬低，诋毁，减损

devout／diivaut／adj.虔诚的，诚挚的，

destroy／diistroi／y 毁灭，破坏，消灭

detriment

destroyer／diistroia／n．1.破坏者 2．驱

伤害

逐舰

detrimental
／

destruction

di' strAkj'2n

／n．毁

坏，毁灭，消灭

／

idetrimant

弓 I 爆，

／n．损害，

devour／diivaua／y． 1．吞噬，吞食，

衷心的
dew／dju:／n．露，露水，小水珠

／idetri Imenta1 ／adj.有

dewdrop／‘dju:drDp／n．露珠

害的，不利的

dexterity／dekisterati／n．灵巧，熟练，

devastate／ldevasteit／y．摧毁，破坏，

机敏

毁灭

diabetes／idaiaibi:ti:z／n．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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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 istrAktiv ／ adj. 破 坏

／idetaneit／y。

destructive

develop／dilvelap／y.

detach／diltzetj'，y．拆卸，使分离，

制 2．
（使）发展，增长，发达 3．
（逐

（疾病）
，判断，调查分析（问题等的）

派遣

渐）显现，
（逐渐）获得，
（开始）患（病

原因（性质）

等）4．发挥，展开，详细阐述 5．开

diagnosis／idaiagn9usis／n．诊断（结

拆卸的，可分开的

发（土地资源等）

论）
，调查分析，判断

detached／di『tzetj't／adj.1.（住宅）独

显影，冲印

立式的 2．不带私人感情的，公正的，

development

超然的

展，开拓，成长 2．开发，培育，发达

diagonal／dai‘zegana1／adj.1．对角的，

3 产物，事态发展，新情况 4 开发的房

对角线的 2．倾斜的，斜线的 n．对角

然，公正，不偏不倚 2．分遣队，支队

地产，新建的住宅区 5．显影

线，斜线

detail／idi:teil／n．1．细节，琐事，详

deviant／ldi:viant／adj.偏离正道的，不

diagram／‘daiagrzem／n．图表，图解，

述 2．分配，
（人员的）选派 3．选派的

正常的，越轨的

示意图

人（小组、分队等）』go into detail (s)

deviate／idi:vIeit／y．背离，偏离，越

dial／idaia1，n．1．
（仪表等）刻度盘，

详细叙述，逐一说明／in detail①详细

（轨）

钟面，表盘 2．（电话机的）拨号盘，

地②逐渐地 y．详细说明，派遣

deviatiOn

detain／diitein／y．拘留，扣押，耽搁

离，偏差

（电话号码），与…通电话

detect／diitekt／y．发现，查明，测出

device／dilvais／n．1．装置，器具，

dialect／idaialekt／n 方言土话，行话

detective／diitektiv／n． 1.侦探 2．发

仪器 2．手段，策略，诡计 3．手法，

dialectic／daialektik／dialecticsn 辩证

现者，探测者 adj.（关于）侦探的，探

披巧，图案』leave to one's own devices

法

测（用）的

听任…自便，让…自行发展

dialogue, dialog／'daiaIDg／n．1．对话，

detector／diItekta／n．1．发现者，探

devil／ideva1／n．1．恶魔，魔鬼，恶

交谈 2．
（小说、戏剧中的）对白，
（国

测者 2．探测器，检验器，检波器

棍 2．家伙，淘气鬼，冒失鬼』a devil of

家、组织之间的）对话，讨论

阻止，滞

非常糟糕的，极麻烦的，异常的／go to

diameter／daiizemita／n．直径，径，

』 detention centre 拘留所

the devil①完蛋，毁灭②滚开，见鬼去

放大率

deter／diit3:／y．1．威慑住，吓住 2．阻

／Talk of the devil；Speak of the devil

diametrically ／ idaia metrikah ／ adv. 完

止，防止

(and he will appear)说到曹操，曹操就到

全，全然

devilish／ldevahj'／adj.恶魔似的，坏透

diamond／idaiamand／n．

去污剂 adj.洗涤的，去污的

的

钻石，菱形

deteriorate／diItiariareit／y.恶化，（使）

devious／ldi:vias／adj.1．迂回的，曲折

diarrhoea, diarrhea

变坏，退化

的 2．不坦率的，不大老实的

n．腹泻

di.t3:1111neij'2n／

devise／diivaiz／y．计戈 0 发明，设计

diary／idaiari／n．

n．1．坚定，果断，毅力 2．决心，决

devoid／dilvoid／adj.缺少的，没有…的

记簿

／

detachable

di' tzetj'abl

／di'tzetj'mant

detachment

detention／di lt enj'2n／n．
留，监禁

detergent

／di't3:d3ant

determination

／

／adj.可

／n．1．超

／n．洗涤剂，

1．使形成，研

6．使（胶卷等）

diagnose

／

‘daiagnauz

（性）的，毁灭（性）的，非建设性的

diagnostic

／di ivelapmant／n．1 发

／idi:vi'eij'2n／n．背离，偏

定，规定 3．确定，测定

／y.诊断

／idaiag inDstik

／adj.诊

断的，判断的

转盘 y．1．调频道，收听（看）2．拨

／

金刚石，
idaiaria ／

日记，日志，日

dice／dais／n．骰子，色子 y．1．用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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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赌博 2．把（肉、蔬菜等）切成丁

（使）不同，构成…间的差别

dilapidated ／ di ilzepideitid ／ adj. 倒 塌

dichotomy／daiikDtami／n．一分为二，

difficult／difikalt／adj.1．难做的，困

的，荒废的，破 1 日的

二分法，对分

难的 2．难对付的，不易相处的

dilate／daiileit／y．张大，扩大

dictate／dikIteit／y．1 口述，
（使）听

difficulty／idifikalti／n．

dilemma／diilema／n． （进退两难的）

写 2．命令，强行规定 3 支配，驱使

境，难题 2．麻烦』make a difficulty;

窘境，困境，进退维谷

dictation／dik『teij'2n／n． 口授，听

make difficulties 刁难，提出异议

dilettante／idiht zenti／n．浮泛的涉猎

与，命令

diffidence／idifidans／n．缺乏自信，胆

者，业余爱好者

dictator／diklteita／n．1．独裁者，专

怯，羞怯

d 川 gence／'dilid3ans／n．勤奋，用功

制者 2．口授者 3．
（左右风尚时装等的）

diffident／idifidant／adj.缺乏自信的，

d 川 gent／‘dihd3ant／adj.勤勉的，勤奋

权威

胆怯的，羞怯的

的，坚持不懈的

dictatorship

／dik'teitaj'ip／n．独裁，

diffuse／diifju:z／y.

1.困难，困

1．扩散，（使）

dilute／daiilj u:t／y1 稀释，冲淡 2 削弱，

独裁国家，专政

四散，弥漫 2．传播，散步 adj.1．弥漫

减轻 adj.经稀释的，淡的，减弱了的

diction／'dikj'2n／n．措词，用语，发

的，四散的 2．
（文章等）冗长的

dim／dim／adj.1．暗淡的，昏暗的 2．模

音（法）

dig／dig／y．1．挖，掘，
（挖掘似地）

糊不清的，朦胧的 3．迟钝的，愚蠢的

掏 2．费力地行路 3．触，碰，戳 4．
（仔

y．使暗淡，（使）变模糊，（使）失去

典，字典，辞书

细）寻找，收集 5．领会，理解，欣赏』

光泽

dictum／diktam／n．正式声明，断言，

dig sb in the ribs 用肘碰一下某人（示意

dime／daIm／n．（美国、加拿大等国

格言

其对可笑的事表示欣赏）／dig at; make

的货币单值）一角，十分钱

didactic／diidzektik／adj.教诲的，说教

a dig at 挖苦，嘲讽／dig in①挖壕固守，

dimension ／ daiimenj'an; dimenj'2n ／

的

使（自己）站稳脚跟，巩固（自己的地

n．1．长（宽，高，厚）度，尺寸 2．(pZ)

diddle／didl／y．欺骗

位）②开始（大）吃／dig out 挖出，

面积，规模，程度 3．(pZ)范围，重要

die／dai／y．1．死，结束，灭亡 2．逐

掘出／dig up 掘起，挖掘出 n．1．捅，

性 4.特点，方面，部分

渐消失，停止』be dying for; be dying to

戳，推一下 2．挖，掘 3。嘲讽，挖苦

dimensional

渴望，巴不得立刻／die away 变弱，渐

4．考古发掘（地点、遗迹）

的，
（构成复合词）…维的，…度的

渐停止／die hard①（习俗等）难根绝，

digest／dai'd3est; di'd3est，y．1．消化

three-dimensional 三维的

难改掉②顽固到底，难断气／die off

（食物）2．
（经反复思考）吸收，领悟，

diminish／di rninij'／y.1．减少，
（使）

相继死去／die out①逐渐消失②灭绝

理解 3．整理，压缩，节略 n．摘要，

减小，降低 2．贬低，使降级，削弱

／never say die 别气馁，别灰心

文摘，汇编

dimple／ldimpl／n．酒窝，窝

diehard／idaiha:d／n．死硬派，老顽固．

digestible／did3establ／adj.易消化的

din1／din／n．喧闹声，嘈杂声

diesel／idi:za1／n．柴油，内燃机车，

digestion

柴油车

（作用）
，消化力 2．领悟，理解

三番五次告诫

diet／1daiat／n．日常饮食，食物，规

digestive／di'd3estiv／adj.消化的，助消

dine／dain／y．进正餐，用膳，宴请

定饮食』be on a diet; go on a diet 节食，

化的

diner／ldaina／n．1．就餐者，餐馆顾

吃限定的食物 y．节食，按规定进食

digit／‘did3it／n．1．
（0 至 0 9 中的任

客 2．餐车 3．
（公路边的）小饭馆

dietary／idaiatari／adj.饮食的，有关饮

何一个）数字，数位 2．手指，脚趾

dinghy／idiJ gi／n．无篷小艇

食的

digital／idid3ita1／adj.1．数字的，数

dingy／dijd3i／adj.肮脏的，褪色的，

字显示的 2．手指（脚趾）的，指（趾）

暗淡的

n．饮食学家，膳食学家

状的

dining／‘dainiJ／n．吃饭，就餐

differ／idifa／y．1．相异，有区别 2．持

dignified／‘dignifaid／adj.有尊严的，庄

dinner／ldin9／n．正餐，宴会

不同看法

严的，高贵的

dinosaur／idainaso:／n．

difference／difarans／n． 差异，不同，

dignify／‘dignifai／y.1．使有尊严，使

式而不好用的）庞然大物

分歧

变得庄严，给…增光 2．抬高…的身价

diocese／idaiasis／n．主教教区

待 ② 有 关 系 ， 起 作 用 ／ split the

dignitary／‘dignitari／n．显贵，要人

diode／idaiaud，n．二极管

difference 折中，妥协

dignity／‘dignati／n．1．尊严，高贵，

dioxide

different／idifarant／adj.1.不同的，
有差

体面 2．庄严，端庄 3．官阶，职位』

dip／dip／y．1．浸，蘸，伸入 2．放

别的 2．个别的，另外的 3．各种各样

beneath one's dignity 有失某人身份（体

低，降下

的，与众不同的

面）／stand on one's dignity 坚持受到应

pocket 花钱，解囊捐钱 n．1．浸，蘸 2．游

有的礼遇，保持尊严

泳，（在河、海等中）洗澡 3．涉足，

差别的，差额的，独特的 n．
（同类人、

digress／daigres／y．离题

涉猎 4．倾斜，下降，减少 5．浸液，

物间的）差异，差额，差价

dike，dyke／daik／n．堤坝，排水沟

溶液

／

idikj'2nari

／n．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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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tionary

dietician,

』

differential

dietitian

／ daiatij'2n ／

make a difference①区别对

／

.dlfa' renj'21

／adj.

／di'd3estj'2n／n．1．消化

differentiate／idifalrenj'ieit，y．区分，

／di'menj'2nal／adj.尺寸

』

din2／din／y．再三叮嘱，反复强调，

恐龙，（老

／daiiDksaid／n． 二氧化物
』 dip one's hand into one's

diphthong／‘difODJ／n．双元音，复合
40

元音

disadvantaged

／idisadiva:ntid3d／adj.

离开，释放，开除 2．发射，击发（枪、

diploma／diiplauma／n．毕业文凭，学

处于不利地位的，下层社会的，贫困的

炮等）3．派出，放出，发泄 4．卸（货），

位证书

disadvantageous／.diszedva:nlteid3as ／

下（客）5．完成，履行

diplomacy／diplaumasi／n．外交（手

adj.1．不利的 2．蔑视的

disciple／diisaipl／n．信徒，门徒，追

腕）
，手段，策略

disagree／idisa gri:／y.1．不一致，不

随者

diplomat／idiplamzet／n．外交家，外

符，（食物天气等）不适宜 2．意见不

disciplinary／-disiplinari

交官

合，有分歧 3．争吵，争论

律处分的，执行纪律的，惩戒性的 2．有

diplomatic ／ idipla imzetik ／ adj. 外 交

disagreeable

的，有手腕的，圆滑的

人不快的，讨厌的，不合意的 2。不发

discipline／idisiplin／n．

dipper／idipa／n．1．长柄勺 2．(cap)

善的，难相处的

律，行为准则 2．克制，规章制度，管

北斗七星

disagreement／idisa'gri:mant／n．1．意

教 3．处罚，惩罚 4．学科，科目

dire／idaia／adj.可怕的悲惨的，不祥的

见不一，争吵，争论 2．不一致，不符，

练，控制，惩罚

directl／diirekt／y．1．监督，管理，

不适宜

disclaim／dis ikleim／y．否认，拒绝承

指导 2．指示，命令 3．给…指路，把…

disappear／idisa 'pia／y． 消失，失踪，

认，放弃

对准某一目标 4．导演

绝迹

disclose／disiklauz／y.

direct2／diirekt／adj.l，笔直的，最近

disappoint

的 2．直接的，亲身的 3．坦率的，正

使扫兴，使（希望等）破灭

好的 adv.1．直接地，径直地 2．直截

disappointing

了当地

人失望的，使人扫兴的

disco／diskau／n．迪斯科舞厅

direction／diirekj'2n／n． 1.方向，方

disappointment／idisaIpointmant／n．失

disconcert

面，指引 2．指导，管理，命令 3．导

望，扫兴

失措，使窘迫 2．挫败，打乱

演，指挥

disapproval

／idisa 'griabl／adj.1．令

／idisa 'point／y.使失望，

，adj.1．纪

关学科的
1.训练，纪
y．训

1.（使）显露，

揭露，泄露 2．公开，表明，说出
disclosure／dis 'klau3a／n．揭发，透露，
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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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isa 'pointiJ／adj.令

／idisa ipru:va1／n．不赞

／idiskan's3:t／y.1．使仓皇

discontent／idiskanIt ent／n．不满，不

成，否决，不喜欢

满足

directly／di irekth／adv.1.直接地，直截

disapprove／idisa'pru:v／y.不同意，不

discord／idisko:d／n．1．
（意见）不合，

了当地，坦率地 2．正好地，截然 3．立

准许，不喜欢

不和，争论 2．
（音乐）不和谐

即，马上

disarm／dislQ:m／y.1．缴…的械，解

discount／idiskaunt／y．怀疑地看待，

director／diirekta／n．1．董事，经理

除…的武装，裁减军备 2．使无害，使

漠视，低估

2．主管，主任，指导者 3．导演

息怒

打折扣

directory／diirektari／n．1.人名地址录，

disarmament／disia:mamant／n．裁军，

discourage／dis ikArid3／y.1．使丧失

工商行名录，电话号码簿 2．董事会

裁减军备

勇气，使灰心 2．阻拦

3．指南

disarray／idisa rei／n．混乱紊乱，零乱

discourse／idisko:s／n． 论文，演讲，

dirt／d3:t／n．1．污物，尘垢，烂泥 2．泥

disassociate

土，泥地 3。下流话，脏话，肮脏（状

思想上）把…分开，使分离

discover／disikAva／y。 发现，找到，

态）

disaster／diiza:sta／n．1．灾难，大祸，

使被知晓

顶 的 ／ treat someone like dirt; treat

大不幸 2．彻底的失败 3．祸患

discovery ／dis ikAvari／n．发现，发

someone like a piece of dirt 视某人如草

disastrous

芥，瞧不起某人

性的，极不幸的，极坏的

discredit／disikredit／y．使不可置信，

dirty，ld3:ti／adj.1．肮脏的，污染的，

disavow／idisa'vau／y． 否认，不承认

使丢脸 n．丧失名誉，丧失信誉

脏的 2．下流的，卑鄙的，令人憎恨的

disband

3．令人不快的，（脸色）难看的，（天

disbelief／idisbili:f／n．不相信，怀疑

的，慎重的，不显眼的

气）恶劣的

disbelieve／idisbili:v／y 不相信，怀疑

discrepancy／dis ikrepansi／n．差异，

disability／idisaibilati／n．1.无能，无

disc，disk／disk／n．圆盘，盘状物，

不符合

力 2．伤残，残障，残疾

（电脑）磁盘

discrete／dis ikri:t／adj.个别的，分离

disable／disieibl／y．使丧失能力，
（常

discard／disika:d／y．丢掉，舍弃

的，不连续的

用被动语态）使伤残

discern／dis3:n／y．看出，了解，识别

discretion

disadvantage／disadva:ntid3／n．1．不

discernible

利地位，不利 2．弊端，损害，
（名誉、

稀可辨的

意，任意／at the discretion of 听凭处置

信用等方面的）损失』at a disadvantage

discerning／di's3:niJ／adj.识别力强的，

／with discretion 慎重地

处于不利地位／to the disadvantage of

有洞察力的，有鉴赏力的

discriminate／disikrimineit／y．区别，

sb; to sb's disadvantage 对 某 人 不 利

discharge／disItj'a:d3／y.&n．1．允许…

辨别，有差别的对待 adj.有区别的，有

directive／diirektiv／n．

』

指令，训令

（as）cheap as dirt 便宜透

／idisa 'sauj'ieit／y．（在

／

di'za:stras

／adj.灾难

／dis ibzend／y．解散，遣散

／

di lS3mabl

／adj.依

n．
（打）折扣』at a discount

交谈，篇章

觉，被发现的人（事物）

discreet／disikri:t／adj. （言行）谨慎

／dis 'krej'2n／n．1．谨慎

2．自由裁夺，酌处权』at discretion 随

差别的，有识别力的

y．使处于不利地位，损害，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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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rimination

dis ikrimineij'an／

／dis'intigreit／y．粉碎，

disintegrate

（使）分散，

驱散，疏散

n．1．区另 0，辨另 0，识别力 2．差

瓦解

别对待，歧视

disintegration

discus／diskas／n．铁饼

n．破裂，分裂，瓦解

discuss／disikAS／y．讨论商讨，论述

disinterested

／dis 'kAJ'2n／n．谈论，

的，公正的

discussion

disperse／dis p3:S／y.

／

dis-intigreij'2n ／

dispirited／dis ipiritid／adj.气馁的，垂
头丧气的

／disrlntristid／adj.无私

displace／displeis／y.1．移置，使脱离
正常位置 2．替代

讨论，论述

disjointed

disdain／disidein／y.&n．鄙视，鄙弃，

连贯的，支离破碎的

不屑 disdainful

disjunctive

disease／diizi:z／n．疾病，弊病，病害

词）转折的，反意的

displease／dis ipli:z／y．触怒，使生气

y．使有病，使不健全

dislike／disilaik／y．厌恶，不喜欢

displeasure／dis 'ple3a／n．不满，不悦，

disembark／idisimba:k／y.（使）下船，

dislocate／dislaukeit／y.1.使脱位，使脱

生气

登岸，卸（货）

臼 2．扰乱，使混乱

disposable

dislodge／disIDd3／y．逐出用力移出

adj.1．可（任意）处理的，可自由支配

disloyal／dis110ia1／adj.不忠实的，背

的 2．-次性使用的，不回收的

叛的 dislovaltv

disposal

disenchant

／idisin'tj'a:nt／y．使不再

着迷，不抱幻想
disentangle

／idisin'tzejgl／y．解开…

的结，清理出

／

dis' d30intid

／dis 'd3AJktiv／adj.（连

阴暗的，忧郁

display／displei／y 陈列，展示，展览

／

dis ipauzabl

／

／dis ip9Uza1／n． 1.清除，

销毁，丢掉 2．处置，处理，布置』at sb's

的，无希望的

disposal; in sb's disposal 任某人处理，

n．不喜欢，不赞成，反感

dismantle／dis rnzentl／y．拆开，拆卸

任某人支配

disgrace／dis greis／n。1．丢脸，耻辱

dismay／dis mei／y．
（使）。晾恐，使

dispose／dis pauz／y.

2．失宠，失势 y．使丢脸，使受耻辱，

沮丧，使绝望

2．清除，铛毁 3．安排，处理 4．使倾

使失去地位

dismiss／disrnis／y.1．免…之职，解雇

向于』dispose of①丢掉，清除②赠送，

2．让…离开，遣散 3．不理会，抛弃，

卖掉③处理，解决

丢脸的，可耻的，不名誉昀

不认真考虑

disposed

disguise／disgaiz／y.&n．假扮，伪装，

dismissal／disimisa1／n．1.解散，打发

的，乐意的 2．有…倾向的

掩盖

走 2．解雇，撤职 3．不予考虑

disposition

disgust／dis'gAst／n．厌恶，恶心，作

disobedience／idisa'bi:djans／n．不服

性情

呕

从，违抗

disprove／idis 'pru:v／y．证明…不能成

disgusting ／ disgAsti0 ／ adj. 令 人 作 呕

disobey／．disaibei／y．不服从，违抗，

立，反证

的，令人恶心的

漠视

dispute／disIpju:t／y.

dish／dij'／n．1．碟，盘，盘状物 2．菜

disorder／disb:da／n．1．杂乱，混乱

争论，争夺 2．质疑，反对 3．阻止，

肴 3．(pZ)（就餐时用过的）所有餐具

2．散乱，骚动 3．失调，不适 y．1．使

反抗

v．把（食物）装盘，使成碟状』dish out①

零乱，扰乱 2．使失调，使不适

disqualify／dis ikWDhfai／v.使不能，

供给，分发②端上（菜）／dish up 盛

disparate

菜，把（食物）装盘

的，根本不同的，异类的

disregard／idisriga:d／y.&n．不理会，

disparity／dis pzerati／n．不等，差异，

不顾，忽视

悬殊

disrep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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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feiva ／

displacement／dis ipleismant／n．1．移
置，移位 2．置换，取代（作用）

dismal／idizma1／adj.
／

／adj.不

disfavour,

disgracefui

disfavor

／

dis 'greisful

／adj.

y．使讨厌，使厌恶，使作呕

dishonest／disronist／n．

不诚实的，

不老实的，不正直的
dishonour, dishonor

／disDna／n．不

dispatch,

／ idisparat ／ adj. 无 从 比 较

despatch

／

dis p 茁 t． r

1．扫}列，配置

／dis ipauzd／adj.1．愿意

／idispa 'zij'2n／n．性格，

&n．1．争吵，

使不合格，吊销资格

／

idisriipju:t／n．丧失名

誉，声名狼藉

名誉，耻辱，丢脸（的人、事） y．1．使

／y．1．发送，派遣，打发 2．迅速处

disrespect／idisri'spekt／n 不尊敬无礼

受耻辱，使丢脸 2．拒绝承兑（支票）

理，处决 n．1．急件，公文 2．发送，

disrupt／dis 'rApt／y．扰 SL,破坏

派遣 3．速办

dissatisfaction

dispel／dis-p el／y．驱散，消除

／n．不满意，不高兴

dishonourable,

dishonorable

disIDnarabl／adj.

／

不名誉的，不光彩

idis iszetisf zekj'2n

的，可耻的

dispensable

dishwasher／‘dij' iWDJ'a／n．洗碟机

必要的，不重要的

使不高兴

disillusion ／ idisi'lu:3an ／ y. 使 幻 想 破

dispensary／dis pensari／n．
（医院、学

dissect／diisekt／y．解音 0

灭，使醒悟，使不再着迷

校等的）药房，医务窒，诊所

disseminate

disillusioned／idis3lu:3and／adj.（对某

dispensation

人、某事）大失所望，幻想破灭

配，分发 2．天命，天道 3 赦免，特准

dissension

disinfect／idisin'fekt／y。 杀菌（消毒）

dispense／dispens／ y.1 ．分配，分发

论，争吵

2．配（药）
，配（方）

dissent／diisent／n．&y．不同意，持

disinfeCtant

／idisin fektant ／adj. 消

／dis pensabl／adj.不

／

／idispen'seI,an ／ n1 分

dissatisfy／idis iszetisfai／y.使不满意，

异议

毒的，杀菌的 n．消毒剂，杀菌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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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isemineit／y．散布，

传播
／di'senj'2n／n．分歧，争

／idisa'teij'2n／n．
（学位）

dissertation

论文』PhD dissertation 博士学位论文

／di'stiJ gwij't ／adj. 卓

distinguished

样的，多变化的

越的，杰出的，著名的

diversify／dailv3: sifai／y．使不同，使

distort／dis『to:t/y．1．扭曲，使变形

多样化

伤害，危害

2．歪曲，曲解 3．使（声音、信号等）

diversion／dailv3:J'2n／n．1.转移，转

dissident／idisidant／n． &adj.持异议

失真

向，偏离 2．消遣，娱乐

的（人），持不同政见的（人）
，离心的

distract／disItrzekt／y.1．转移（注意

diversity／dailv3:sati／n．多样性，歧

dissimilar／．di isimila／adj.不同的，

力），使分心 2．使转变，使转向 3．使

异，不同点

不相似的

困惑，使混乱

divert／daiiv3:t／v．

dissipated／ldisipeitid／adj.放荡的，浪

distraction／dist rzekj'2n／n．分心的

（河流等）改道，转移…的注意力 2．使

费的

事，心烦意乱，精神错乱

得到消遣，给…娱乐 3．盗用，贪污

distraught／dis ltro:t／adj.心烦意乱的，

divide／di『vaid／y．1．分害 0，分切，

使…分离

极其烦恼的，心神狂乱的

分隔 2．除 3．使分裂，使产生分歧，

dissolute／idIsalju:t／n． &adj.放荡昀

distress／diistres/n．1．
（精神上的）痛

离间

（人），过不道德生活的（人）

苦，忧虑，悲伤 2．不适，疼痛 3．贫

dividend

困，灾难 4．危难，困境 y．使痛苦，

2．红利，股息

散，解除，分解 2．溶解，液化

使苦恼，使紧张

divine，di lvain／adj.1．神的，上帝的，

dissolve／diizDlv／y.

distribute／di istribju:t／y.1．分发，分

神圣的 2．非凡的，极好的

液化 2．解散，中止 3．
（使）衰弱，减

配 2．分散，散布，散播 3．分（开），

divinity／di『vinati／n．1．神性，神

退 4．解决，澄清

把…分类

力，神奇 2．神，上帝 3．神学

distribution／idistriibju:J'2n／n．1．分

divisible／di『vizabl／adj.可分的，可

不协调，不一致

发，分配，配给物 2．散布，分布 3．销

除尽的

dissuade／diisweid／y．劝阻，阻止

售（量）

division／dilvi3an／n．

distance／ldistans／n．1．距离，远处，

district／idistrikt／n 区，行政区，区域

配，分隔 2．部分，区，部门 3．界限，

遥远 2．进展（程度）3．
（时间）间隔，

distrust／disitrAst/y.

划分物 4．分歧，分裂 5．刻度，标度

（关系）疏远』at a distance 有相当距

惑，怀疑

divisive／di lvaisiv／adj.离间的，造成

离／go the distance（在运动比赛中）坚

disturb／diist3:b／y.1 打扰，扰乱，妨

不和的，引起分歧的

持到底，成功地完成任务／keep one's

碍 2 使精神不安，使情绪波动，使担忧

divorce／diIvo:s／n．&y.1.离婚 2．
（使）

distance 保持距离／keep someone at a

disturbance

distance 冷淡待人，与某人保持距离

扰，妨碍 2．心神不安，烦恼 3．混乱，

'divulge／dai『vAld3／y 泄露（秘密等）

distant／idistant／adj.1．遥远的，远亲

骚乱

dizzy／idizi／adj.1．头晕目眩的，头昏

的 2．疏远的，冷淡的

disunite／idisju:InaIt／y．使分离，使

眼花的，使人晕眩的 2．不知所措的，

distaste／idis『teist／n．不喜欢，厌恶

分裂，使纷争

使人困惑的 3．愚蠢的，笨的

distil(1)／disItil／y．1．蒸馏，用蒸馏

disuse／．dis iju:z／n．不用，废弃

do／du:／aux.

法提取（去除）2．吸取…的精华，提

ditch／ditf／n．沟，壕沟，渠（道）

用于构成疑问、否定句）2．
（代替别的

炼，浓缩

dither／idi6a／y．犹豫不决，迟疑不决

动词）3．
（用于加强语气）4．
（帮助构

distillation／idistileIJ'2n／n．蒸馏，蒸

ditto／lditau／n．同上，同前．复制品

成倒装句） y．1．做，干，执行 2．进

馏法

ditty／iditi／n．小曲，歌谣

展，结束，完成 3．制作，生产，给予

dive／daiv／y．1．潜水，跳水 2．俯

4．足够，合适，行 5．学习，解答，

别的，单独的 2．清晰的，分明的，确

冲，跳伞，急剧下降 3．突然把手伸入，

研究 6．烹调，供应，对待 7．与…有

实的

潜没，消失 4．潜心钻研，探究，全身

关』do away with 废除，杀死／do in①

distinction／disltijkj'2n／n．1．区分，

心投入 n．1．跳水，潜水，俯冲 2．急

杀死，干掉②使筋疲力尽／do one's

不同，特征 2．卓越，著名，优良 3．荣

剧下降 3．探究，潜心钻研

best 尽力／do up①扣上，包扎②修理，

誉（称号）
，殊勋，奖赏

diver／idaiva／n．跳水者，潜水员，潜

修葺，整新／have to do with; be to do

水艇

with 与…有关／dos and don'ts 行为准

的，有特色的，区别性的

diverge／daiIV3:d3／y．分叉，分歧，

则，须知／do with 需要，想要，对待

distinguish／disItiJ gwij'／y.1．区分，

分开

／do without 将就，没有…也行

辨别，认明 2．看清，发现，听出 3．使

divergent

有区别，使 具有特 色

adj.1．分叉的，叉开的 2．有分歧的，

的，易教的

oneself 表现杰出，使受人注意

不同的，偏离的

dock／dDk／n．1．码头，船坞 2．
（法

distinguishable／dis'tiJ gwiJ'abl／adj.可

diverse／dailv3:s／adj.不同的，多种多

庭中的）被告席，犯人栏 y．1．使（船）

／idis IS3:VIS／n．损害，

disservice

dissociate

／idisa'lju:J'2n／n．1．解
1．使溶解，使

／ idividend ／ n 1. 被 除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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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olution

／diisau fieIt／y.把…分开，

1．使转向，使

dissonance

／idisanans／n．不和谐，

distinct／dis'tIIjkt，adj.

distinctive

／

1.不同的，个

dis'tijktiv

／adj.特殊

』distinguish

&n．不信任，疑

／diist3:bans

／

／n．1．打

dai' v3:d3ant

区分的，可分辨的

／

1．分开，分

分离，脱离

y． 1． （辅助动词，

docile／idausail／adj.

驯服的，易控制

靠码头，领（船）进港 2．（宇宙飞行
43

器）在外层空间对接

一团

doomed／du:md／adj.注定要失败（遭

dockyard／idDkja:d／n 修船厂，造船厂

dolphin／ldDlfin／n．海豚

厄运）的，劫数难逃的

doctor／id'okta／n．1．医生，大夫 2．博

domain／daurnein／n．1．领域，范围，

doomsday

士 y．1．医治 2．修理，改编 3．窜改，

范畴 2．领土，领地，势力范围

日』till doomsday 永远，到世界末日

伪造

dome／daum／n．圆屋顶，苍穹，半球

door／do:／n．1．门，出入口，门状

doctorate／idDktarit／n．博士学位

形物

物 2．家，户，门面 3．门路，通道

doctrine／dDktrin，n．1．信条，教条，

domestic／daumestik／adj.1．家的，家

behind closed doors; behind locked

主义 2．学说，原理，教诲

庭的，家用的 2．（动物）非野生的，

doors 秘密的（地），背地里（的）／be

document／idDkjUmant／n．文件，证

驯养的 3．国内的，国产的，自制的

on the door 在门口工作（如收票）／

件，证据

domesticate

／dauimestikeit／y．1．使

(from) door to door 从一处直接至另一

documentary ／ jdDkjUlmentarn ／ adj.1

（某人）习惯于（喜爱）家务（家庭生

处，挨门逐户地／by the back door 秘密

文件的，书面（证明）的，证件的 2．
（影

活）2．驯养（动物）

地，走后门，耍手段／out of doors 在

片、电视节目等）纪实的，纪录的 n．纪

domesticity

录影片，纪实节目，纪实小说

生活

挤得水泄不通

dodge／dDd3／y．1．躲开，闪开 2．躲

domicile／idDmisail／托．住处，住所

doorstep／ido:step／n．门阶

避，施计逃避义务（责任等）n．1．躲

dominant／idDminant／adj.1．占优势

doorway／ldo:wei／n．

闪，躲避 2．妙计，伎俩

的，支配的，显著的 2．占首位的，主

dope／daup／n．
1．迷幻药，麻醉药 2．
呆

dog／dDg／n．1．狗，雄兽，禽兽般

要的 3．居高临下的，高耸的

子，傻瓜

的人 2．家伙』dog days（三）伏天，

dominate／idDmineit／y.1.支配，统治，

dormant／ido:mant／adj.1.睡着的，休

酷热期／a dog's life 穷困潦倒的生活，

控制 2．占首要地位 3．俯视，耸立于

眠的，蛰伏的 2．暂停的，中止的 3．潜

落魄的日子／go to the dogs 潦倒，堕

domineer／idDminia／y．霸道，专横，

伏的，潜在的

落，毁灭／love me，love my dog 爱屋

作威作福

dormitory／ido:mitari／n．集体寝室，

及乌／rain cats and dogs 大雨滂沱／

domineering，idDmiIniariJ／adj.盛气凌

（尤指大学）学生宿舍

put on (the) dog 摆架子，装腔作势，摆

人的，专横的，作威作福的

dosage／‘dausid3／n． （药的）剂量，

阔气／wake a sleeping dog 惹是生非，

dominion／da rninj an／n．1.统治，管

服法

惹麻烦／work like a dog 拼命工作，苦

辖，支配权 2．领土，版图

dose／daus／n．1．（药物等的一次）

干 y．1．跟踪，尾随 2．困扰，折磨

domino／ldDrriinau／n．多米诺骨牌

剂量，一服 2．-次，一份 y．
（按剂量）

don／dDn／n．1．西班牙人名前的尊

给…服药

角的，（书）翻 1 日的，破 1 日的

称 2．（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

dossier／ldDsiei／n．卷宗，档案，材

dogged／‘dDgid／adj.顽强的，坚持不

教师 y．穿上，戴上

料汇编

懈的

donate／dauineit／y．捐赠，赠送

dot／dDt／n．1．点，小圆点 2．少量，

dogma／dDgma／n 教义，信条，教条

donation／dau neij'2n／n．捐赠，赠品，

一点儿 y．加点，点缀，散布于』on the

dogmatic，dDg'mzetik／adj.教条的，固

捐款

dot 准时地

执己见的，武断的

donator／dauneita／n．捐贝曾者

dote／daut／v．溺爱

dog-tired／‘dDgtaiad／adj.累极了的

done／dAn／adj.完成的，结束的，
（食

doting／‘dautiJ／adj.1．溺爱的，偏爱

』

户外，在露天／packed to the doors 被

门口，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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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aumes ltisati／n．家庭

／ idu:mzdei ／ n ． 世 界 末

dog-eared

／‘dDgiad／adj.（书页）折

／idu:itjo: iself／n．&

物）煮熟』over anddone with 完结，了

的 2．老糊涂的，（树木）腐朽的

adj.万事不求人的，自己动手的，自行

结 ， 结 束 ／ What is done cannot be

doUble／idAbl／adj.1．成双的，双重

维修的

undone.木己成舟。

的，双层的 2．两倍的，双人的，特大

do-it-yourself

doldrums

／idDldramz／n．赤道无风

驴，笨蛋，固

的 adv.两倍地，双重地，重叠地 n．1．两

donkey's years; donkey's

倍，相似的对应物，双人房间 2．盾备

donkey／‘dDIJki／n．

带』in the doldrums①精神不振，无精

执的人

打采②不活跃，无进展

ears(infrril)很久，多年

演员，替补 3．折叠，折回 y．使加倍，

dolel／daul／n．救济，救济金（物），

donor／idauna／n．捐赠者，遗赠者 adj.

折 叠 ， 复 制 』 at the double ； on the

一小份』on the dole 接受失业救济金

捐赠的，赠与的

double①迅速地，立即地②以跑步方式

dole2／daul／y．施舍，少量分发

donut ／ idaunAt ／ n ． 油 炸 面 圈 (=

doubt／daut／y．1．不能肯定，认为…

doleful／idaulful／adj.忧愁的不高兴的

doughnut)

不大可能 2．怀疑，不信任』beyond

doll／dDI／n．1．玩偶，洋娃娃 2．喜

doodle／idu:dl／y（心不在焉地）乱涂

doubt 无疑地，确实地／in doubt 不确

爱的人，小宝贝

doom／du:m／n．1．命运，厄运，毁

定的，可怀疑的／no doubt①确实地，

灭 2．判决，定罪 y．1．注定，命定，

我确信，我想②很可能，公认地

使～的失败（毁灭等）成为必然 2．判

doubtful

定，判决

（可）怀疑的 2．含糊不清的，未定的，

y．把…装扮得漂漂

亮亮，把…打扮得花枝招展
dollar／rdDla／n．

（美国、加拿大

等国的货币单位）元

』

dollop／rdDlap／n．（食物的）一块，

有问题的
44

／idautful／adj.

1.疑惑的，

doubtless／ldauths／adv.1.无疑地，肯

dozen／idAzan／n．1．-打，十二个 2．十

制图（技巧）2．拉，拔，抽签

定地 2．很可能地，公认地

来个 adj.十二个的，一打的』by the

drawl／dro:l／y．&n．慢吞吞地说，拉

dough／dau／n．生面（团）

dozen①成打的（地）②大量的（地）

长调子讲话

dove／dAv／n．鸽子，主和派人士

／dozens of 很多

dread／dred／y．&n 畏惧，厌恶，担忧

dowager／dauad3a／船．老年贵妇人，

drab／drzeb／adj.1．黄褐色的，浅褐色

dreadful／idredful／adj.

受有亡夫遗产（称号）的寡妇

的 2．枯燥无味的

人敬畏的 2．厉害的，讨厌的，极端的

down1／daun.／adv.

draft／dra:ft／n．1。草稿，初稿 2．汇

dream／dri:m／1．梦 2．梦想，理想，

面 2．往南方，在南方 3．离开重要城

票 y．起草，草拟

美境』beyond sb's wildest dreams 出乎

市到农村（较小城镇）
，往活动中心（商

draughtsman,

draftsman ／

意料的，超过某人所望的／like a dream

业区）4．表示减少（减弱）
，变稀（薄）

dra:ftsman／，z． 法案（议案）的起

轻而易举地，完美地 y．1．做梦，梦

prep.1．往（在）…的下面 2．沿，顺，

草人

见 2．梦想，幻想 3．想象，料到

到 3．…以来 adj.1．在下面的，在地上

drag／drzeg／y．1．拖，拉，曳 2．缓

dreary／idriari／adj.令人沮丧的，沉闷

的，倒下的 2．向下的，下行的 3．完

慢地移动，拖着脚步走 3．把…硬拖去

的，单调乏味的

成的 4．沮丧的，出故障的，落后的

dragon／'drzegan／n．龙

dredge／dred3／y．疏浚，挖掘

y．1．击倒，战胜 2．（大口）吃下，

dragonfly／‘drzeganflai／n．蜻蜒

dregs／dregz／n．渣滓，残渣，糟粕

喝下，放下 3。下降，倒下 n．下降，

drain／drein／y．1．
（使）慢慢流走，

drench／drentj'／y．使湿透，浸湿

不幸，衰落

排出，把…弄干 2．喝干 3．使精疲力

dress／dres／n．1．连衣裙，套裙 2．服

竭 n．1．排水沟（管）2．消耗，（人

装，礼服，外穿的衣服 y．1．
（给…）

才等）外流』down the drain 被浪费掉，

穿衣 2．包扎（伤口）3．布置，整治，

adj.&n．穷困潦倒的（人），走投无路

化为乌有

调整 4．为（禽畜）洗杀加工』dress up

的（人）

drainage

downcast ／ 'daujka: st ／ adj. 垂 头 丧 气

drama／idra:ma／n．1．戏剧（作品）
，

dresserl／idresa／n．1．以某种方式穿

的，
（目光）朝下的

剧本 2．戏剧性（场景、事件等）

着的人 2．服装师 3．外科医生助手

dramatic／dra imzetik／adj.1．戏剧（性）

dresser2／ldresa／n．1．碗柜，碗橱 2。

（或雪）2．垮台，毁灭

的，刺激的，激动人心的 2．引人注目

梳妆台

downgrade ／ idaungreid ／ y. 降 级 （ 降

的，印象深刻的，突然的

dressing／‘dresiJ／n．1．穿衣，包扎伤

职）
，降低重要性

dramatist

downhearted／idaunha:tid／adj.情绪低

编剧

料 3．
（食物）调料

落的，消沉的

dramatize /idrzemataiz／y.把（小说等）

dressing-gown／idresiJ gaun／n 晨衣

downh 川／．daunihil／adj.&adv.下山

改编成剧本，戏剧化，戏剧性地描述

dressy／ldresi／adj.1．穿着入时的，爱

的，下坡的，向山下』go downhill 每

clrape／dreip／y1 将（衣物、帘等）悬

穿花哨衣服的 2．（衣物）漂亮的，讲

况愈下，走下坡路

挂，披 2 使随便地悬挂，任意地伸出

究的，特殊场合穿的

downpour／ldaunpo:／n．倾盆大雨

drapery／idreipari，,drapesn 布窗帘，

dribble／idribl／y．1．（一点一滴地）

帷

落下，滴下，淌 2．运球

的，明确的 2．直率的，老实的 3．十

drastic／idrzestik／adj.激烈的，猛烈的

drift／drift／y．1．漂流，漂浮 2．无

足的，彻头彻尾的

draught／dra:ft／n．1．通风气流，通

目的地移动，游荡 n．1．吹积物，漂

风装置 2．-饮（服）的量，吃水（深

流物 2．漂流，倾向 3．大意，主旨

度）3．拖，拉 4．
（啤酒等）汲取，散

drill／dril／n．1．钻孔机，钻头 2．操

装啤酒

练，训练 y．1．打眼，钻孔 2．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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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向下，在下

1.可怕的，令

down2／daun／n．羽绒，绒毛，柔毛
／

down-and-out

downfall

daun-zendaut ／

／idaunfo:l／n．

downright

downstairs

1.大阵雨

／ ‘daunrait ／ adj.1 ． 清 楚

／

idaun' steaz

／

adj.&adv.到楼下，在楼下，楼下的
／ idaun

downstream

lstri:m ／

adv.&adj.在下游，顺流地，下游的

／idrzematist／n．剧作家，

'draughty, drafty

／idra:fti／adj.通风

①穿上盛装②装扮，修饰

口 2．（处理伤口的纱布、油膏等）敷

训练

的，有穿堂风的

drily／idraili／adv.干燥地，干巴巴地，

的）停机时间

drawl／dro:／y．1 画，描绘 2 拉，拖，

冷淡地

downtown ／ idaunIt aun ／ adj.& adv.

引导 3．取出，吸引，吸取 4．渐渐移

drink／drijk／y．1．喝，吸入 2．酗酒，

往（在）城镇中心区（的）
，闹市区（的）

动 5．推断出 6（比赛等）打成平局

祝酒，z．1．饮料 2．酒，喝酒

draw2／dro:／n．1．和局，平手 2．抽

drip／drip／y．1．滴下，滴水 2．溢出，

闹市区

签，抽彩 3．吸引观众的人（事物）

充满 n．滴下，滴水机

downward／idaunwad／adj.向下的，下

drawback／idro:bzek／n．

行的

利条件，短处

的）油滴

dowry／idauari／n．嫁妆

drawer／dro:／n．抽屉

drive／draiv／y．1．驾驶，赶（车）
，

drawing／‘dro:iJ／n．1．图画，草图，

开车送（某人）2．驱赶，驱动，迫使

downtime

n．

／idauntaim／n．
（尤指电脑

／‘dreinid3／n．扫}水系统

（城镇的）较低地区，商业区，

doze／dauz／y． &n．

打瞌睡，昏

昏欲睡，小睡』doze off 打盹儿，走神

缺点，不

dripping／‘dripiJ／n．
（：烤 l 为上滴下

3．打，敲 4．猛冲 5．
（雨）倾盆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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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driving at 意指，暗示 n．1．乘车，

dry-cleaner

升车兜风 2．车行道 3．猛击，逼迫

dryer drier／idraia／n．脱水机，干燥剂

dunce／dAns／n．

4．干劲，积极性，欲望 5．运动

dual／idju:al／adj.双的，双重的

者，蠢材，笨蛋

dub／dAb／y．1．起绰号 2．
（为影片）

dune／dju:n／n．沙丘

客无须下车即可得到服务的）“免下车”

配音

dung／dAJ／n．
（动物的）粪，污秽，

（餐馆、影院、银行等）

dubious／idju:bjas／adj.怀疑的，可疑

令人厌恶的东西

的，令人怀疑的

dungarees，idAjga'ri:z／n．（粗棉布）

drizzle／ldrizl／y．&n． （下）毛毛

duchess／ldAtj'is／n．公爵夫

长工作服，工装裤

雨，涓涓细流

人，女公爵

dungeon／‘dAnd3an／n． 土牢，地牢

drone／draun／y．1．发出嗡嗡声 2．以

duchy／‘dAtj'i／n．公爵的领地

duo／idju:au／n．成对的表演者，二重

（低沉、单调的声调）谈（唱、说）n．嗡

duckl／dAk／n．鸭（肉）
，宝贝

唱（奏）表演者

嗡声，沉闷单调的谈话

duck2／dAk／y．1．迅速低下 2．
（使

dupe／dju:p／y．欺骗，愚弄 n．受骗

drool ／ dru:l ／ y ． 1 ． 流 口 水 ， 流 涎

某人）浸入水中片刻 3．推脱，躲避

的人，上当者

2．对…流露出痴迷的神情

duckling／'dAkIiJ／n．雏鸭，
（食用的）

duplicatel／idju:phkat／adj.&n． 完全

小鸭肉

一样（的），复制（的），副本（的）』

垂，消沉

duct／dAkt／n．管道，槽，输气管

in duplicate -式两份的（地）

drop／drDp／n．1．滴（齐 0），一点

due／dju:／adj.1。欠的，应支付的，应

duplicate2／idjupla ikeit／

点 2．降落，下降，落差 v．1．滴下，

得的 2．适当的，充分的 3．约定的，

复制，复印 2．重复，使加倍

（使）落下，倒下 2．（使）下降，减

预期的，期满的||become due;

duplicity／dju:phsiti／n．

少，降低 3．卸（客、货）
，空投 4．终

due;fall due 期满，到期 n．1．应得物，

欺骗，奸诈

止，放弃 5．落后 6．随便地写，随口

应有的权益 2．(pZ)应交款，税／due

durable／idjuarabl／adj.

说出 7．投寄（书信）8．使退出，把

to①应归功于，归咎于②由于，因为／

的，耐穿的 n．(p/)耐用品

…除名 9．遗漏』drop back;drop behind

give sb his due 公道地对待，给某人应

duration／djUa reij'2n／n．持续（时间）

落后／drop in J|顷便或偶然到访／drop

有的评价

during／'djuarIIJ／prep.在…的期间

out 退出，退学

duel／idju:al／y．&n．决斗，斗争

dusk／dAsk／n．黄昏，傍晚，幽暗

drought／draut／n．旱灾，千里

duet／dju:let／n．二重唱，二重奏

duSky／idAski／adj 深褐色的黑黝黝

drown／draun／y．1．（使）淹死，溺

duff／dAf／adj.无价值的，无用的 y．未

的

死 2．淹没，
（把声音等）盖过

击中，弄糟

dust／dAst／n．尘埃，灰尘，粉』as dry

drowse／drauz／y．&n．假寐，半醒半

duke／dju:k／n．公爵

as dust 枯燥无味的，令人厌烦的／dust

睡，打瞌睡

dull／dAI／adj.1．不鲜明的，隐约的，

and ashes 令人失望的事物／in the dust

drowsy／idrauzi／adj.半醒半睡的，
（使

钝的 2．愚钝的，笨的，麻木的 3．单

入土的（地）
，死去的（地）
，受辱的（地）

人）昏昏欲睡的，困

调乏味的，沉闷的，阴郁的 4．不活跃

／throw dust into sb's eyes 谜惑（蒙蔽）

drug／drAg／n．药，麻醉剂，致瘾的

的，呆滞的，无生气的

某人 y．1．除去…的灰尘，擦净，扫

毒品 y．给…服药，下麻醉药于

duly／idju:h／adv.1．正当地，适当地

去 2．撒粉于，使沾上灰尘

druggist／‘drAgist／n．药齐师，药商

2．按时地，适时地

dustbin／‘dAst ibin／n 垃圾箱，垃圾堆

drugstore／‘drAgst0:／n．药房（兼售

dumb／dAm／adj.1．哑的，不能说话

dustcart／idAstka:t／n．垃圾奎

杂货、化妆品等）

的 2．
（因恐惧、害羞等）说不出话的，

duster／idAsta／n．J:~布，扫帚，拂尘，

drum／drAm／n．鼓，鼓状物，鼓状容

沉默的，不愿开口的

除尘器

器 y．敲鼓，敲出似鼓的声音

dumbfound ．

drummer／ldrAma／n．鼓手

dAm-faUnd／y．使受惊而说不出话来，

dustpan／ldAstp 茁 n／n．簸箕

drumstick／drAmstik／n．1.豉槌 2．
（熟

使惊讶

dusty／idAsti／adj.1．多尘的，粉状的

的鸡、火鸡等的）腿

dummy／idAmi／n．1．仿造物，假的

2．浅灰色的 3．干巴巴的

drunk／drAjk／adj.醉的，喝醉的

（人或物）
，人体模型 2．傀儡

Dutch／dAtj'／adj.

drunkard／idrAjkad／n． 醉汉，酒徒

dump／dAmp／y．1．倾倒，倾卸，扔

人（语）的 2．各自付费的，自带食品

‘drAJ kan

掉 2．丢弃，摆脱，推销 3．（向国外）

的

醉的，因饮酒而引起的

倾销，抛售 4．堆放，大量放出 n．1．垃

起／go Dutch 各自付账，平摊费用

dry／drai／adj.1．干（燥） 2．冷冰冰

圾废物堆（场）
，脏乱的地方 2．倾倒，

dutiful／dju:tiful／adj.1．尽职的，负责

的，不露感情的，冷面幽默的 3．枯燥

倾销，临 时堆积处 』

的 2．顺从的，孝顺的，恭敬的

乏味的』run dry 流干，被耗尽 y．使变

dumps 沮 丧 的 ， 抑 郁 的 dumpling ／

duty／idju:ti／n．1．职责，义务，责

干，使脱水

‘dAmpIiJ／n．

任（感）2．税』off duty 下了班的，不

drive-in

／idraivin／n． &adj. （顾

driver／idraiva／n．

低垂，下

&n．

dumpy／．dAmpi／adj.（指人）矮胖的
智力迟钝的学习

y.1．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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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op／dru:p／y．

驾驶者，监工

／idraikli:na／n．干洗店

drunken

／

dry-clean／idraikli:n／y．

／adj.（常）

dumfound

come

／

(down)in the

汤团，饺子

口是心非，

持久的，耐用

dustman／idAstman／n．清洁工人，

1．荷兰的，荷兰

』beat the Dutch 令人吃惊，了不

当班的／on duty①上班的，值班的②在

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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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役的

earnings／‘3:niIJZ／n． 1．工资，收

ebony／iebanI／adj.

duty-free／．dju:tiifri:／adj.& adv.免税

入 2．利润，收益

的）
，黑檀（色的）

地（的）

earphone／iiafaun／n．

dwarf／dwo:f／n．
（动物、植物）

矮子，矮小的人

eccentric／ik isentrik／adj.古怪的，异

杌，耳机

常的 n．古怪的人

earplug／rlapIAg／n．耳塞

eccentricity／ieksen'trisati，耽．古怪，

小）
，使相形见绌

earring／iariJ／n．耳环，耳饰

怪癖

dwell／dwel／y．居住，生活于，栖息』

earth／3:0／n．1．地球 2．泥土，土壤

echo／iekau／y．1．发出回声，引起

dwell on①老想着，详述，长谈②凝视，

3．大地，地面』on earth①世界上，在

回响，共鸣 2．随声附和，重复（他人

持续

人间②究竟，到底

的话等）
，模仿 n．回声，反响，共鸣

dweller／ldwela／n．居民，居住者

earthen／1310211／adj.土常的，陶制的

eclectic／eiklektik／adj.折衷的，兼收并

dwe 川 ng／‘dwehJ／n． （常）住处，

earthenWare／13:02nwea／n．陶器

蓄的，综合的

居所

earthly／13:01i／adj.1．尘世的，世俗

eclipse ／ iikhps ／ n ．

dwindle／dwindl／y．渐渐减少（缩小），

的，世间的 2．可能的

y．1．遮住（天体）的光 2．使黯然失

衰落

earth-moving

dye／dai／n．染料，染色 y．给…染色

量掘土（运土）的

ecological

dynamic／dai inzemik／adj.1．能动的，

earthquake／13:Okweik／n．地震

态的，生态学的

有活力的，强有力的 2．动力的，力（学）

earthwork／13:Ow3:k／n．土方（工程）

ecologist

的，动态的

earthy／‘3:0i／adj.1．泥土的，土状的

究者，生态学家

dynamics／daiinzemiks／n。力学，动

2．未精炼的，天然的 3．世间的

ecology／i:kDlad3i／n．生态（学）

力学

ease／i:z／n．1．舒适，悠闲，自在 2．容

economic ／ /:kanDmik ／ adj.1 ． 经 济

易，不费力 y．1．减轻（痛苦、负担

（上）的，经济学的 2．合算的，有利

等），缓和，使舒适 2．放松，调节，

可图的

／n．1．炸

使安心 3．小心缓慢地移动』at ease①

economical／ii:ka inDmika1／adj.节俭

药 2．轰动一时的人物（事物），具有

舒适，自由自在，不拘束②稍息／ill at

的，经济的，精打细算的

爆炸性的事物 y．炸毁，爆破，破坏

ease 不自在，局促不安

economics

dynamo／‘dainamau／n． 发电机，充

easel／i:zl／n．画架，黑板架

economise, economize

满生气的人

easily／ii:zih／adv.1．容易地，不费力

／y．节省，节约，紧缩开支

dynasty／ldainasti;ldinasti／n．王朝，

地，舒适地 2．无疑，远远

economist／iikDnamist／n．经济学家，

朝代

east／i:st，adj.&adv.在东方（的），向

管理人

each／i:tr／pron.每个，各自 adj.每，各，

东方（的）
，从东方来（的）n．东，东

economy／iikDnami／n．1.经济（体系）

各自的 adv.每个，每

方，东部

2．节约，节省，简练 adj.便宜的，经

eager／i:ga／adj.热切的，热衷的，渴

Easter／i:sta／n．

望的』be eager to do sth 渴望做某事

eastern／li:stan／adj.

／3:OInIU:VIIJ／adj.大

日蚀，月蚀

色，使相形见绌
／

ii:ka'IDd3ika1／adj.生

／I'kDlad3ist／n．生态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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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使矮小（显得渺

(p/)头戴受话

&n．乌木（色

‘dainomIzam ，n．精

／

dynamism

力，活力，劲头，推动力
dynamite

／

idainamait

eagerness／‘i:ganas／n．

热切，渴望

eastward(s)

复活节

东方的，东部的

／ii:stwad (z)／adj.&adv.

／ii:ka inDmiks／n 经济学

／IkD-namaiz

济的，二等的

ecosystem，i:kaisistam／n．生态系（统）
ecstasy／iekstasi／n．狂喜，入迷

eagle／i:gl／n．鹰，雕

向东（的）

ecstatic／ekist zetik／adj.使人狂喜的，

earl／ia／n．1．耳，耳朵 2．听觉，欣

easy／li:zi／adj.1．容易的，不费力的

欣喜若狂的

赏能力』all ears 全神贯注地听／up to

2．舒适的，舒畅的 3．给人方便的 adv.

eczema／eksima／n．湿疹

one7s ears in 深深卷入，深陷于，忙于

容易地，顺利地，缓慢地』take things

eddy／iedi／n．漩涡，涡流 y．旋转，

ear2／ia／n．穗

easy; take it easy 不要紧张，不慌不忙，

回旋

earache／rlareik／n．耳痛

放松

edge／ed3／n．1．刀口，利刃 2．边，

eardrum／rladrAm／聆。鼓膜，耳膜

easygoing

earl／3:1／n．伯爵

随便的，随遇而安的

缓慢地移动，挤进

early／13:h／adj.1．早的，初期的 2．早

eat／i:t／y．1．吃，喝，进餐 2．侵蚀，

edgy／ed3i／adj.1．紧张的，急躁的

日的，及早的 adv.早，初期

吞噬，耗完』eat one'swords 承认说错

2．刀口锐利的，尖锐的

earmark／rlama:k／y．（为某目的）指

eaves／i:vz／n．屋檐

edible／iedibl／adj 可以吃的适合吃的

定（安排）

eavesdrop／i:vzdrDp／y．偷听（私人

edict／i:dikt／n．法令，敕令，公告

earn／3:n／y．1．赚得，挣得 2．博得，

谈话）eavesdropper ebb／eb／y．&n．退

edifice／edifis／n．宏伟的建筑物

赢得』earn one's liv-ing 谋生

潮落潮』at a low ebb 处于低潮，处于

edit／Iedit／y．编辑，剪辑

衰退状态／the ebb and flow 消长，兴

edition／ildij'2n／n．版，版本

衰，起伏／on the ebb 正在衰落（减弱）

editor／iedita／n 编辑，编者，校订者

earnest／‘3mist／adj.

认真的，诚挚

的，热切的 n．／inearnest①有决心和

／‘i:zigauiJ／adj.随和的，

精力②认真（地）
，一本正经地

棱，边缘 y．1．给…加上边 2．使渐进，

editorial／iediIto:rial／adj.编辑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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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n．
（报纸的）社论，评论

egoist／Ii:gauist／n．利己主义者，自

定的，选中的，候任的

educate／iedj u:keit／y．教育，培养，

私自利的人

election／ilekj'2n／n 选举，推举，当选

训练

egotism／‘i:gatizam／n．自我中心，自

electioneering／ilekj'aniariJ／n 竞选活

education／iedju:keij'2n／n 教育，培养

负，自大

动

educational

／iedju:‘keij'2na1／adj.教

eh／ei／int（表示惊奇、疑问等）啊呃

选举权者

eight／eit／n．

educationist／；edju'keI,anist／n．教育

个（的）

electorate／iilektarat／n．全体选民

家(= educationalist)

eighteen／eilti:n／n．&adj.十八（的）
，

electric／iilektrik／adj.1．电的，导电

educator／edjukeita／n．教育工作者，

十八个（的）

的，发电的 2．令人兴奋的，刺激的

教育家，训练者

eighteenth／‘eiiti:n0／n．&adj.第十八

electrical

eel／i:l／n．鳗，鳝鱼

（的），第十八个（的）
，十八分之一（的）

的，用电的

eerie／iari／adj.怪异可怕的

eighth／eit0／n．&adj.第八个（的），

electrician

efface／ifeis／y．擦掉，抹去，消除

八分之一（的）

师，电工，电气专家

effect／ifekt／n．1．效果，效力，作

eightieth ／ Ieitii0 ／ n ． &adj. 第 八 十

electricity／iilek ltrisati／n．1．电，电

用 2．结果』be of no effect 无效／bring

（的），第八十个（的）
，八十分之一（的）

气，电学 2．电流，电力

into effect;carry into effect 实行，实现／

eighty／leiti／n．&adj.

come into effect; go into effect 开始实

八十个（的）

电气化 2．使激动，使兴奋

行，开始生效／have an effect on sth

either／ai6a／pron. （两者之中）任何

electrocute

对…有影响，有效力／in effect 实际上，

一个 adv.（用于否定句中）也（不） adj.

以电刑处死

正在实行，有效／take effect 见效，主

（两者之中）任何一个的，
（两者之中）

electrode／iilektraud／n． 电极

效／to the effect that_1．大意是 2．以

每一方的 conj.或者，要么』either…or…

electromagnet／ilektraurnzegnit／n．电

便 y．1．产生，造成 2．实现，使生效

要么…要么…，不是…就是…

磁体，电磁铁

effective／iifektiv／adj.1.有效的，生效

ejaculate

的 2．给人深刻印象的，显著的 3．真

然而简短地说

electronic／FlekltrDnik／adj.电子的，

正的，实际的

eject／ild3ekt／y．1．驱逐，逐出 2．喷

电子仪器的

effeminate／I feminat／adj.女人气的，

出，投出，弹出

electronics

娘娘腔的

elaboratel／iilzebarat／adj.1.精心制作

n．电子学，电子学的应用

efficacy／iefikasi／n．功效效力，效能

的，详尽阐述的，复杂的 2．精致的

electroplate

efficiency／I-fij'2nsi／n．效率，功效

elaborate2／iilzebareit／y．详尽阐述，

n．电镀物品

efficient／ifij'2nt／adj.1．效率高的，有

发挥

electroscope／iilektraskaup／n 验电器

能力的，能胜任的 2．有效的，直接产

elapse／iilzeps／n．&y．
（时间）过去，

electrostatic／ilektrau stzetik／adj.静电

生结果的

消逝

的

effluent／iefluant／n．废水，污水，排

elastic／illze stik／adj.1．弹性的，有弹

elegant／'ehgant／adj.优雅的，精美的，

泄物

力的 2．灵活的，可伸缩的 n．橡皮带，

雅致的

effort／efat／n．努力，尽力，尝试』

松紧带，橡皮圈

elegance

make an effort 作 出 努 力 ／ spare no

elasticity／ielzesltiszti／n．1.弹性，弹

element／Ielimant／n．1．要素，成分，

effort 不遗余力

力 2．灵活性，适应性

元素 2．自然环境，适宜的环境 3．(pZ)

effusive／ifju:siv／adj.过分热情的，太

elated／iileitid／adj.情绪高昂的，兴高

（学科的）基本原则，原理，基础』in

动感情的 e.g.

采烈的

one's element 很适应，得其所／out of

elbow／elbau／n．肘，肘部

one's element 不适应，不得其所

adj.&n．平等主义的，主张人人平等的，

elder ／ ielda ／ (old 的 比 较 级 之

elemental／ieh menta1／adj.1．强劲的，

平等主义者

一)adj.1．
（两人中）年龄较大的 2。资

似自然力的 2．基本的

egg／eg／n。卵，蛋 la badegg 坏蛋，

格较老的，地位较高的 n．1．年龄较

elementary

坏家伙

大者，老年人 2．劬 Z）长者，前辈

adj.1．基本的，基础的，初级的 2．容

egg2／eg／y．怂恿，煽动

elderly／ieldah／adj.上了年纪的，中年

易的，简易的

以上的

elephant／ehfant／n．

eldest／ieldist／(old 的最高级之一)adj.

elevate／Ieliveit／y．1．抬起，升高，

最老的，最年长的

提高 2．提高（嗓门等），振奋（情绪），

elect／iilekt／y．1．选举，推选 2．选

提升（职位）

择，决定 adj.1．精选的，卓越的 2．选

elevation／iehIveij~n／n．1.提高，提升

八十（的），

／Iilektrika1／adj.与电有关
／iilekItrI,an／n．电器技

electr:fy／Iilektrifai／y.

1.使充电，使

，Iilektrakju:t／y．电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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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

八（的），八

elector／iilekta／n．选民，选举人，有

育（方面）的，有教育意义的

(abbre for for example)

例如 8 egalitarian

／I igzeli lteerian／

／‘egpla:nt，n．

eggplant

茄子

ego／i:gau／n．自我，自负
egocentric

／ii:gau isentrik／adj.自我

中心的，自私自利的
egoism

／‘i:gauizam／n．

自我主

／iid3zekjuleit／y.呼喊，突

义，自私自利，利己主义

electron／iilektrDn／n．

／

电子

iilek itrDniks

／

／Iilektrapleit ／y．电镀

／‘ehgans／n．高雅，精美

／

ieh Imentari

／

象

2．高地，海拔 3．建筑物的立视图，
（枪
48

炮的）仰角

embarrassing／imbzerasiJ／adj.使人尴

发热 2．流出物，放射物，发射物

elevator／ehveita／n．1 电梯 2 起卸机

尬的，使人为难的

emit／Imit／y．发出，射出

eleven／Iilevan／n． &adj.十一（的），

embarrassment

十一个（的）

n．窘迫，局促不安

情感 2．激动

／iilevan0／n．.＆adj.第十一

／ im ibzerasmant ／

emotion／Irnauj'2n／n．1．感情，情绪，

embassy／Iembasi／n．大使馆，大使

emotional ／I rnauj'2nal ／adj.1 ．感情

个（的）
，十一分之一（的）

馆官员，大使的地位（职权、使命等）

（上）的，情绪（上）的 2．（易）激

elf／elf／(p/ elves)n．小精灵，小妖精，

embattled／im ibzetld／adj.被敌人包围

动的，（易）动感情的，情绪化的

小淘气

的，处于困境的，四面楚歌的

emotive／imautiv／adj. （激起）感情

elicit／iihsit／y．诱出，探出（事实、

embed／imibed／y．把…嵌入，埋入，

的，诉诸感情的，引超情绪反应的

反应等）

埋置

empathy／empaoi／n．1．同情，同感，

eligible／ehd3abl／adj.有资格的，合适

embe 川 sh／imbehj'／y.1.装饰，布置

共鸣 2．感情移入

的，合格的

2．给…添加细节，修饰，润饰

emperor／Iempara／n．皇帝

eliminate /iihmineit，y．消除，去除，

embezzle／im ibezl／y．

淘汰

（公款）
，侵吞（财物）

重 要 性 』 lay emphasis on sth; put

elimination／I ihmi'neij~n／n．1．消除，

emblem／emblam／n．象征标志，徽章

emphasis on sth; place emphasis on sth

去除，淘汰 2．消元法，消去

embody／imibDdi／y．体现使具体化

把重点放在…

elite／eiili:t／n．精华，精英，中坚

emboss／im ibDs／y． 使凸起，加浮

emphasize

e 川 pse／iihps／n．椭圆（形）

雕图案于

重，加强

elliptical ／ iiliptika1 ／ adj.1. 椭 圆 形 的

embrace／imibreis／y.1．拥抱，抱，环

emphatic／imfzetik／adj.强调的，着重

2．意义晦涩的，有言外之意的

绕 2．包含，包括 3．接受，利用 4．信

的，加强语气的

elm／elm／n．榆树

奉 n．1．拥抱，怀抱，包围 2．接受，

empire／empaia／n．帝国

elope／iilaup／y．私奔

信奉

empirical／em ipirika1／adj.以实验为

embroider／imibroida／y．束绣，润饰

根据的，非理论的

embroidery／im ibroidari／n．刺绣，绣

empiricism

制品

主义，经验论

有说服力的，口才好的 2．意味深长的，

embroil／imibroil／v．使卷入

employ／im iploi／y．用，使用，雇佣

明白显示出的

embryo／iembri3U／n．胚胎』in embryo

employe( e)

萌芽的，未发展的，在筹划中的

雇工，雇员

其他（的）
，别的 2．否则，要不然

emend／Imend／y．校订，修改（文稿）

employer／im ploia／n．雇用者，雇主

elsewhere／iels‘hwea／adv.在别处，到

emerald／iemarald／n．

别处

石，翠绿色

用 2．职业，工作

elucidate／iilju: sideIt／y． 阐明，说明

emerge／i'm3:d3／y。出现露出，暴露

empower／impaua／y．授权于

elude／iilju:d／y．逃避，避开

emergence／irn3:d3ans／n．出现，露出，

empress／Iempris／n．女皇，皇后

elusive／i'ljii: siv／adj.1．躲避的，逃

暴露

empty／‘empti／adj.1．空的，未占用

避的 2．难以捉摸的，令人困惑的，易

emergency

被忘记的

急情况，突然事件，非常时刻

成为空的，倒空

emergent／im3:d3ant／adj.刚出现的，

emulate

新兴的

竞争，效法

emigrant／‘emigrant／n．移居外国的

enable／iineibl／y．使能够，使成为可

邮件

人，移民

能，使实现

emanate／lemaneit／y．发自，来自，

emigrate／‘emigreit／y．移居外国（外

enact／iinzekt／y．带订（法律）

出自

地区）

encampment

盗用，挪用

emphasis／iemfasis／n． 强调，重点，

／‘emfasaiz／y.强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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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venth

／‘elakwans／n．雄辩，口

eloquence

才，说服力

／ielakwant／adj.1．雄辩的，

eloquent

else／els／adv.&adj.

emaciated

1．另外（的）
，

／Iimeisieitid

／adj.瘦弱

的，憔悴的
e-mail

／ii:meil／n． &v（发）电子

emancipate

／I'mzensipeit／y．解放，

emigration

／

翡翠，绿宝

I'm3:d3ansi

／n．紧

／lemi'greij'2n／n．移居外

／em'pirisizam／n．经验

／iemploi-i:／n．受雇者，

employment／im iploimant／n．1．雇

的 2．空洞的，空虚的，不真实的 y．
（使）
／iemjuleit／y． 赶超，与…

／inikzempmant／n．营

房，扎营地

使不受束缚

国，移民

enamel／ilnzema1／n．搪瓷，瓷釉 y．涂

embankment／imbzejkmant／n 堤路基

eminence／leminans／n．卓越，杰出

搪瓷于

embargo／emba:gau／n 对…实行禁运，

eminent／leminant／adj.著名的，卓越

encase／inikeis／y． 把…装入箱（盒、

禁止（船舶）出入港口，禁止（通商）

的，杰出的

套等）中，包起

embark／im iba:k／y．1．
（使）上船（飞

emir／ernia／n．穆斯林酋长（王公）

enchant／Inltj'a:nt／y.1．用魔法迷惑，

机等）2．从事，着手，发动

emissary／'emisari／n．

embarrass／imibzeras／y.1.使窘迫，使

emission／Irnij'an／n．1．发出，发光，

困扰，使为难 2．妨碍，牵累

密使，特使

使着魔 2．使入迷，使陶醉
encircle／inlS3:kl／y 环绕包围，绕行
*enclave／ienkleiv／n．飞地（被他国

49

领土包围的领土）
enclose，iniklauz／y.

1．围住，圈起，

关闭住 2．封入，附入
enclosure／inklau3a／n．

1.围栏，围

endurance／inldjuarans／n．忍耐，耐

高，增强

力，持久力

enigma／i'nigma／n．谜，}中秘莫测的

endure／inldjua／y．1 忍受，忍耐，
（常

人或事物

与否定词连用）容忍 2 持续，持久

' enigmatic／|enig Imzetik／adj.难以理

‘endweiz

墙，圈占地 2．（信函内的）附件，装

endways

入物 3．包围，围住

向前地，两端相接地(=endwise)

enjoy／in'd30i／y．1．欣赏，喜爱，享

encompass／inikAmpas／y.包含，包括，

enemy／enimi／n．1．敌人，仇人 2．危

受…的乐趣 2．享有，享用，经历』enjoy

涉及

害物，大害』make an enemy 树敌

oneself 尽情玩，过得快活

energetic／iena'd3etIk／adj.有力的，精

enjoyable / in'd30iabl / adj.使人快乐的，

奏）一个 n．（观众或听众提出的）再

力旺盛的，精神饱满的

有乐趣的

演（唱、奏）要求，加演（的节目）y．要

energize

求（演员等）再演，重演

能量，使通电 2．激励激发，使有活力

趣，乐事

encounter／inikaunta／y.1.偶遇，邂逅

energy／lenad3i／n．1．iS 力，精力，

enlarge／in'la:d3／y．扩大，放大（照

2．遭到，突遇 n．1．遭遇，会战 2．意

能力 2．能，能量

片）
，扩展

外的相见

enfeeble／inifi:bl／y．使衰弱，使无力

enlargement／inla:d3mant／n．扩大，

encourage／inkArid3／y.1.鼓励，激励，

enfold／infauld，y．1．围住，裹住，

放大，扩建部分

怂恿 2．赞助，支持，促进

圈起 2．拥抱

enlighten／in ilaitan／y. 1.启发，开导，

enforce／info:s／y．1 实施，执行 2 强

使摆脱偏见（迷信）2．指导，教育

n．鼓励，赞助，促进

制，强迫 3 加强，坚持（要求、主张等）

enlist／inilist／y．1．使入伍，征募 2．得

encroach／in'krautr／y．侵占，侵犯，

engage

侵害

从事，（使）参加，使卷入 2．约束，

enliven／inilaivan／y 使活泼使有生气

encumber／inikAmba／y.1.塞满，堆满

保证，使订婚 3．雇佣，聘，预订 4．吸

enmity／Ienmati／n．仇恨，敌意

2。妨碍某人（某物）自由活动，拖累

引，占用 5．与…交战，啮合』engage

ennoble／inaubl／y．使成为贵族，使

in 从事于，使忙于

高贵（崇高）

en．saiklauipi:dja／n．百科全书

engaged／in'geid3d／adj.1．己订婚的，

enormity／ilno:mati／n．1.巨大，庞大

end／end／n．1．结尾，终结，终点 2．目

己订约的 2．忙的，被占用的，受雇的

2．穷凶极恶，残暴

的，目标 3．结果，结局 4．残屑，残

3．预订的

enormous

余』at an end 结柬，完结／come to an

engagement

end 告终，结束，完结／from end to end

会，约定 2．订婚，婚约

enough／InAf／adj.足够的，充分的 adv.

从头到尾／in the end 最终，结果／on

engender／ind3enda／V．产：生，造

足够地，充分地 n．足够，充分

end①竖着②连续地／make ends meet

成，引起

enquire／inikwaia／y．调查

使收支相抵，量入为出／put an end

engine

to…结束，终止，废除 y．结束，终止

发动机 2．机车，火车头

inquiry)

／end in 以…为结果，以…而告终／

engineer／iend3i'nia／,z 工程师，技师

enrage／In'reid3／y．激怒，使狂怒

end up 结束，告终

engineering

encore／DJ iko:／int.

再来（演、唱、

／adv.末端

／‘enad3aiz／y.

1.供给…

解的，神秘的

enjoyment／inld30imant／n．享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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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kArid3mant ／

／

encouragement

encyclopaedia,

encyclopedia

／

／

y． 1．
（使）

／in'geid3mant／n．1．约

／‘end3in／n．

1．

弓擎，

／iend3i'niariJ／n．工程

到，获得，赢得

／i'no:mas／adj.巨大的，庞

大的

enquiry／in ikwaiari／n．询问，查问(=

enrich／inritr／y 使富是使丰富，充实

（学），工程师行业

enrol enroll／inlraul／y.1.登记，吸收，

English／’IngIij'／adj.英国的，英格兰

招（生）2．（使）入伍，征募，（使）

y．&n．努力，力图，尝试

的，英语的 n．1．英语 2．英国人

入会 3．记录

endemic／en demik／adj.地方性的

Englishman

ending／‘endiJ／n．结局，结尾

Englishmen)n． 英国人（尤指男人），

顿）在安全（秘密、舒适等）的地方

endless／iendhs／adj.没完的，无止境

英格兰人

ensemble／DJ'SDJbla／n．1.合奏团，

的，永久的

Englishwoman

endanger

／in'deind3a／y.危及，危害

／in'geid3

／ inde-va ／

endeavour, endeavor

endorse／inido:s／y.

‘Iqghj'man

／ (p/

／Iq gIij'wuman ，

ensconce／iniskDns／y 使自己定居（安

合唱团 2．全体，整体，总效果

(p/ English-women)n．英国女人，英格

enshrine／inJ'rain／y．把…置于神龛

2．背书，
（在票据等）背面签字，在（驾

兰女人

内，把…奉若神明

驶执照上）记录违章事项 3．在…背面

engrave／Iq'greiv／y.1．在（石、木等）

ensign／‘ensain／n．1．（尤指海军的）

写评论，批注（公文）

上雕刻 2．使深深印入，牢记

旗，
（船上挂的特种的）国旗 2．(AlrlrlE)

endow／inidau／y．

engross／in'graus／y．使全神贯注，使

海军少尉

2．资助，捐赠』be endowed with 天生

埋首于

enslave／inisleiv／y 奴役，使成为奴隶

具有…，有…的天赋

engulf／in'gAlf／y．吞没，淹没，吞食

ensue／in isju:／y 接着发生，随之而来

*enhance／iniha:ns／y．士曾力口，提

ensure／inIrua／y．1．担保，保证（获

endurable

／

1．赞同，认可

／

1．赋予，授予

in-djuarabl

／adj.可

忍耐的，可容忍的

得）
，使…必然发生 2．使安全
50

entail／initeil／y．使成为必要，需要

entry／Ientri，n．1．入场，进入，入

时期

entangle／in'tzejgl／y．缠住，使牵连，

口处 2．参加者 3．登记，登录 4．
（列

epoch-making／i:pDk meikiJ／adj.划时

使复杂

入的）项目，账目，词条

代的，开创新纪元的，轰动一时的

enter／lento／y．1．进入 2．加入，参

entwine /in『twain／y．盘绕，使缠绕，

equivocal／iikwivaka1／adj.有歧义的，

加 3．登记，把…编入』enter f'or 报名

使交错

模棱两可的，含糊的

参加

enumerate
／

‘entapraiz

／y．列举，

equable／ekwabl／adj.稳定的，均匀的，

枚举

平和的

业单位，企业，公司 2．进取心，事业

envelop／inivelap／y.1．包住，裹住，

equal／ii:kwa1／adj.1．相等的，相同

心 3．带冒险性的计划

遮盖 2．围绕，包围

的，均等的 2．平等的 3．胜任的，合

envelope／ienvalaup／n． 信封，封套

适的

enterprise

entertain

／n．1．事

／Iinju:mareit

，lenta ltein／y. 1.招待，款

待 2．使欢乐，给…娱乐 3 接受，容纳

enviable／ienviabl／adj.

entertainer／entalteina／n．演艺人员，

envious／envias／adj.羡慕的，嫉妒的

equality／i：ikwDlatI／n．平等，同等，

专业演员，款待者

environment ／ inlvaiaranmant ／ n ． 环

相同

境，周围状况

equally／i:kwali／adv.相等地，平等地，

entertaining

／

lenta'teiniJ ／ adj. 使

人得到娱乐的，有趣的，使人愉快的

environmental

entertainment／．entateinmant／n．1．招

adj.环境的

待，款待 2．娱乐，乐趣，文娱节目

environmentalism

令人羡慕的

n．相等物，匹敌者 y．1．等于

／in ivaiaranrnent21／

2．比得上，敌得过

平均地
equate／iikweit／y．等同，使相等

／

equation／i'kwei3an／n．方程式，等式

inivaiar2nment21iz2m／n．环境论，环

equator／iikweita，n． 赤 j 酋 equatorial

引住

境保护主义

equiang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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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hral enthrall／inOro:l／y.使迷住，吸
enthrone

／in iOraun／y． 使（国王

等）登位，立…为国王
enthusiasm

／in‘Oju:zizezam／n．热

／

environmentalist

in

／i:kwi‘zej9jula (r)／adj.

等角的

ivai2r2nment2list／n．环境保护工作者

equidistant／ii:kwi'distant／adj.等距的

envisage／in'vizid3／y.

equilateral／i:kwi llzetaral／adj.等边的

1.想象，设想

情，热心，热诚

2．正视，面对

equ 川 brium／．i:kwiilibriam／n．平

enthusiast／in Oju:zizest／n．热心者

envision／in'vi32n／y．想象，展望

衡，均势

enthusiastic／in pju:zi‘zestik／adj.热情

envoy／'envoi／n．1．使者，代表 2．使

equinox／ii:kwinDks／n．春分，秋分

的，热心的，热烈的

节，
（全权）公使

equip／iikwip／y．配备，装备，使有

entice／inltais／y．引诱，怂恿，教唆

envy／lenvi，y．&n．妒忌，羡慕

准备

entire／inlt aia／adj.完全的，整个的，

enzyme／lenzaim／n．酶，酵素

equipment／iikwipmant／n．1．装备，

全部的

eon／'i:an／n．极漫长的时期，万古

配备 2．设备，器械 3．知识，禀赋

entirety／inlt aiati／adv.全部地，完全

ephemeral

地，彻底地

短命的，朝生暮死的

entitle／inltaitl／y．1．定标题，定名

epic／‘epik／n．

称，称呼 2．给权利，给…资格

迹的）长诗（电影）
，史诗 adj.（小说）

Z）
（利息不定的）普通股

entity／‘entiti／n．独立存在体，实体

史诗般的，英勇的，壮丽的

equivalence

entourage／DntUra:3／n．【碴从人员

epidemic／．epiidemik／adj.流行性的，

等值，等量，相当

entrancel／Ientrans／n．1．入口，进口，

传染的，流传极广的 n．1．流行病 2．
（流

equivalent

门 2．进入，上场，入学 3．进入权，

行病的）迅速传播

等的，相当的，等价的 n．相等物，等

入场权 4．计算机回车键

epigram／epigrzem／n 诙谐短诗，警句

价物

entrance2／inlt ra:ns／y 使狂喜，使着

epilog( ue)

迷

剧本、电影、节目等的）结尾部分，后

eradicate／iirzedikeit／y．根除，消灭，

entrant／Ientrant／n．参力口比赛者，

记，跋 2．收场白

杜绝

新就业者，新学员，新成员

episode／episaud／n．插曲，（文艺作

erase／ireiz／y．擦除，抹掉，清除

entreat／inltri:t／y．恳求，哀求，请求

品中）一段情节，（一系列事件中的）

eraser／i-reiza／n。擦除器，消磁器

entree／IDntrei／n．1 入场许可，进入

一个事件

erasure／irei3a／n．擦掉，消除，涂擦

权 2．(BrE)（主菜上桌前的）小菜（开

epitaph／epita:f／n．墓志铭

的痕迹

胃菜）， (AlrlrlE)主菜，正菜

epitome／ipitami／n．1．缩影，梗概

erect／irekt／adj.直立的，竖起的 y．建

entrepot／'Dntrapau／n． 仓库，贸易

2．典型，摘要

造，竖立，使直起

中心，货物集散地

epitomise,

entrepreneur／pntrapra n3:／n．企业家，

／y．作为…的典型（缩影）

2．建筑物

创业者

epoch／ii:pDk／n．时代，纪元，重要

erode／iiraud／y．腐蚀，侵蚀，磨损

／iifemara1／adj.短暂的，

／‘epiIDg／n．

entrust／inltrAst／y．委托，交托，托

／iekwitabl／adj.公平合理

的，公正的

（描写神、伟人事

epitomize

equitable

／

1.（书、

Ipita-maiz

equity／ekwiti／n．1．公平，公正 2．劬

／Iikwivalans／n．等效，

／

I-kwIvalant

／adj.相

era／ioro／n．时代，年代，纪元

erection／irekj'2n／n．1．建立，树立

erosion／irau3an／n．侵蚀，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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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otic／irDtik／adj.性爱的，性欲的，

立，建立，制定 2．机构，企业，编制

离，疏散

色情的

3．家庭，住宅

evade／iiveid／y．逃避，规避，避开

err／3：／y．1．犯错误，出差错 2．作

esitancia／esIta:nsja／n．
（拉丁美洲的）

evaluate

恶，犯罪

大庄园，大牧场

evaluation

errand／ierand／n． (／J、)差事，
（简

estate／ilsteit／n．1．地产：
，财产 2．庄

价，估计

单的）差使

园，种植园 3．住宅区

evanescent

errant／lerant／adj.误入歧途的，离正

esteem／isti:m／y．1．尊重，尊敬 2．认

迅速消失的，不久就淡忘的

途的

为，把…看作 n．荨重，尊敬

evangelical

erratic／irzetik／adj.反复无常的，古怪

estimable／iestimabl／adj.值得尊敬的

adj.&n．福音的，福音派新教会的（教

的，不规则的

estimate

erroneous／i'raunias／adj.错误的

计…的意义（价值），评价 n．估计，

evangelist／ilvzend3ahst／n 福音传道

error／era／n．错误，差错，谬误

估算，评价，评估

士，旅行布道者

erudite／Ieru:dait／adj.博学的

estimation／iestirneij'2n／n．判断，意

evaporate

erupt／IYApt／y．1．
（火山、喷泉等）

见，认为

蒸发，挥发，使消失 2．（使）脱水，

喷发，喷出，迸发 2．爆发，突然发生

estrange／i'streind3／y．使疏远，离间

去除…的水分

／I'rApj'2n／n．[贲发，喷出

／lestimeit／y．

估计，估

／iivzeljueit／y．评价，估计
／I ivzelju 'eij'2n／n．评
／

li:va Inesant

／

／adj.

/:vzend3ehka1

／

徒）
，热衷于传道的

／i'vzepareit

／y.1．（使）

estuary／estjuari／n．港湾，河口湾，

evasive／ilveisIv／adj.1．躲避的，推诿

物，
（战争、情感等）爆发

三角湾

的 2．不坦率的，转弯抹角的

escalate／eskaleit／y. （使）逐步升级，

et al／et izel／

（使）更紧张，
（使）越发严重

people or things)以及其他人（事物）

大事件发生的）前夕

et cetera／it lsetara／等等之人（物）

even1／li:van／adv.

n． (BrE)自动楼梯

etc／etsetara／

至（比）…更，还』even if; even though

escape／rlskeip／y．1．j 逃跑，逃脱，

等之人（物）

脱离 2．漏出，逃逸 3．逃避

etceteras

escapee／；eskeipi:／n．越狱犯

（infrril 额外事物，零星杂项

均等的 2．偶数的，双数的 y． （使）

eschew／isItru:／y．避开，远离

etch／etj'／y．
（在金属上）蚀刻

平，
（使）相等，（使）平稳

escort／iesko:t／n．护卫队，护送者，

eternal／Ilt3:na1／adj.永远（不变）的，

evening／‘i:vnIIJ／n．

陪伴 y．护送，护卫，护航

永恒的

昏，傍晚 2．晚会 3．后期，末期』evening

Eskimo ／ ieskimau ／ n ． 爱 斯 基 摩 人

ether／i:Oa／n．乙醚

dress 夜礼服／evemng school 夜校

（语）

ethereal／iiOiarial／adj.

eve／i:v／n． （节日等的）前夜，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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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uption

escalator

／

ieskaleita

／

／

(abbre for and other

(abbre for etcetera)等

甚至…（也）
，甚

印使，纵然

it lsetraz

／

n． (p/)

1.轻飘飘的，

even2／i:van／adj.1．平的，平坦的，

1．夜晚，黄

event／ilvent／n．1．事件，大事 2．
（运

缥缈的 2．精致的，微妙的

动会等的）比赛项目|| at all events; in

才懂的，难懂的

ethic／eOik／n．伦理，道德

any event 不论怎样，无论如何／in the

especial／ispej'21／adj.特另的，特殊的

ethical／ieOika1／adj.伦理的，道德的，

event 结果，到头来／in the event of 万

especially ／i'spej~h／adv.

合乎道德的

一，倘若

ethics／IeOiks／n．伦理学，道德规范，

eventful／iiventful／adj.充满许多大事

道德准则

的

esOteric

／．esau iterik／adj.只有内行

特别，尤其，格外

Esperanto/ iespa lrzentau
espionage

／n．世界语

／iespia'na:3／n．间谍活动

ethnic／eOnik／adj.种族的，部族的，

eventual／ilventjual／adj.最后的，最终

espouse／i-spauz／y．支持，拥护

少数民族的

的，结果的

essay／lesei／n．论文／J 品文，随笔

ethos／li:ODS／n．道德观，信仰

eventuality／ilventju‘zelati／n．可能发

etiquette／‘etiket／n．礼节，礼仪

生的事，可能出现的结果

者，散文作家，小品文作家

eulogy／‘ju:lad3i／n．颂词，颂文

eventually

essence／'esans／n． 1．本质，实质，

euphemism

要素 2．精髓，精华 3．香精，香料

委婉的说法

ever／eva／adv.

essential／i'senj'21／adj.1.必要的，必不

euphemistic／ju:fa mistik／adj.委婉的

问句、条件从句）曾经，无论何时 2．
（用

可少的 2．本质的，实质的，基本的

euphoria／ju: ifo:ria／n 幸福愉快的感

于肯定句）始终，总是 3．（用于加强

n．1．(pZ)必需品，必要的东西 2．本

觉

语气）究竟，到底』for ever 永远／ever

质，要素

Europe／ij uarap，n．欧洲

since 从…以来／ever so 非常

establish／istzebhj'／y.1．建立，设立，

European／juarapi:an／adj.欧洲的，欧

evergreen

制订 2．安置，安顿，确立 3．确定，

洲人的 n．欧洲人

树，常绿的

证实，规定 4．使开业，使处于（某种

euthanasia／iju:Oa ineizja／n．安乐死

everlasting

位置、状况等）

evacuate／iIvzekjueit／y．使撤退，撤

持续不断的，永久的

essayist／Ieseiist／n．

（文章的）作

／iju:famizam／n．婉言，

establiShment／istzebIUmant／n．1．设

／

I'ventjuah

／adv.最

后，终于
1．
（用于否定句、疑

／‘evagri:n／adj.&n．常绿
／

leva 'la:stiIJ

／adj.

evermore／levamo:／adv.永久，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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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gzo:l'teij'2n／n．兴高

／

every／evri／adj.每个的，每隔…的，

exaltation

所有的』every now and then; every now

采烈，得意洋洋

and again 间或，不时地／every other

exalted

每隔

的，崇高的 2．得意洋洋的
／

everybody

‘evribDdi

／pron.

每人，人人

excise2／ekisaiz／y．切除，删除

每天的，日

examination

／

(abbre

考试
ig

excitable

／ik isaitabl／adj.易激动的，

易兴奋的，能被激动的

lzzem ／

forexamination)n．

everyday／ievridei／adj.

1. 高 贵

／ ig iZDltid ／ adj.

exam ／ ig

消费税

excite／ikisait／v．1．束激，使兴奋，
使激动 2．激发，唤起，引起

．ZzemineI，an

excited／iksaitid／adj.激动的，兴奋的

常的，普通的

／n．考试，检验

everyone／‘evriwAn／pron.每人，人人

examine／ig lzzemin／y.

everything／‘evriOiJ／pron.1．每件事，

查，审视 2．对…进行考试，对…进行

exciting／ik 'saitiJ／adj.

事事 2．最重要的东西

查问

使人激动的，刺激的

example／ig iza:mpl／n． 1.例子，例

exclaim／ikiskleim／y.

证 2．模范，榜样』for example 例如／

痛苦、愤怒、高兴等）呼喊，惊叫，大

set a good example 树立好榜样

声说

／

everywhere

‘evrihwea

／adv.到

处，处处
evict，ilvikt／y．

（依法）驱逐（房

1.检查，细

令人兴杏的，
（由于惊讶、

exasperate

eviction／I'vikj'2n／n． （租地、租房

怒，使气恼

喊，惊叫 2．感叹，惊叹，感叹词

等的）收回，（租户等的）驱逐

excavate／Iekskaveit／y.1.挖（洞）
，开

exclude／iksiklu:d／y．排除，对…不

凿 2．发掘，使（古物）出土

予考虑，把…拒之门外

证据，证明 2．证词

exceed／ikisi:d／y．1．超越，超出，

excluding

evident／Ievidant／adj.明显的，明白的

比…大 2．凌驾，优于，胜过

除…外，不包括

exclamation／iekskla'meij'2n／n．1．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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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ze spareit

／y．激

兴奋，激动

客）
，赶出，撵走

／ievidans／n．

／ig

／ikisait mant／n．刺激，

excitement

evidence

evidently

1.根据，

／ievidanth／adv.明显地，

／

exceedingly

ik' si:dijh

／adv.极

exclusion

／

ik'sklu:diJ

／ prep.

／ik 'sklu:3an／n．排除在

显然，根据现有证据来看

度地，非常

外，排斥』to the exclusion of sb (sth)排

evil／i:vl／n．1．邪恶，罪恶，恶行 2．不

excel／ikisel／y．1．胜过，优于，擅

除（其他的一切）

幸，不吉，灾难 adj.1．坏的，邪恶的，

长于 2．突出，超常

exclusive／ikisklu:siv／adj.1．除外的，

罪恶的 2．有害的，中伤的，恶毒的 3．不

excellence／eksalans／n．1.优秀，卓越，

排外的 2．专有的，独占的，惟一的

幸的，不吉的，不祥的

杰出 2．优点，美德

exclusively

evince／ilvins／y 表现出，表明，显示

excellency／ ‘eksalansi

／ ik isklu:sivh

地，单独地

的，唤起感情的

称）

excursion

evoke／iivauk／y．引起，唤起，引发

excellent／eksalant／adj.优秀的，卓越

足，游览

的，杰出的

excusable

evolution

／li:va ilu: r~n／n．1．进展，

发展，演变 2．进化，演化

except ／ ikisept ／ prep.

除…之外』

／

adv.1．排他地，独占地 2．仅仅，专门

下（对政府等机构中身居高位者的尊

evocative

／IiVDkativ／adj.引起回忆

／n (cap)阁

／ik 'sk3:J'an／n．郊游，远
／

ik- skju:zabl

／adj.可

原谅的

except for 只是，要不是 y．把…除外，

excuse ／ ikiskju:z ／ y.1 ． 宽 恕 ， 原 谅

化（论）的，由进化产生的，发展的

不计

2．为…辩解，为…开脱，成为…的理

evolVe／ilvDlv／y．1．
（使）发展，进

exception，ik sepj'2n／n．1.例外，除外

由 3．免除…的责任 IExcuse me.对不

化，演化 2．设计，使逐步形成 3．引

2．反对，异议

起，请原谅。n．1．托辞，借口，理由

申出，推论

exceptional

／

2．劬 Z）歉意，道歉』make an excuse

ewe／ju:／n．母羊，雌羊

adj.1．异常的，独特的，例外的 2．优

for 为…找个借口／in excuse of 作为…

越的，杰出的

的辩解

加剧，使恶化

excerpt／ieks3:pt／n．摘录，摘要

execrable

exactl／ig'zzekt／adj.1 确切的，正确

excess／ikises／n．1．j 过多，过剩，

恶劣的

的，精确的 2 严格的，严谨的，精密的

过度 2．过分，无节制 3．超过，超越，

execute／Ieksikju:t／y.1．实行，实施，

exact2／ig'zzekt／y．1．强要，强求 2．急

超额量 adj.过量的，过多的，额外的

执行 2．处死

需，需要

excessive／ikisesiv／adj.j 过多的，过分

execution

exactly／ig izzektli／adv.1.确切地，精

的，过度的

实施，执行 2．死刑，处死刑

确地 2．恰好，正是

exchange

／li:va'lu:J'2nari／adj.进

evolutionary

exacerbate

， ek iszesabeit

／y．使

／

ik 'sepj'2nal

／iks'tj'eind3／y.1．交换，

／ieksikrabl／adj.极坏的，

／ieksikju:J'2n／n．1．实行，

executioner／ieksikju:J'2na／n．死刑执

调换，把…换成 2．互换，兑换 n．1．交

行者，刽子手

夸大其词

换，互换，交流 2．交火，争吵 3．交

executive／ig'zekjutiv／adj.1．执行的，

exalt／ig'zo:lt／y．1．使升高，提升，

换所，交易所

实施的 2．行政的，经营管理的 n．1．行

提高…的地位（荣誉等）2．赞扬，吹

excisel／ieksaiz／n．
（国产）货物税，

政部门，（工会、党派等的）执行委员

exaggerate

／ig 'zzed3areit／y．夸张，

会 2．执行者，行政人员，经理

捧 3．
（使）喜悦，
（使）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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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or／eksikju:ta／n．执行者，实行

离开

者，遗嘱执行人

exonerate

exemplary ／ig' zemplari

／adj.可作

试验』make an experiment; carry out an
／ig IZDnareit ／y.使免受

责备（指控）

experiment 进行实验（试验）y．进衍
实 验 （ 试 验 ） experimental expert ／

楷模的，典范的

exorcise，

exemplify／ig'zemphfai，y.是…的榜样，

／y．用祈祷（魔法）驱逐（恶魔）

内行的，专家的

举例说明

exotic／ig iZDtik／adj.珍奇的，奇异

expertise

exempt ／ ig 'zempt ／ adj. 被 免 除 义 务

的，外国产的

能（知识）

（责任）的，被赦免的 v．免除，赦免

expand／ikispzend／y.1．扩大，发展，

expire／ikispaia／y．1．期 i 蔚，终止

增长 2．张开，展开

2．死亡 3．呼出，吐气

习题 2．锻炼，运动，操练 3．运用，

expanse／ikispzens／n．广阔的区域，

expiry ／ ikispaiari ／

行使，履行 y．1．锻炼，运动 2．履行，

大片地区，宽广的空间

／．ekspi'reij'2n／n．

行使，运用

expansion

exercise-book／ieksasaizbuk／n 练习簿

膨胀 2．张开，伸展 3．扩大，扩充，

explain ／ikisplein／ y.1 ． 解 释，说明

exert／ig'23:t／y．1．运用，行使，发

发展

2．为…辩解，说明…的理由

挥（影响等）2．用力，尽力』exert oneself

expansive

努力，尽力

adj.1．友善的，健谈的，豪爽的 2．可

解释，理由

exhale／eksiheil／y．呼（气）
，呼出

扩大（伸展）的

explanatory ／ ikisplzenatari ／ adj. 说 明

exercise

／

ieksasaiz／n． 1.练习，

exorcize

／ekso:saiz

／ik'spzenj'2n／n．1．扩张，

／

ik' spzensiv

／

eksp3:t／n．专家，胄邑手 adj.熟练的，
ieksp3: lti:z／n．专门技

／

,expiration

终止，期满，

届期

explanation／iekspla neij'2n／n．说明，

expect／ik ispekt／y.1．期待，盼望，

的，解释的

花光 2．排空，抽完 3．使筋疲力尽 4．详

等待 2．预期，预料 3．
（料）想，认为，

explicable／iksphkabl／adj.可解释的，

尽论述 n．1．排气管，排气装置 2．排

要求

可理解的

出，放出 3．废气，废液

expectancy ／ik ispektansi／n．预料，

explode／iksplaud／y.

exhaustive／ig'zo:stiv／adj.1 消耗的，

期待，盼望

（使）爆发，突发

枯竭的 2 全面彻底的，穷尽的，详尽的

expectant／ikspektant／adj.1．期待的，

exploitl／ik isploit／y.1．开拓，开发，

exhibit／ig'zibit／y．1．展览，展出，

怀有希望的 2．怀孕的

开采 2．利用，剥削

陈列 2．表现，显出，显示 n．陈列品，

expectation

展览，展览品

n．1．期待，预期 2．期望 3．(p/)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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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aust／ig lzo:st／y.1．用完，耗尽，

exhibition

／ieksi—bIJ'2n／n．1．展

expedient

／

／

iekspek'teI,an ／

ik' spi:diant

／adj.1。

（使）爆炸，

exploit2／ieksploit／n． 英勇（冒险）
的行为（事迹）
，功勋

／ ieksplaIreij'2n ／ n ． 探

exploration

览会，展览（品），陈列品 2．表现，

方便的，适当的 2．（行动）有用的，

险，勘查，探究

表演，显示

有利的，可取的 n．权宜之计，应急的

exploratory／ek ispIDratari ／adj. 勘探

exhibitor／ig'zibita／n．展示者，展出

办法

的，探索的，探测的

厂商

expedite／iekspidait／y．使（计划等）

explore／ik isplo:／y.1．探究，探索

exhilarate，ig'zilareit／y．使高兴，使

加快实施，加速（行动等），促进

2．勘探，探险，探测

兴奋

expedition

／iekspidij'2n／n．1．探险，

explorer／ikisplo:ra／n．探险家，考察

远征 2．远征军，探险队

者，勘探器

兴奋的，令人高兴的

expel／ik ispel／y．驱逐，开除，排出

explosion

exhort／ig lzo:t／y．劝告，规劝，告戒

（气等）

炸裂，爆发 2．（大规模地、迅猛地）

exile／egzail／y．流放，放逐，流亡

expend／ikspend／y．花费，用光

扩张，激增

n．1．流放，放逐 2．亡命者，流放者

expenditure／ik 'spenditj'a／n．1．经费，

explosive

exist／ig'zist／y．存在，生存，生活

费用 2．支出，消耗，花费

爆炸性的，爆发的，激增的

existence／ig'zistans／n．1.存在，生存，

expense／ikispens／n．1．费用，消费，

exponent

生活方式 2．发生』come into existence

支出 2．（精力、时间等的）消耗，耗

的）倡导者，支持者，代表人物

出现，成立，产生

费 3．劬 Z）开支，花费』at the expense

export／ikspo:t／y．输出，运走，出口

of 以…为代价，由…付费

n．输出（品）
，出口

expensive／ikspensiv／adj.高价的，昂

exporter／ikspo:ta／n． 出口商，输出

贵的

者，出口公司

存在的，与存在有关的，存在主义的

experience／ikspiarians／y.经历，体验，

expose／ikispauz／y.1．揭露，暴露，

existentialist／iegzisItenj~hst／n．存在

遭受 n．1．经验，体验 2．经历，阅历

曝光 2．使无遮蔽，使遭受，使处于…

主义者

experienced

exit／Ieksit／n．出口，离去，退出 y．退

验的，老练的

场，退出，出去

experiment

exhilarating

／ig 'zilareitiJ／adj.使人

existent／ig'zistant／adj.

存在的，目

前的，现行的
existential

／

iegzis'tenj'21

／adj.

／ikisplarianst／n．有经

exodus／ieksadas／n．成群离去，大批

／ik isplausiv／n．炸药 adj.
／ikispaunant／n．（信念等

作用（影响）下 3．陈列，使被看到
exposition

／ik 'sperimant／n．实验，

／ik'splau3an／n．1．爆炸，

／iekspau 'zij'2n／n．1．解

释，讲觯，说明 2．展出，展览会
exposure／ik'spau3a／n． 1.暴露，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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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显露 2．曝光，曝光时间

extinguisher／ik'stirjgwij'a／n．灭火器，

extricate／iekstrikeit／y．解救，使摆脱，

expound／ikispaund／y．详述，阐述，

熄灭者

释放

解释

extol(1)／ikistaul／y．颂扬，赞美

extrovert, extravert

expressi／ikispres／y 表达表示，表白

extort／iksito:t／y．强索，勒索，敲诈

n．性格外向者，活泼

express2／ikispres／n．快车 adj.1．明

extortionate

白的，确切的 2．快速的

的，
（要求、价格等）很高的，过分的

exuberant

extra／iekstra／adj.1．额夕}的，外加

勃勃的，兴高采烈的

表达（方式）
，词语 2．表情，神色 3．表

的，特别的 2．特佳的，上好的

exude／ig‘zju:d／y．（使）渗出，缓慢

露，体现

特别地，非常 n．1．额外的东西，外

流出，分泌出

expressive ／ ikspresiv ／ adj. 富 于 表 情

加费用 2．额外人手 3．号外

exult／ig'ZAlt／y．狂喜，欢腾

的，富于表现力的

extractl／ikistrzekt／y.1．拔出，拉出，

eye／ai／n．
1．
眼睛 2．
眼力，视力 3．
环，

得到 2．榨取，提取，吸取，提取物，

孔，
（针）眼』catch one7s eye 引某人

精，汁

注意／cry one's eyes out 痛哭，大哭／

extract2／iekstrzekt／耽．节录，引文，

in someone's eyes 在…心目中，在…看

选段

来／keep an eye on 留神，密切注意，

／ikisprej'2n／n．1．表示，

expression

expressly

／ikispresh／adv.1．明确地

2．特地，专程地
／ik 'spreswei

expressway

／n．高速

公路，快速干道= (AlrlrlE) throughway
／eks 'prauprieit／y．征

expropriate

extraction

／ik 'stO:J'2nat／adj.勒索

adv.

／ik'strzekj'2n／n．1．取出，

／

ieks-trav3:t／

（爱交际）的人
／ig‘zju:barant

／adj.生气

照看／see eye to eye (with sb)（与某人）

拔出，强索 2．拔牙 3．血统，出身，

看法完全一致／set eyes on 看，望着／

expulsion／ik 'spAIJ’an／,z.开除，驱逐

家世

turn a blind eye to 对…熟视无睹／up to

expunge／ek'spAnd3／y． 册去，除去

extractor／ikistrzekta／n．榨取者，榨

one7s eyes in 忙于 y．注视

汁机，榨油机

eyeball／aibo:l／n．眼球

严 co
ww
m
禁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c
严
ww
om
禁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严 co
ww
禁 m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严 co
ww
禁 m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用，没收

／‘eksp3:geit／y.删除不当

expurgate

之处，修订

extracurricular

exquisite／iekskwizit／adj.精美的，精

adj.课外的，课程以外的

eye-catching

致的，精湛的

extradite／ekstradait／y．弓 I 渡（罪犯）

注目的，动人的

extant，ekistzent／adj.现存的，尚存的

extraneous

extend ／ ikistend ／ y.1 ． 延 长 ， 延 期

直接关联的，与正题无关的，外来的

eyelash／laIl 茁，／n．睫毛

2．伸，伸展，拉开 3．扩大，扩充，

extraordinary／ikistrO:danari／adj.1．非

eyeless／ailis／adj.无眼的，无视力的

扩展

常的，特别的，破例的 2．离奇的，使

eyelid／aihd／n．眼皮，眼睑

人惊奇的，非凡的

eye-opener

extension

／ik 'stenj'2n／n．1．延长，

， ieskstraka-nkjula／

／ek istreinjas

／adj.非

eyebrow／iaibrau／n．眉毛，眉宇
／ai 'kzetj'iJ

／adj.引人

eyeglass／aigla:s／n．镜片

／ai'aupana／n．使人大开

扩张，延伸部分 2．
（电话）内线分机

extrapolate

extensive／ik lstensiv／adj.1．广阔的，

推知，推测

广泛的，广大的 2．全面的，彻底的，

extraterrestrial

大量的

地球之外的，来自外星的

的物品

extent／ikistent／n．1．范围，广度，

extravagance／ik'strzevagans／n．浪费，

eyewash／'aIWDJ'／n．1．洗眼药水

长度 2．程度，限度』to some extent

奢侈，无节制

2．胡说八道，瞎说，弄虚作假

在某种程度上

extravagant／ik 'strzevagant／adj.1．浪

eyewitness／‘ai iwitnas／n．目击者(=

exterior／ik lstiaria／adj.1.外部的，外

费的，奢侈的 2．过度的，放肆的

witness)

来的，外表的 2．对外的，外交的，户

extreme／ikistri:m／adj.1.末端的，极端

fable／ifeibl／n．1．寓言 2．虚构的故

外用的 n．外貌，外表，外部

的，尽头的 2．极度的，偏激的，过分

事 3．传说，神话

exterminate／ikist3:mineit／y．彻底毁

的

fabric／fzebrik／n．1．织物，织品 2．质

灭，根除，灭绝

extremely ／ ikistri:mli ／ adv. 非 常 ， 极

地，构造，结构

external／ikist3:na1／adj.1.外部的，外

其，极端

fabricate／ifzebrikeit／y．捏造，编造，

面的，外表的 2．外来的，外界的，对

extremism ／ikistri:mizam／n．
（政治

虚构

外的

上）极端主义，过激论

fabulous／fzebjulas／adj.1.寓言中的，

extinct／ikstijkt／adj.1．灭绝的，绝种

extremist／ikistri:mist，n．偏激的人，

难以置信的 2．很好的，绝佳的

的 2．
（火山）死的，熄灭的 3．消亡的，

极端主义者

facade／faSa:d／n．1．正面，临街正

破灭的

extremities

眼界的事物，令人瞠目的事物

eyesight／‘aisait／n 视力，视觉，目光

／iekstrati'restrial／adj.

n．极端，极度（状态），过分

／ ikistrematis

／

eyesore／aiso:／n．难看的东西，丑陋

面 2．假相，外表

耽．1．
（人的）肢体，手足 2．极端残

face／feis／n．1．脸，面孔 2．面容，

灭，绝种

暴的行为

表情 3．面子，尊严，自信 4．正面，

extinguish／ik'stirjgwij'／y.1．熄灭，扑

extremity ／ik lstremati／n．极端，末

表面，外观

灭 2．破灭，幻灭，使消亡 3．压制，

端，极限，尽头

纵然，不顾／keep a straight face 板着面

extinction

／ik'stirjkj'2n／n．消灭，熄

／ekistrzepaleit／y．推断，

压抑

』

in(the) face of 面对，

孔／make a face; make faces; pulla face;
55

pull faces 做鬼脸／pulla long face 拉长

少的，渺茫的 y．昏厥，晕倒

脸，愁眉苦脸 y．1．朝…，面向…2．正

fainthearted

视，勇敢面对，面临』face to face 面对

的，胆怯的

falsify／fo:lsifai／y．窜改，伪造

面

fairl／fea／n．定期集市，商品交易会，

falsity／fo:lsati／n．虚假，虚伪

facet／fzesit／n．1．
（宝石等的）琢面

展览会，博览会

falter／fo:lta／y．1．蹒跚，踉跄 2．犹

2．
（事物等的）一面，方面

fair2 ／ fea ／ adj.1 ． 公 平 的 ， 合 理 的

豫，动摇 3．结巴地说，支吾而语

facial／feij'21／adj.面部的，脸上的

2．（天气）晴朗的，（肤色）淡色的，

fame／feim／n．名声，名望，声誉

facile／ifze sail／adj.过简易的，肤浅的

（头发）金色的 3．相当的，尚好的，

famed／feimd／adj.有名的，出名的

facilitate／faisiliteit／y．使容易，使便

中等的 4．干净的，清楚的

fam 川 al／familjal／adj.家庭的家族的

利，促进

fairground

facility，faisilati／n．1. (pZ)设备，工

fairly／ifeah／adv.1．公正地，正当地，

的 2．无拘束的，随便的，亲近的

具 2 简易，方便，便利 3．技能，熟练

诚实地 2．完全，简直 3．相当，还算

be familiar with 与…很熟悉 familiarity

facing／feisiJ／n．1．（墙壁等的）饰

fairness／ifeanis／n．

面，面层 2．（衣服等的）镶边，贴边

美好，（皮肤）白皙

araiz／y．使熟悉，使通晓

的材料

fairway／ifeawei／n．（高尔夫球场上

family／fzemili／n．1．家庭，家 2．子

facsimile／fzeksimili／n．复本，摹（真）

的）平坦球道

女 3．家族 4．族，科』family planning

本，图文传真

fairy／fean／n．小妖精，仙人

计划生育

／ifeintiha:tid ／adj.怯懦

／‘feagraund／n．游乐场

公平，晴朗，

／fo:lisetau／n．

假声，假

（高音）嗓子

familiar／farnilja／adj.1．熟悉的，通晓

fam 川 arise，fam 川 arize

』

／farni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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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境，仙

falsetto

fact／fzekt／n．1．事实，真相，实情

fairyland／fearilzend／n．

2．真实性，实际，细节』as a matter of

乡，仙界

famous／ifeimas／adj.著名的，出名的

fact 事实上，其实／in (actual) fact 其

faith／fei0／n．1．信任，信念 2．信

fan1／fzen／n．扇子，风扇，鼓风机

实，实际上，确切地说

仰，信条 3．信义，诚意．忠诚 4．保

fan2／fzen／n．

证，诺言，约定』have faith in 信任

狂热爱好者，迷

faithful ／ifeiOful ／adj. 守信的，忠诚

fanatic／fainzetik／n． 狂热者，入迷

的，忠实的

者 adj.狂热的(=fanatical)

人为的

faithfully／ifeiOfah／adv.忠实地，（书

fanciful／ifzensiful／adj.

factor／fzekta／n．因素，要素

信中结尾的客套语）谨启

富幻想的，非理性的

factory／ifzektari／n．工厂，制造厂，

fake／feik／n．假货，赝品，骗人诡计

fancy／ifzensi／adj.1．作装饰用的，别

制造场所

adj.假的，冒充的 y 伪造，假装，捏造

致的，花哨的 2．昂贵的，最高档的，

factual／fzektj'ual／adj.事实的，真实的

falcon／fo:lkan／n．猎鹰

精选的 y．1．想象，设想 2．喜爱，爱

faculty／if zekalti／n．

fall1／fo:l／n．(AlrlrlE)秋季

好 3．
（无根据地）相信，猜想聆．1．想

能，官能 2．
（大学的）系、科，学院 3．
（院

fa112／fo:l／y．1．落下，跌倒，跌落

像力，幻想力 2．设想，幻想，空想 3．爱

系的）全体教师，（某一职业的）全体

2．下降，减弱，下垂 3．变成（某种

好，迷恋』fancydress 化装服饰／take a

从业人员

状态）4．降临，到来 fall behind 落在…

fancy to 爱上，爱好

fad／fzed／n．
（一时的）狂热，时尚

的后面，跟不上／fall flat 完全失败／

fantasise, fantasize

fade／feid／y．1．（使）褪色，（使）

fall for 爱上，迷恋，受…的骗／fall in

想象，幻想

枯萎，变衰 2．逐渐消失

love

fag／fzeg／n．苫工，苦差事

out with 与…吵架，争吵

美妙的 2．不切实际的，异想天开的，

fallacious／faleij'as／adj.1.谬误的 2．靠

古怪的

度计）

不住的，虚妄的

fantasy／ifzentasi／n．想象，幻想

fail／feil／y．1．失败，失去作用，
（使）

fallacy／if zelasi／挖．谬论，谬误推理

far (farther,

不及格 2．不，不能，忘记 3．缺乏，

fa 川 ble／fzelabl／adj.会犯错误的，易

／fa:／adj.遥远的，远方的 adv.1．远，

不足 4．
（健康等）衰退，减弱，消失 5．使

出错的

遥远地 2．很，极，
（大）得多』far and

失望，辜负，破产

fallowl／f 茁 lau／adj.休耕的，荒芜的

away 显然，大大，无疑地／far and near

failing／'feiliJ／，z．弱点，缺点 prep.

fallow2／if zelau／adj.淡棕色的

远近，到处，四面八方／far away 远处，

如果没有，若无…

false／fo:ls／adj.1。假的，虚伪的，不

离…很远／far from 远离，远远不，完

failure／ifeilja／n．1．失败，失败的人

忠实的 2．不真实的，不正确的，谬误

全不／as far as_；SO far as_①就…而

（事）2．不履行，没做到 3．故障，

的 3．伪造的，人造的 4．鲁莽的，不

论，至于②远到，直到…／by far（修

失灵

明智的

饰比较级、最高级，强调数量、程度

faint／feint／adj.1．虚弱的，眩晕的，

falsehood／fo:lshud／n．不实之词，谎

等）…得多，最…／so far 迄今为止

即将昏晕的 2．无力的，懦弱的，微弱

言，撒谎

faraway ／ fa:ra iwei ／ adj.1. 遥 远 的

faction／f 茁 kj'2n／n．

（政党、组

织等内部的）派别，宗派
factitious

Fahrenheit

／fzek'tij'as／adj.不自然的，

1．天赋，才

／ifzeranhait／n．华氏（温

(with)爱上／fall ill 病倒／fall

的 3．不清楚的，暗淡的，模糊的 4．微

famine／fzemin／n．饥荒

（运动、电影等的）

爱空想的，

／ifzentasaiz，v。

fantastic／fzenitzestik／adj.1．极好的，

farthest;

further,furthest)

2．
（神情）恍惚的，心不在焉的
56

farce／fa:s／n． 闹剧，滑稽戏，胡闹，

fasten／ifa:san／y．扎牢，扣紧，泵牢

愚蠢可笑的事

fastening／'fa:saniJ／n．

fare／fea／n．车费，路程费 y．进展，

拴物，扎牢

过活

fast-food

farewell／feaiwel／n．告别，欢送会 adj.

快餐服务的，不精细的

别喜爱的 n．1．特别喜爱的人（物）
，

告别的 int.再会！一路平安 1

fastidious ／ fzesitidias ／ adj. 吹 毛 求 疵

宠儿，亲信 2．最有希望的获胜者

的，爱挑剔的，难以取悦的

favouritism,

的，牵强的

fat／fzet／adj.1．肥的，油腻的，多脂

fei-varitizam／n．偏爱，偏袒，徇私

farm／fa:m，n．农场，农庄，饲养场 y．务

肪的 2．肥胖的，肥沃的，富裕的 3．收

fawn1／fo:n／n．1．幼鹿 2．浅黄褐色

农，耕种

益多的，丰厚的 4．厚实的，内容充实

fawn2／fo:n／y．奉承，讨好，巴结

farmer／fa:ma／n．1．农夫，农民，畜

的 n．脂肪，脂油

fax／fzeks／v。传真发送 n．传真系统，

牧者 2．农场主，牧场主，养殖场主

fatal／feita1／adj.致命的，毁灭性的

传真件

fatalism／feitahzam／n．宿命论

faze／feiz／y．使惊慌失措，使震惊得

farmhouse／ifa:mhaus／n．农舍，农庄

fatality／faitzelati／n 暴死死亡，致命

说不出话来

住宅

fate／feit／n．1．命运，天数，结局 2．毁

fear／fia／y．&n．1．害怕[，畏惧 2．担

farming／fa:miJ／adj.&n．农业（的），

灭，灾难，死亡

心，扭忧』for fear of 生怕，以免

耕种（的）
，农事（的）

fated／feitid／adj.1．命中注定的 2．很

fearful／fiaful／adj.1．可怕的，吓人的

farmland／fa:mlzend／n．农田，耕地

不幸的

2．害怕的，担心的，胆怯的 3．非常

farmyard／ifa:mja:d／n．农家庭院

fateful／ifeitful／adj.重大的，决定性的

的，极坏的，极大的

far-off／fa:rlDf／adj.遥远的

fat-head／fzethed／n．笨蛋，傻瓜

fearless／ifiahs／adj.

father／fa:6a／聆．1．父亲 2． (cap)

的，无畏的

响深远的

神父 3．(pZ)祖先，创始人

feasible／ifi:zabl／adj.可行的，可能的，

farsighted／rfa:‘saitid／adj.有远见的，

fatherl-in-law

深谋远虑的，目光远大的

n．岳父，公公

farther ／ fa:6a ／ (far 的 比 较 级 之

fatherland

一)adj.&adv.

fathom／ifze6am／n。 （测水深的度

feast one7s eyes on 尽情地欣赏，饱眼福

量单位）英嚼 y．1．测量…的深度 2．理

feat／fi:t／n．1．功绩，英勇事迹 2．武

解，充分了解

艺，技艺

fatigue／fati:g／n．疲劳，劳累

feather／ife6a／n．1．羽毛，翎毛 2．种

fatten／fzetan／y．1．使长肥，育肥，

类，品质 feathery

使肥沃 2．装满，充实，增大

featherbrained

fatuous／fzetjuas／adj.愚蠢的，荒谬的，

蠢的，愚笨的

n．1．魅力 2．迷恋，入迷

愚昧的

feature／fi:tj'a／n．1．面貌的一部分，

fascism, Fascism／fzej'izam／n．法西斯

faucet／fo:sit／n．(AlrlrlE)水龙头

脸形 2．(pZ)面貌，相貌 3．特征，特

主义

fault／fo:lt／n．1．缺点，毛病，错误

点，特色 4．
（电影）正片，故事片（报

／fa:-fetj't／adj.难以置信

far-fetched

／ifa:mhzend／n．农场工人

／ ifeivarabl ／

adj.1．有利的，顺利的，适宜的 2．称
赞的，赞成的，讨人喜欢的

／ifa:stfu:d ／adj.专门提供

favourite, favorite

／ifeivarit／adj.特

favorit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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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hand

紧固件，扣

favourable, favorable

far-reaching

／

ifa: 'ri:tj'iJ

／adj.影

（在空间、方向、时间

上）更远（的）
fascinate

／ifzesineit／y.j 迷住，使神

魂颠倒，强烈地吸引
fascinating

／

-fzesineitiJ

／adj.迷

人的，有吸引力的
／

fascination

ifzesi-neij'2n ／

‘fzej'ist

／

ifa:6ainlo:

／

不怕的，大胆

行得通的

feast／fi:st／n．盛宴，宴会 y．大吃大

／ifa:6alzend／n．祖国

喝，尽情地吃

』

／ ife6abreind ／ adj. 愚

／n．法

2．责任，过失，不端行为』find fault

纸等的）特写 y．是…的特色，以…为

西斯分子，法西斯党徒 adj.法西斯主义

找岔子，抱怨／find fault with 责备，挑

特色

的，法西斯党的

剔，吹毛求疵

February／ifebruari／n．

fashion／fzej'2n／n．1．流行式样，样

faulty／凸 lti／n．1．有错误的，有缺

feckless／ifekhs／adj.无用的，不负责

子，方式 2．时尚，风尚 in (the) fashion

点的，不完善的 2．应受责备的

任的

合乎时尚／out of (the) fashion 不合乎

fauna／ifo:na／

fecund／ifi:kand／adj.肥沃的，丰饶的

时尚／come into fashion 开始风行／

favour, favor／feiva／n．1.好感，喜爱，

federal／ifedara1／adj.联手瞄的，联盟

follow the fashion 赶时髦

欢心 2．赞同，支持 3．偏袒，偏爱 4．恩

的，联合的

惠，善意的行为，优惠』in favour of①

federalism，fedarahzm／n．联邦主义

行的，时尚的，
（赶）时髦的

赞同，支持②有利于／in sb's favour 得

federalist／fedarahst／n．联邦主义者

fastl／fa:st／adj.1．快的，迅速的，
（钟

某人欢心，受某人欢迎，对某人有利／

federate／ifedarat／y.

表）走得偏快的 2。牢固的，不褪色的

out of favour with 失宠（于），不受欢迎

组成联邦，结成同盟

adv.1．快，迅速地 2．牢固地，紧紧地』

／do sb a favour 帮某人一个忙 y．1．喜

federation

fast asleep 熟睡

爱，偏袒 2．赐予，给以 3．支持，鼓

邦，同盟

fast2／fa:st／y． 斋戒，禁食 n．1．斋

励，赞成 4．有利于，有助于

fee／fi:／n．费，酬金，会费

fascist, Fascist

fashionable

／

／

-fzej'2nabl

／adj.流

(p/ faunae)n．动物群

戒，禁食 2．斋戒期

二月

（州、团体等）

／fedaireI,an／n．联盟，联

feeble／ifi:bl／adj.虚弱的，软弱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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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

fermentation／f3:men『teij'an／n．发酵，

裉少（的）
，几乎没有（的）』a few（表

feebleminded／ifi:blimaindid／adj.弱智

激动，骚动

示肯定）有些，几个

的，愚笨的，低能的

fern／f3:n／n．蕨，蕨类植物

fiance／fiIDnsei／n．

feed／fi:d／y．1．喂（养），饲（养）
，

ferocious／fa 'rauj'as／adj.凶恶的，凶猛

fiancee／fiIDnsei／n．未婚妻

为…提供食物 2．供应，提供，用…喂

的，残暴的

fiasco／fiizeskau／n．完全失败，惨败

3．维持，助长，满足 4．加进（原料

ferocity／farDsati／n．凶恶，残暴

fibre, fiber／ifaiba／n．

等）
，投入

ferret／ferit／n．搜寻，查获，搜索

纤维 2．品格，气质，性情

feedback／ifi:dbzek／n． 反馈，反应，

ferry／feri／n．渡船，渡口，摆渡 y．渡

fibreglass

回应

运，运送，摆渡

fickle／fikl／adj.易变的，无常的，不

feeder／ifi:da／n．1．饲养员 2．进料

ferryboat／iferibaut／n．

器 3．河流的支流，支线

fertile／f3:tail／adj.1．肥沃的，富饶的

fiction／‘fikj'2n／n．／J、说，虚构的

feel／fi:l／y1 感到，觉得 2．触，摸 3．给

2．可繁殖的，能生育的 3．有才智的，

事，杜撰的故事

人某种感觉』feel like①想要②摸上去

丰富的，富于思想的

fictitious／fik-tij'as／adj.非真实的，虚

如同，感觉像／feel up to 觉得能担当

fert 川 se,fertilize／f3:tilaiz／y．使多产，

构的，杜撰的

n．1．感觉，触觉，知觉 2．触，摸

使肥沃

fiddle／fidl／n．1．欺诈，欺骗行为 2．小

feeler／ifi:la／n．触角，触须』put out

fertilizer／if3:tilaiza／n．化肥，肥料

提琴

feelers 谨慎地试探别人的观点

fervent／if3:vant／adj.热情的，热烈的，

fiddling／ifidhJ／adj.微／J、的，微不

feeling／'fi:liJ／n．1．触觉，知觉，感

热诚的

足道的，无足轻重的

觉 2．同情，体谅，情绪 3．触，摸 4．
（艺

fervour,

术等的）感染力，敏感，鉴赏力 5．(pZ)

热诚

便使用的

感情 adj.有同情心的，激动的，衷心的

fester／ifesta／y．（伤口）化脓，溃烂

fidelity／fiidehtI／n．
1．忠诚，
忠实 2．
逼

feign／fein／y．假装，佯作，冒充

festival／festava1／n．节日，喜庆日，

真，精确，详实

feint／feint／y．&n．佯攻，虚晃

纪念活动日

fidget／fid3It／y．坐立不安，烦躁 n。

felicity／faihsati／n．快乐，幸福

festive／ifestiv／adj.

fell／fel／y．击倒，砍伐，砍倒

festivity／fesItivati／n．庆祝活动，庆

field／fi:ld／n．1．田野，田地，露天

fellow／felau／n．1．同事，同代人 2．家

典，欢宴

场地 2．领域，范围 3．实地，现场，

伙，小伙子，人 3．会员，研究员

festoon／fesltu:n／y．给…花彩 n．花

场 4．(pZ)旷野，原野

fellowship／felaiyip／n．1.团体，协会

彩，花饰

fieldwork／fi:ldw3:k，n．实地考察，

2．友谊，交情 3．学院董事（研究员）

fetch／fetj'／y．1．取来，拿来 2．售

现场调查

的职位

得，卖得

fiend／fi:nd／n1 恶魔，魔鬼 2．迷，狂

felony／felani／n．重罪

fetching／‘fetj'iJ／adj.迷人的吸引人的

fiendish／fi:ndij'／adj.1．凶猛的，残暴

felt／felt／n．毛毡

fete／feit／n．
（室外的）游乐会，义卖

的，极坏的 2．巧妙而复杂的

female／fi:meil／n．女子，雌性动物（植

会，喜庆日 y．特别款待，庆祝

fierce／fias／adj.1．凶猛的，残忍的

物） adj.1．女（性）的，雌（性）的，

fetid／fetid／adj.恶臭的

2．猛烈的，狂热的，强烈的

生产果实的 2．阴的，凹的，

fetish／fetij'／n．1．神物 2．迷恋之物

fiery／ifaiari／adj.1．火的，火一般的，

feminine／ifeminin，adj.女性的，适于

fetter／ifeta／n．脚镣，桎梏，束缚 y．束

火焰的 2．燃烧着的，激烈的，暴躁的

女子的，阴性的

缚，拘束

fifteen／ifif lti:n／n．&adj.十五（的）
，

femininity／femilninati／n 女人的气质

fetus／fi:tas／n．胎儿

十五个（的）

feminism／ifeminizam／n．女权运动，

feud／fju:d／n．&y．宿怨，世仇，长

fifteenth

男女平等主义

期不和

五（的），第十五个（的）
，十五分之一

feminist／feminist／n．男女平等主义

feudal／ifju:da1／adj.封建的，封建制

（的）

者 adj.主张男女平等的

度的

fifth／fif0／n．&adj.第五个（的），五

fen／fen／n．沼泽地区

feudalism／fju:dahzam／n．封建主义，

分之一（的）

fencel／fens／n．栅栏，篱笆』sit on the

封建制度

fiftieth／ififtii0／n．&adj.第五十（的）
，

fence 抱骑墙态度，保持中立 y．1．用

fever／ifi:va／n．1．发热，发烧，热

第五十个（的）
，五十分之一（的）

栅栏围起（隔开）

度 2．狂热，激动，兴奋』run a fever

fifty／ififti／n．&adj.五十（的）
，五十

fence2／fens／y．1．击剑 2．搪塞

发烧

个（的）

fend／fend／y．照顾自己，自谋生路

feverish／ fi:varij'／adj. 发热的，发烧

fig／fig／n．1．无花果（树）2．-点

fender／ifenda／n．壁炉围栏，挡泥板

的，狂热的

儿，无价值的东西

1.（动植物）

／‘faibaigla:s／n．玻璃纤维

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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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胎

未婚夫

ferment

／if3:ment／y.

1.（使）发酵

fervor

／if3:va／n．热情，

adj.节日的，喜庆的

few／fju:／adj. &pron.

欢乐的，节日的

（表示否定）

fiddly／fidh／adj.难弄的，费事的，不

坐立不安的人

／ifif lti:n0／n． &adj.第十

fight／fait／y1 打仗，
打架，格斗 2．
与…
进行斗争，争论 n．1 战斗，打架，互

2．
（使）激动，
（使）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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殴 2．斗志，战斗力』fight against 为反

finalist／ifainahst／n．

对…而战／fight for 为…而战

finally／ ifainah ／adv.1 ． 最 后 ， 终于

起火，燃烧着／open fire 开火／put out

fighter／faita／n．1．战士 2．战斗机

2．决定性地，彻底地

a fire 灭火／set sth on fire；set fire to sth

fighting／faitiJ／n．战斗，斗争，搏斗

finance／faiinzens／n．1．财政，财务

放火烧／under fire 遭到炮火轰击，受

adj.战斗的，好斗的，好战的

2．资金，经费 3．(pZ)财源，岁入，基

到攻击（批评等）y．1．发射，射击，

figment／'figmant／n．虚构的事，臆造

金 v．为…提供资金（经费）

使燃烧 2．给…加燃料，烘制 3．激起，

的事物

financial／fai-nzenj'21／adj.财政的，金

激发 4．解雇，开除

figurative／'figjurativ／adj.1．比喻的，

融的 financially

firearm／faiara:m／n 火器，轻武器，枪

借喻的 2．象征的

financier／fainzensia／n．财政家，金

fire-bomb／faiabDm／n．燃烧弹

figure／‘figa／n．1．夕}形，体形，轮

融家

firebrand

廓 2．数字，位数，符号 3．图形，图

find／faind／y．1．找至，发现，查出

挑起动乱者

表 4．人物，身份，地位 5．价格，估

2．觉得，觉察，感受到 3．努力获得，

firebrick／faizbrik／n．耐火砖，火砖

价 y．1．扮演角色，塑造，描述 2．计

达到』find out 找出，查明，认识到 n．发

firecracker／faiakrzeka／n．鞭炮，爆竹

算 3．估计，以为，想象』figure out①

现，发现物

firedamp／faiadzemp／n．瓦斯，沼气，

想出，理解，明白②计算出，解决

finding／'faindiJ／n．1．心得，研究所

甲烷

figurehead／figahed／n．傀儡，有名无

得，调查结果 2．裁决，判决

fire-drill，ifaiadril／n．消防演习

实的领导者

finel／fain／adj.1．美好的，漂亮的，

fire-engine／faiaiend3in／n．消防车，

优美的 2．微细的，纤细的 3．晴朗的，

救火车

状物

天气好的 4．健康的 adv.1．很好 2．细

firefighter

filel／fail／y．把…归档 n．文件箱，

小地

林的）消防人员

支件夹，档案

fine2／fain／y．&n．罚款

fireman／faiaman／n．
1．
消防队员 2．司

file2／fail／n．行列，纵队 y．排成纵

finely／ifainh／adv.1．微细地 2．精确

炉工，烧火工人

队行走

地，精细地

fireplace／ifaiapleis／n．壁炉

file3／fail／n．锉刀 y．锉

finery／fainari／n．华丽的衣服

firepower／faiapaua／n 火力

filial／ifiljal／adj.子女（应做）的，孝

finesse／fiines／n．技巧，策略，手腕

fireproof／faiapru:f／adj.耐火的防火的

顺的

finger／fijga／n．手指，手指形东西

fireside／faiasaid／n．炉边

fill／fil／y．1．装满，注满，充满 2．补

y．用手指触摸，拨弄

firewood／faiawud／n．柴

上，填补，满足』fill in①填充，填写

fingernail／fijganeil／n．手指甲

firework／faiaW3:k／n．烟火具，(p/)

②替代，暂代／fill out 填写，填好／fill

fingerprint／‘fijgaprint／n．指纹 y．
取…

烟火

up 填补，装满／fill sth with sth 给…充

指纹

firml／f3:m／n．公司，商行，商号

满（装满）

fingertip／‘fijgatip／n．指端，指尖』

firm2／f3:m／adj.1．结实的，坚硬的

fillet／ifilit／n．无骨的肉片 y．把…切

have sth at one's fingertips 对某物了如

2．稳固的，牢固的 3．坚定的，坚决

成片

指掌／to one's fingertips 各方面，完全，

的，严格的

filling／'fihJ／n．1．装填，填充，填

彻底

first／f3:st／adj.1．第一的，最早的，

补物 2．馅子

finicky／ifiniki／adj.

film／film／n．1．电影，影片 2．胶

究的

3．基本的，最起码的 adv.首先，最初，

卷，软片 3．薄膜，薄层，薄雾 y．1．拍

finish／finIj'／y．1．结束，终止，毁

首次 n．第一（名）
，开始』at first 起

摄，把…拍成电影 2．在…上盖以薄膜

灭 2．使完美，润色 3．耗尽，用完』

先，开始时候／first of all 首先，第一

filter／ifilta／y．1．过滤，滤除，使漏

finish up 结束，完成，用完／finish up

／first and last 总的看来，彻头彻尾／

出 2．透过，
（消息等）泄漏 n．1．过

with 以…结束，最后有／finish with 完

from first to last 从头至尾，一贯

滤器，过滤装置 2．滤光器，滤色镜

成，结束 n．1．最后部分，结束，络

firstborn／if3:stbo:n／n． & adj.最先出

filth／fil0／n．1．肮脏，污物 2．粗话，

结 2．完美，完善，完成 3．抛光（剂），

生的，长子，长女

下流话

最后一道工序

firsthand／if3:sthzend／adj.& adv.直接

filthy／filoi／adj.肮脏的，卑劣的，淫

finished／'finij't／adj.1．完结了的，结

的，第一手（的）

秽的

束了的 2．精致完美的，绝顶的

first-rate／f3:streit／adj.第一流的，质量

fin／fin／n．鳍，鳍状物

finite／fainait／adj.1．限定的，有限的

最佳的 adv.非常健康，身体好

final／faina1／adj.最后的，最终的，决

2．
（动词）限定式的

fiscal／ifiska1／adj.财务的，财政的，

定性的 n．1．期终考试，最后一次考

fir／f3:／n．冷杉木，枞树

会计的

试 2．决赛

fire／faia／n．1．火，炉火，取暖设备

fish／fij'／n．鱼，鱼类，鱼肉 y．1．捕

finale／fiina:li，n． 终曲，结局，
（音

2．火灾 3．射击，炮火 4．热情，激情』

鱼，钓鱼 2．间接探求，探取，拿出』

细丝，丝

catch fire 着火／cease fire 停火／on fire

／ifaiabr&:nd／n．煽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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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ilamant／n．

参加决赛者

filament

n．充分，足够，足量

乐、戏剧等的）最后部分

苛求的，过分讲

／‘faia ifaita／n．（尤指护

最初的 2．主要的，首要的，第一流的

fish in troubled waters 浑水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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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erman／'fij'aman／n.捕鱼人，渔船

y．-片片地落下

flaxen／iflzeksan／adj.（毛发）淡黄色

fishery／fUari／n．渔场

flamboyant

fishing／fij'iJ／n．钓鱼，捕鱼

丽的，鲜艳的 2．炫耀的，浮华的

flea／fli:／n．跳蚤

fishing-rod／fij'i1JrDd／n．钓笙

flame／fleim／n．火焰，火舌，闪光』

fleck／flek／n。斑点，微粒 y．使有斑

fishmonger／fij' FnAJ99／n 鱼贩，鱼茼

in flames 燃烧着 y．焚烧，发光，闪耀

点，使成斑驳

fisSion／'fij'2n／n．细胞分裂，原子核

flammable／iflzemabl／adj.易燃的

flee／fli:／y．逃跑，逃离

分裂

flank／flzejk／n．腰窝，倾 0 翼 v．位

fleece／fli:s／n．羊毛

fissure／fij'a／n．裂缝，裂隙

于…的侧面

杠，骗取

fist／fist／n．拳，拳头

flannel／iflzena1／n．1．法兰绒，绒布

fleet／fli:t／n．1．舰队 2．船队，机群，

fitl／fit／y．1．使适合，使符合，合

2．(pZ)法兰绒衣服 adj.法兰绒的

（汽）车队

身 2．安装 3．使合格，使胜任』fit in with

flap／flzep／y．1 拍打，拍动，摆动

fleeting／'fli:tiJ／adj.短暂的，稍纵即逝

适合，符合，适应／fit out 装备，配备

2．
（鸟）振（翅）3．平卧，垂下

的

adj.1．适合的，恰当的，正当的 2．健

打，拍动，
（鸟的）振翅 2 下垂物，覆

flesh／flej'／n．肉，肉体，果肉 fleshy

康的，健全的 3．相称的，合格的，能

盖物 3．
（袋）盖，
（帽）边，信封口盖

flex／fleks／n．皮线，花线 y．弯曲，

胜任的

flarel／flea／y．1．（火焰）摇曳，闪

伸展

fit2／fit／n．
1．
（病的）
发作，痉挛 2．
（感

耀，闪光 2．突然发怒（激动），突发

flexibility／ifleksibilati／n．灵活性，机

情等的）突发

n．1．闪烁，闪现，闪亮 2．闪光信号，

动性，柔韧性

fitful／fitful／adj. -阵阵的，不规则的，

照明弹

flexible／fleksibl／adj.1．柔韧的，易弯

不安定的

flare2／flea／y．（使）呈喇叭形展开

曲的 2．可变通的，灵活的，易适应的

fitness／fitnas／n．适合，恰当，健康

n．(p/)喇叭裤

flexibly／ifleksibh／adv.

fitting／‘fitiJ／adj.适合的，恰当的，相

flash／flzej'／y．1．闪光，闪耀 2．突

flex…me／fleksitaim／n．弹性工作时

称的 n．1．试穿 2．装配，修整 3．(pZ)

发，闪现 3．飞驰，掠过 n．1．闪亮，

间制

（房屋内的）固定装置，设备，配件

闪光，闪现 2．刹那，转瞬间

flick／fhk／y．&n．轻打，轻弹，抽动

／flzem iboiant／adj.1．华

y．欺诈，敲竹

严 co
ww
m
禁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c
严
ww
om
禁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严 co
ww
禁 m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严 co
ww
禁 m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n．1．拍

的

five／faiv／n．&adj.

五个（的），五

flashback／

-flzej'bzek

／n．（电影

flicker／ifhka／y.

灵活地

&n．1.（火焰）闪

（的）

的）闪回，侄 0 叙

烁，摇曳 2．摆动，晃动

fix／fiks／y．1．使固定，装置，安装

flaShlight／flzej'Iait／n．闪光灯

flier／flaia／n．飞行物，飞行者

2．盯住，凝视 3．确定，决定，安排 4．修

flask／fla:sk／n．（实验用的）娆瓶，

flightl／flait／n．1．飞翔，飞行 2．飞

理』fix up①解决，安排，安定②修理，

长颈瓶，冷（热）水瓶，保温瓶

机的航程，空中旅行，班机 3．楼梯的

修补③约定

flatl／flzet／n．-套房间，公寓

一段

fixed／fikst／adj.固定的，不动的，固

flat2／flzet／adj.1．平的，平坦的，扁

flight2／flait／n．逃亡，逃跑

执的

平的 2．平伸的，平展的 3．浅的，薄

flighty／flaiti／adj.善变的，难捉摸的，

fixer／fiksa／n．操纵者

的，漏气的 4．无生气的，单调乏味的

爱发奇想的

fixture／fikstj'a／n．1．固定装置 2．预

5．断然的，干脆的，直截了当的 6．
（电

flimsy／flimzi／adj.轻而薄的，脆弱的，

定举行昀体育比赛

池等）电力不足的

易损坏的

fizz／fiz／y&n．
（液体发出的）嘶嘶声

flatten／iflzetan／y．
（使）变平，
（把…）

flinch／fhntj'／y．退缩，畏缩

flabby／iflzebi／adj.（肌肉）松软的，

拉平

fling／fhJ／y．投，抛，摔 n．恣情放

软弱无力的

flatter／flzeta／y．1．奉承，恭维 2．使

纵，尽情欢乐

flaccid／flzeksid／adj.（肌肉等）松软

高兴，使满意

flint／flint／n．燧石，打火石

的，软弱无力的

flattery／iflzetari／n 恭维（话）
，奉承

flip／fhp／y．1．把…抛向空中，捻，

flagl／flzeg／n．旗，旗帜

flaunt／flo:nt／y．炫耀，夸示

快速地翻转（猛然移动）2．大怒，强

flag2／flzeg／y．变弱，衰退

flautist flutist

flagpole／flzegpaul／n．旗杆

职业笛手

穷凶极恶

flagrant ／ 'fleigrant ／ adj.

／iflo:tist／n．吹笛者，

flippant／fhpant／adj.轻浮的，轻率的

flavour, flavor

／ifleiva／n．1．味，

的，骇人听闻的，明目张胆的

味道，风味 2．风韵，特色，特点

flagship／flzegj'ip／n．旗舰

flavouring,

flagstaff／'flzegsta:f／n．

旗杆

烈地反应 n．轻弹（打、抛）

flavoring

／ ifleivariJ ／

flirt／f13:t／y．调情 n．调情者』flirt
with①不认真地考虑或对待②举动轻
率

n．调味品，调味香料

flit／fln／v．轻快地飞，掠过

flail／fleil／y．猛挥，挥舞，乱舞

flaw／flo:／n．缺点，缺陷，瑕疵 y．使

float／fl9Ut／y．1．漂浮，浮动，漂 2．成

flair／flea／n．天赋，本领，才垡

有缺陷，损害

立 3．建议 n．1．漂浮，漂浮物，浮标

flak／flzek／n．1．高射炮（火）2．抨

flawless／iflo:lis／adj.无瑕的，完美的

2．游行花生

击，谴责，强烈反对

flax／fleks／n．亚麻（纤维）

flock／fIDk／n．1．兽群，鸟祥，羊群

flake／fleik／n．小薄片，扁薄的一层

2．-伙人 3．大量 y．群集，成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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簇拥

fluidity／flu iiditi／n 流动性，流动状态

foil1／foil／y．阻挠，使挫败

flog／fIDg／y．重打，鞭打

fluke／flu:k／n．侥幸，侥幸的成功

foi12／foil／n．1．锡纸，箔 2．陪衬，

flood／fIAd／y．泛滥，淹没，溢出

flunk／fIAJk／y．通不过（考试等），

衬托物

n．1．洪水，水灾 2．涨潮，涨水 3．大

评定（某人）不及格

foi13／foil／n．花剑

量，大批

fluorescent

floodgate／‘fIAdgeit／n． 水闸门，防

（有）荧光的，发荧光的

foldl／fauld／y．1．折叠，对折 2．交

洪闸门

flurry／ifIAri／n．1．骤雨，阵雨（风、

叠，缠绕，拥抱 3．包，裹 4．倒闭，

闸②突然解除抑制

雪等）2．激动，慌张 3．爆发，骚动 y．使

结束 n．折，褶痕，褶皱

floodlight／ifIAdlait／n．水银灯，泛光

迷乱，使慌张

fold2／fauld／n．1．羊栏 2．具同一宗

灯，强力照明

flush1／fIAJ'／y．1．冲洗，清除 2．脸

教信仰的人们

floor／flo:／n．1．地板，地面，底 2．楼

红，发红，发亮 3．涌流 4．
（使）兴奋，

folder／ifaulda／n．文件夹，纸夹

层 3．议会席，交易厅，发言权 y．铺

激动 n．1．红晕，潮红 2．急流，冲洗

foliage／‘fauhid3／n．叶子，簇叶

设地板，把…打翻在地

3．兴奋，一阵感情

folivore／ifauhvo:／n．食叶动物

flop／fIDp／y．&n．1．笨重地落下或

flush2／fIAJ'／adj.1．富裕的，充足的

folk／fauk／n．1．人们 2．(p/)家人，

倒下 2．失败

2．和…齐平

亲属 adj.民间的，平民的

floppy／fIDpi／adj.松软的，下垂的』

flute／flu:t／n．笛，长笛

folklore／fauklo:／n．民间传说，民俗

floppy disk; floppy diskette（电脑）软磁

flutter／rfIAta／y．&n．1 振翅，拍翼

（学），民间传统

盘

2 飘动，摆动 3．激动，紧张，兴奋

follow／fDlau／y．1．跟随，接着，沿

floral／iflO:ra1／adj.用花做的，用花装

flux／fIAks，n．不断的变化，变动，

着…行进 2．领会，听懂，理解 3．遵

饰的

变迁

循，听从 4．是…的必然结果，因…而

florid／fIDrid／ad;j.过分华丽的，过分

flyi／flai／n．苍蝇，会飞的昆虫

起 5．密切注意，注视，倾听 6．追求，

装饰的，
（脸色）红润的

fly2／flai／y．1．飞，航空，飞翔 2．使

支持，以…为业』as follows 如下／

florist／fIDrist／n．花商

飞，放（风筝等）
，升（旗）3．乘飞机

follow suit 照着做，跟着做 n．跟随，

旅行，驾驶（飞机等）4．
（时间）飞逝』

追随

挣扎，肢体乱动 2．错乱地说话（行动）

fly into a rage 勃然大怒

follower／ifDlaua／n． 追随者，拥护

flour／flaua／n．面粉

flyer／flaia／n．飞行物，飞行者

者，信徒

flourish／fIArij'／y.&n．1.蔑盛，繁荣，

flyleaf／iflaili:f／n．空白页，扉页

following ／ fDlauiJ ／ n ． - 批 追 随 者

兴旺 2．挥舞，挥动，炫耀

flyover／iflai lauva／n． 1. (BrE)立交

adj.1．下一个的，其次的 2．下列的，

flout／flaut／y．蔑视，违抗

桥 ， 汽 车 天 桥 =(AlrlrlE) overpass 2.

下述的 prep.在…以后

flow／flau／y．1．流动，涌出，川流

(AlrlrlE)（检阅时飞机）低空编队飞行

folly／fDh／n．愚昧，愚蠢

不息 2．来源，产生 3．飘垂，飘拂，

= (BrE) flypast

fond／fDnd／adj.1．喜爱的，爱好的

飘扬 n．1．流动，流量，流速 2．涌出，

flypast

流畅，大量

（检阅时飞机）低空编队飞行

望等）不大可能实现的 8

flowchart／'flautj'a:t／n 流程图作业图

flywheel／flaiwi:l／n．飞轮，惯性轮

爱好，喜爱

flower／flaua／n．1．花，开花植物 2．兴

foam／faum／n．1．泡沫，（马等的）

fondle／ifDndl／y．抚弄，抚摸，爱抚

盛时期，开花（期）y．1．开花 2．发

涎沫（大汗）
，白沫 2．泡沫材料 y．1．起

font／fDnt／n．（教堂里的）洗礼盆，

育，成熟，繁荣

泡沫，冒汗 2．吐白沫，唾沫四溅

圣水盆

flowerbed／flauabed／n．花床，花坛

focus／faukas／n．1．焦点，焦距，聚

food／fu:d／n．食物，食料

flowerpot／iflauapDt／n． 花盆

焦 2．中心，集中点 y．1．聚焦，集中

foodstuff，ifu:dstAf／n． 食品，食料

2．调节…的焦距

fool／fu:l／n．1．蠢货，傻瓜 2．小丑，

行性感冒

fodder／fDda／n．饲料，秣

弄臣，受愚弄的人』make a fool of sb

fluctuate／fIAktjueit／y． 波动，变动，

foe／fau／n．敌人

愚弄（欺骗）某人 y．1．胡混，无所

涨落

foetus，fetus／fi:tas／n．胎儿

事事 2 干傻事，开玩笑 3．欺骗，愚弄

fluency／flu:ansi／n．流禾流畅

fog／fDg／n．雾

foolish／fu:hj'／adj.1．愚蠢的，傻的，

foggy／fDgi，adj.有雾的，多雾的，模

笨的 2．鲁莽的，荒谬的，可笑的

fluff／fIAf／n．松软的绒毛团，软毛，

糊不清的

foolproof

柔毛 y．1．抖松，拍松 2．把…弄糟，

fogy／‘faugi／n．老顽固，老古板，落

不会误用的，易操作的

弄错

伍者

foot／fut／

fluid／iflu:id／adj.1．流动的，流体的，

foible／ifoibl／n．
（性格上的）小缺点，

基部 2．
英尺』
on foot 步行／set foot on；

液体的 2．不固定的，易变的 n．流体

瑕疵

set foot in 进入，踏上

iflua lresant

／adj.

foist／foist／y．把…强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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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the floodgates①打开水

／

flouncler

flu

／iflaunda／y.

1.（在水中）

／flu:／(abbre for influenza)n．流

fluent／iflu:ant／adj.

流畅的，流利的

／

-flaipa:st

（液体与气体的总称）
，液体，流质

／

n． (BrE)

2．溺爱的，充满柔情的，深情的 3．
（愿

be fond of

／ifu:lpru:f／adj.错不了的，
(p/ feet)

n． 1.脚，底部，

football／futbo:l／n．1．足球（比赛）
61

forebode／fo:ibaud，y 预示（尤指坏事）

foreword／ifO:w3:d／n 前言，引言，序

foreboding／fo:baudiJ／n．不祥的预感

forfeit／幻：fit／y．被没收，丧失，失

n． (BrE)足球运动员，(AlrlrlE)橄榄球

forecast／fo:ka:st／y.

去 n．罚金，没收物

运动员

示，预报．

2．被踢来踢去的人（难题）
／

footballer

ifutbo:la

／

&n．预测，预

forgel／fo:d3／y．1．伪造，假冒 2．锤

footbridge／futbrid3／n 人行桥步行桥

forecourt

／ifo:ko:t／n．前庭，前院

炼，打制，使形成

footh 川／futhil／n．

forefather

／ifo: ifa:6a／n． (p/)祖先，

forge2／fo:d3／y．稳步前进

foothold

(pZ)山麓小丘

／ifuthauld／n．

1.立足处

2．根据地，据点，稳固地位
footloose／ifutlu:s／adj.

自由自在的，

祖宗，前辈

forgery／'fO:d3ari／n． （文件、签字

forefinger／fo:fijga／n．食指

等的）伪造，伪造罪，伪造品

forefront／fO:frAnt／adj.

最前处，最

forget／fa'get／y．1．忘记，忘掉，忽

重要的位置

略 2．不再放在心上

footman／futman／n（穿制服的）男仆

forego／fo:gau／y．放弃，弃绝(= forgo)

forgetful／fa'getful／adj.健忘的，不经

footnote，futnaut／n．脚注

foregoing／fo:‘gauiJ／adj.在前的，刚提

心的，疏忽的

footpath／futpa:0／n．／J 径，人行道

到的，上述的

forgive／fa'giv／y．1．原谅，饶恕．宽

footprint／futprint／n．Ijkp 印

foreground／fo:graund／n 前部，前景

恕 2．豁免

footstep／futstep／n．1.Ijkp 步，脚步

forehead／ifDrid／n．额，前额，前部

fork／fo:k／n．1．餐叉 2．叉，耙 3．岔

声 2．足迹，踏板

foreign／fDran／adj.1．夕}国的，对外

口，岔路，岔流 y．1．分叉，成叉状 2．叉

footwear／futwea／n．鞋子，鞋类

的，与外国有关的 2．外来的，外地的，

起，耙，叉

footwork／ifUtw3:k／n．腿功，步法

不属于本身的 3．无关的，题外的

forlorn／failo:n／adj.孤独而凄凉的，无

for／fo:／prep.1．往，向 2．给，为了，

foreigner／ifDrana／n．外国人

人照顾的，被离弃的

对于 3．代表，意味着 4．
（表示距离、

foreknowledge／fO:InDhd3／n．预知，

form／fo:m／y．1．形成，构成，塑造

时间）达，计 5．赞成，主张 6．就…

预见

2．组成，建立，养成 n．1．形状，外

而论，鉴于，由于某种原因 conj.因为

foreland／幻：land／n．岬角，海角

形，外貌 2．形体，轮廓，形态 3．形

forage／fDrid3／n．饲料，粮草 y．搜

foreleg／fo:leg／n．前腿

式，方式，种类 4．体制，惯例，常规

寻，翻寻

foreman／fo:man／n．工头，领班．陪

5．格式，表格 6．礼节，礼仪 7．竞技

foray／fDrei／n．1．突袭，袭击 2．短

审团团长

（健康）状态

暂而积极的改换尝试

foremost

forbearl／fo:ibea／y．忍住，控带 0，

最重要的，最好的

的，适于正式场合的 2．匀称的，有条

抑带

forename／fo:neim／n．名，教名

理的，整齐的 3．外形的，表面的，形

forensic／faIrensik／adj.法庭（用）的，

式上的 4．拘谨的，拘泥于形式的 5．礼

祖宗(= forebear)

法学的，与法庭有关的

节的，例行的

forbid／faibid／y．1．禁止，不许 2．阻

forerunner／fo: rAna／n．1.前驱，先驱

formality／fo: rnzelati／n．1.拘泥形式，

止，妨碍

者，开路人 2．前兆，预兆

礼节，仪式 2．正规（形式上的）手续

forbidden／faibidan／adj.不允许的，禁

foresee／fo:isi:／y．预见，预知

formalise ，

止的

foreshadow／fo:j'zedau／y.预示，是…

fo:ma-laiz／y．使形式化

forbidding／fa 'bidiJ／adj.样子冷淡的，

的预兆

format／fo:mzet／n．样式，格式，板

严峻的，令人生畏的

foreshore／fo:J'o:／n．海滩，海滨

式 y．编排格式，使（电脑硬、磁盘）

force／fo:s／n．1．力，力量，力气 2．势

foresight／ifo:sait／n．先见之明，远见

格式化

力，威力，影响力 3．军队，兵力，队

forest／fDrist／n．森林，森林地带

formatiOn

伍 4．武力，暴力，压力 5．效力，约

forestall／fo:isto:l／y．先发制人，预先

形成 2．组合，安排，结构

束力，控制力 6．(p/)三军，军队』by

阻止

foirmative

force 凭借暴力，强迫地 y．1．强迫，

forester／ifDrista／n． 守林人，森林

成长的

强加，逼 2．用强暴手段得到，促使

里居住及工作的人

former／ifo:ma／adj.

forceful／ifo:sful／adj.坚强的，强有力

forestry／fDristri／n．林学，森林学

的，前任的 n．前者

的

foretaste／fo:teist／n 预先的体验，样品

formerly／ifo:mah／adv.

forceps／fo:seps／n．镊子，钳子

foretell／fo:itel／y．预言，预测

formidable

forcible／fo:sabl／adj.1．用暴力的，强

forethought／fo:Oo:t／n．先见之明，

而可怕的，令人畏惧的 2．难以应付的，

行的 2．有说服力的，强有力的

远见

难以战胜的

ford／fo:d／n．浅滩 y．涉水，涉过

forever／faireva／adv.永 j 丞地，永久，

formula／fo:mjula／n．1．公式，程式

不断地

2．处方，配方 3．准则，方案 4．惯例，

forewarn／fo:lwo:n／y．预先警告

常规 5．惯用语，俗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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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拘无束的

forbear2／fo:bea／n．

fore／fo:／adj.&adv.

(usu p/)祖先，

前面

（的）
，在前部 n．前部
forearm／fo:ra:m／n．

／ifo:maust／adj.最著名的，

前臂

formal／幻 mal／adj.1．正式的，正规

formulate
62

formalize

／

／fo:-meij'2n／n．1．组成，
／ifo:mativ／adj.形成的，

／

以前的，从茼
以前，从前

-fo:midabl／adj.1．大

／ifo:mjuleit／y.1．使公式

化 2．确切地表述，构想，制订

4 foul1／faul／adj.1．难闻的，恶臭的，

frame，freim／n．1．构架，骨架，结

formulation／fO:mjUleij'2n／n．公式化

腐败的 2．下流的，邪恶的，不正当的

构 2．
框架，
框子 3．
体格，
身体 y．
1．
给…

／ifo:nikeit／y．私通，通奸

3．污浊的，肮脏的 y．1．弄脏，污染

装框，构筑 2．构想出，设计，表达

forsake／faseik／y．遗弃，抛弃，离开

2．玷污，败坏

framework／ifreimW3:k／n．框架，骨

fort／fo:t／n．要塞，堡垒

foul2／faul／n． &y．犯规 adj.违反规

架，架构

forte／fo:t／n．长处，特长，擅长

则的，犯规的

franc／frzejk／n．法郎

forth／fo:0／adv.向前，以后，往外 and

found／faund，y．1．建立，建造，创

franchise／frzentj'aiz／n．选举权，特

so forth 等等

立 2．把…建立在

权，特许

fornicate

forthcoming

／ifo:0-kAmiJ／adj.1．即

／n．1．创

／faun' deI,an

foundation

frank／frzejk／adj.率直的，坦白的，老

将发生的，即将来到的 2．现成的，随

立，设立 2．基础，根据 3．基金会，

实的

要随有的 3．乐于助人的

机构 4．(pZ)地基，地脚

frankly／frzejkh／adv.1．坦白地，直率

forthright／fo:Orait／adj.直率的，直言

founderl／ifaunda／n． 奠基者，创立

地，真诚地 2．确实，坦白地说

不讳的，言行坦诚的

者，缔造者

frantic／ifrzentik／adj.

forthwith／fo:o'wio／adv.立即，马上

founder2／ifaunda／n 锻造工，翻砂工

焦急、喜悦等）发狂（似）的，发疯的

fortieth ／ifo:tii0 ／ n ．

fount／faunt／n．源泉，来源，泉

2．狂乱的，令人绝望的，不顾一切的

（的），第四十个（的）
，四十分之一（的）

fountain／fauntin／n．1．泉水，喷泉，

fraternal／fraIt3:na1／adj.

fortify／fo:tifai／y．1．防卫，筑防御

喷水池 2．源泉，根源，源头

的，友好的

工事于 2．支持 3．增强，增加（食物

four／fo:／n． &adj.四（的），四个（的）

fraternity／frat3:nati／n．1.手足之情，

的）营养价值

fourteen

fortitude／ifo:titju:d／n．坚忍，刚毅

（的），十四个（的）

业的人

fourteenth／rfo:‘ti:n0／n． &adj.第十四

fraud／fro:d／n．1．欺骗（行为）
，诈

期，十四日

个（的），第十四（的），十四分之一（的）

骗（罪）2．骗子，冒名顶替者

fortress／ifo:tris／n．城堡，要塞，防

fourth／fo:0／n．&adj.

御工事

四分之一（的）

的，诈骗的，不诚实的 2．骗得的，骗

fortuitous／fo:ltju:Itas／adj.偶然的，偶

fowl／faul／n．家禽，禽肉

人的

然发生的

fox／fDks／n．狐狸，狡猾阴险的人

fraught／fro:t／adj.1 充满的 2．
颂恼的，

fortunate／ifo:t fanat／adj.幸运的，侥幸

foyer／foiei／n．
（戏院等的）门厅，休

担心的，令人忧虑的 3．难以应付的

的，吉利的

息室

frayl／frei／y．1．磨损，磨破 2．使变

fraction／frzekj'2n／n．1．分数 2．小

得令人紧张（急躁）

亏，幸运地，侥幸

部分，片断，碎片 3． -点

fray2／frei／n．打斗，争吵，斗争

fortune／'fO:tj'2n，n．1．命运，运气，

fractional／'frzekj'2nal／adj.1．分数的，

freak／fri:k／n．1．畸形物，怪物，怪

好运 2．财富，大量财产』a big fortune

小数的，部分的 2．轻微的，无足轻重

事 2．迷，狂热爱好者 3．不寻常的事

-大笔钱／tell sb's fortune 给某人算命

的，微不足道的

或行为，不正常的人

／make one's fortune 发财，发迹／seek

fractious／frzekj'as／adj.

one's fortune（离家）寻找发迹的机会

怒的，脾气坏的

free／fri:／adj.1．自由的，无拘无束的

／try one's for tune 碰运气

fracture／frzektj'a／n．骨折，折断，破

2．空闲的，未被占用的 3．免费的，

裂

y．
（使）破裂，（使）折断，破碎

无偿的 4．开放的，未固定的 5．挥霍

十个（的）

fragile／frzed3ail／adj.1．易碎的，脆

的，慷 f 既的 6．随便的，放肆的』free

forum／fo:ram／n．讲坛，讨论会场，

的，易坏的 2．脆弱的，虚弱的

of; free from 无…的，摆脱了…的／free

论坛

fragment／frzegmant／n．1.碎片，断片

with 大手大脚的，随便的／set free 释

forward／fo:wad／adj.1．在前部的，向

2．片断，
（文艺作品等）残存部分 y．打

放 y．解放，释放

前的，前方的 2．早熟的，早的，提前

碎，碎裂

freebie／fri:bi／n．免费的物品，赠品

的 3．热心的，敏捷的

fragmentary／frzegmantari／adj.不完整

adj.免费的

放肆的 adv.1．向前，向将来，今后 2．

的，片断的

freedom／fri:dam／n．1．自由，自由

提前』look forward to 期待 y．1．促进，

fragrance／freigrans／n． 1.芳香，香

权 2．直爽，坦率，放肆 3．免除，解

助长，加速 2．发送，寄发 3．传递，

味 2．香料，香水

脱，释放

转交

fragrant／freigrant／adj.

forwards／fo:wadz／adv.向前，向将来

香味的

的）

fossil／fDsa1／n．化石

frail／freil／adj.1．脆弱的，易损坏的，

freelance

foster／fDsta／y．1．鼓励，促进，培

不坚实的 2．虚弱的，薄弱的 fra ilty

为）自由作家（艺术家）adj.&adv.

兄弟（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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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 第四十

1.（因恐惧、

fortnight／

fortunately

-fo:tnait

／

／n． (BrE)两星

‘fo:tj'2natli

forty／fo:ti／n．&adj.

／adv.幸

四十（的），四

4．鲁莽的，

／ifo: lti:n／n．

育 2．收养（小孩）
，养育，抚养

&adj.十四

第四（的），

暴躁的，易

芳香的，有

兄弟情谊，友爱 2．同人，同好，同行
3．(AlrlrlE)大学生联谊会

frauduIent ／ -fro:djulant ／ adj.1 ． 欺 骗

freckle／frekl／n．雀斑，斑点

freehand／fri:hzend／adj.&adv.徒手（做
／ifri:la:ns／n． &y． （作

由作家（撰稿人）的（地）
63

自

with 与…交朋友，与…友好

（在）正面的 2 前额的 3（天气）锋的

拘无束地，随意地 2．直率地，坦白地

friendly／frendh／adj.1 友好的，友善

frontbench／frAntibentj'／n．
（英国议会

3．慷慨地，大量地

的，友谊的 2 赞成的，有利的，合适的

席中两大政党领袖人物就座的）前排

friendship／frendj'ip／n．友好，友谊，

frontier／ifrAntia／n．

n． (AlrlrlE)高速公路

友情

境，边疆 2．边缘，边远地区，(p/)（知

freewheel／ifri:iwi:l／y.1.（汽车等）滑

fright／frait／n．1．惊骇，惊吓 2．怪

识等）未开发的领域

行 2．自由地活动（行动）

人，怪物

frost／frDst／n．1．冰冻，严寒（期）

freeze／fri:z／y．1．结冰，冰冻，凝

frighten／ifraitan／y． 使惊恐，吓唬，

2．霜 y．结霜，受冻

固 2．感到极冷，冻僵 3．冻结

使害怕

frostbite／ifrDstbait／n．冻疮

freezer／ifri:za／n．冰柜，冷藏室，冷

frightened

冻室

怕的

糖霜(= icing)

freezing／fri:ziJ／adj.1．极冷的，冰冻

frightening ／ fraitaniJ ／ adj. 令 人 惊 恐

frosty／ifrDsti／adj.1．霜冻的，结霜的，

的，凝固的 2．冷淡的

的，骇人的

严寒的 2．冷淡的，冷若冰霜的

freight／freit／船．
（运输）货物，货运，

frightful ／ fraitful ／adj. 可怕的，骇人

froth，frDO／n．1．
（液体表面上的）

运费

的，极坏的

泡，泡沫 2．空谈，浅薄空洞的想法 y．起

frigid／frid3id／adj.严寒的，寒冷的，

泡沫，冒泡

冷淡的

frown／fraun／y．皱眉，表示不满 n．皱

的，法国式的 n． 1．法语 2．法国人

frill／fril／n．1．饰边，褶边，绉边 2．不

眉，蹙额

Frenchman／frentj'man／n．法国入，

必要的装饰，（华而不实的）附加物

frozen／frauzan／adj.1．结冰的，冻住

法兰西人

fringe／frind3／n．1．文海，额前短发

的，严寒的 2．冷冻的，冷藏的 3．冷

frenetic／fra inetik／adj.极度激动的，

2．饰边，流苏，穗子 3．边缘，外围

淡的，呆板的

狂热的，狂乱的

y．饰…的边，以 …为界，围绕

frugal／'fru:ga1／n．节俭的，节约的，

frenzied／frenzid／adj.狂 SL 的，狂躁

frisk／frisk／y．1．搜身，搜查 2．欢

廉价的

的，发狂的

快地跑跳

fruit／fru:t／n．1．水果，果实 2．成

frenzy／frenzi／n．极度的激动，狂热，

fritter／frita／y．浪费，挥霍

果，收获，结果

狂乱

frivolity／fri『vDlati／n．轻浮的（言

fruiterer／ifru:tara／n．水果商

语、举止）
，轻薄，轻松的娱乐

fruitful／fru:tful／adj.1．结果实的，多

frivolous／frivalas／adj.1.轻浮的，妄为

产的 2．有用的，成功的，富有成效的

的 2．漫不经心的，轻率的 3．无聊的，

fruition／fru:‘ij'2n／n．
（希望、计划等

浪费的

的）实现，完成

frizzy／frizi／adj.（头发）鬈曲的

fruitless ／ ifru:ths ／ adj.

常地，频繁地

fro／frau／adv.向后 to and fro 来回地

的，无结果的 2．徒劳的，无用的

fresco／freskau／n．壁画

frock／frDk／n．女上衣

frustrate／frAistreit／y．挫败，阻挠，

fresh／frej'／adj.1．新鲜的，新制的，

frog／frDg／聆．蛙，蛙类动物

使灰心

重新的 2．
（水）淡的 3．新颖的，另外

frogman／'frDgman／n．蛙人，潜水员

frustration

的 4．精神饱满的，有生气的 5．
（气候）

frolic／frDhk／y．嬉戏，雀跃

挫折，受挫

清新凉爽的，（颜色）鲜艳的 6．无经

from／frDm; fram／prep.1.（表示地点）

fryl／frai／y．油煎，油炒，油炸

验的

从…来．离开，离…（有多远）2．
（表

fry2／frai／n．鱼秧，鱼苗，成群生活

示时间）从…起，（表示区别）和…不

在一起的幼小动物

生手 2．大学一年级学生

同，
（表示观点）根据 3．
（表示原料的

frying-pan

fret／fret／y．1．
（使）烦恼，
（使）烦

来源）由…得来 4．从…去除，防止

柄平锅

躁，
（使）发愁 2．侵蚀，
（使）磨损 n．苦

5．用，从，由于

fuddle／fAdl／y．使错 SLfudgel／fAd3

恼，烦躁，担忧

front／frAnt／adj.前部的，前面的，正

／n．软糖

freshwater／frej'wo:ta／adj.淡水的

面的 n．1．前部，前面，正面 2．面，

fudge2／fAd3／y．1．拼凑，粗制滥造，

fretful／ifretful／adj.苦恼的，烦躁的

侧 3．前线，战地，阵线 4．湖滨，海

捏造 2．规避，逃避，敷衍

freely／ifri:li／adv.

1．

／

freeway

自由地，无

-fri:wei

／

freighter／ifreita／n．货船，运输机
法国的，法语

frosting／ifrDstiJ／n．
（撒在蛋糕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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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frentj'／adj.

／ifraitand／adj.受惊的，害

1．边界，边

／ifri:kwansi／n．1．次数，

frequency

重复发生率 2．频繁，频率，周率
／

frequent

ifri:kwant

／adj.1．时

常发生的，频繁的 2．经常的，常见的
／

frequently

freshman

-fri:kwanth

／'frej'man／n．

／adv.经

1.新手，

1. 不 结 果 实

／frA'streij'2n／n．挫败，

／fraiijPzen／n．煎锅，长

滨 5．外表，门面 6．活动领域，方面

fuel／fjual／n．燃料，养料 y．给…加

冲突，不和

7．掩护物，幌子』in front of 在…前面

燃料，加油

Friday／fraidi／n．星期五

frontage／‘frAntid3／n．
（建筑物等的）

fugitive／'fju:d3itiv／n．

fridge／frid3／n．冰箱

正面空地

命者，逃犯 adj.1．逃跑的，逃亡的 2．短

friend／frend／n．1．朋友，友人 2．赞

frontal ／ ifrAnta1 ／ adj.1 靠 正 面 的 ，

暂的，瞬间的

friction

／'frikj'2n／n．

摩擦（为），

助者，支持者，同情者』make friends

逃亡者，亡

fu…l,fu…II／fulfil／y.1．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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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等）
，履行（诺言、责任等）2．达

的 2．狂暴的，猛烈的，强烈的

具，精巧装置

到（目的）
，满足（愿望、要求等）

furl／f3:1／y．卷紧，收拢，收叠

gag／gzeg／n．1．
（阻止人讲话的）塞

fulfilment, fulfillment

／ fulfilmant ／

fur-lined／if3:laind／adj.

衬毛皮的

口物 2．笑话，插科打诨 y．塞住（某

n．履行，实现，完成

furnace／f3:nis／n．熔炉，火炉，锅炉

人）的嘴

full／ful／adj.1．满的，充满的，完全

furnish／f3:nij'／y．供应，提供，为…

gaiety／‘geiati／n．欢乐，高兴

的 2．彻底的，十足的，最大限度的 3．丰

配备家具

gaily／geih／adv.欢乐地，高兴地

富的，供应良好的 4．丰满的，鼓鼓的

furnishings

5．宽松的』in full 仝部，以全文

的）家具与陈设等

得，挣得 3．增加，快 4．
（经过努力）

furniture／f3:nitj'a／n．家具

到达 n．1．营利，获利，得益 2．收益，

盛开的，怒放的

furrier／fAria／n．皮货商，毛皮商

利润 3．增进

full-length／fullleoo／adj.1.（照片、镜

furrow／fArau／n．1．沟，犁沟，车

gala／ga:1e／n．盛大的欢庆活动

子等）照出全身的 2．未缩短的，未删

辙 2．皱纹

galaxy／gzelaksi／n．1 星系 2．
（c 印）

节的，全长的

起皱纹

银河系 3-群（杰出或著名的人物）

full-time／．fulitaim／adj.全部规定时

further／f3:6a／(far 的比较级之一)adj.

gale／geil／n．1．大风，强风 2．
（突

间的，专职的，全日制的

更远的，更多的，更进一步的 adv.更远

发的）一阵

fully／ifuh／adv.完全地，彻底地，充

地，更进一步地

gallant／‘gzelant／adj.1．英勇的，豪侠

分地

furthermore／if3:~a 一 mo:／adv.再者，

的 2．
（向女人）献殷勤的

fumble／fAmbl／y．1 瞎摸，摸索 2 笨

此外，并且

gallery／‘gzelari／n．1．美术馆，画廊

手笨脚地做 n 摸索，乱摸，笨拙地处理

furtive／f3:tiv／adj.1．偷偷摸摸的，鬼

2．顶层楼座

fume／fju:m／n．1．(pZ)（难闻、有害、

鬼祟祟的 2．躲躲闪闪的，遮遮掩掩的

gallon／勺 zelan／n．力口仑

浓烈的）气体，烟，汽 2．发怒，烦恼

fury／ifju3ri／n．1．愤怒，狂怒 2．狂

gallop／‘gzelap／n．飞跑 y．（马等）

v．1 熏，冒（烟、汽）2．发怒，光火

暴，猛烈

奔驰

fun／fAn／n．1．娱乐，乐趣，有趣的

fusel／fju:z／n．保险丝，熔丝 y．1．熔

gallows／勺 zelauz／n．绞刑架

人（事）2．嬉戏，顽皮』for fun; for the

（化），熔合，混合 2．
（白于保险丝烧

galvanize

fun of it: for the fun of the thing 开玩笑

断而）电路不通

（铁）（防锈）2．刺激（某人）3．使

地，为了开心／make fun of sb; poke fun

fuse2／fju:z／n．导火线，引线

兴奋，激励

at sb 取笑某人

fusion／fju:3an／n．融合，熔合，聚变

gambit／gzembit／n．1．
（国际象棋的）

function／fAJkj'2n／聆．1．功能，用

fuss／fAS／n．大惊小怪，忙乱，紧张

开局让棋法 2．为获得优势采取的第一

途，职责 2．官能，机能 3．重大聚会，

不安』make a fuss of sb；make a fuss

步行动

盛大的社交集会 y．1．活动，运转，

over sb 过分体贴（关怀、娇养）某人

gamble／'gzembl／v．赌博，打赌 n．赌

工作 2．行使职责，起作用 functional

y．小题大做，大惊小怪

博，投机，冒险

fund／fAnd／n．1．(pZ)资金，存款，

fussy／fASI／adj.1．过分注重细节的，

gambler／gzembla／n．赌徒

公债 2．基金，专款，偕备 v．为…提

爱挑剔的，难以取悦的 2．瞎忙的，大

game／geim／n．1．玩耍，游戏 2．比

供资金，资助，积累

惊小怪的

赛 3．
（比赛中的）一局，一场，一盘 4．计

futile／fju:tail／adj.徒劳的，无用的，

划，策略 5．猎物

adj.1．基础的，基本的，重要的 2．起

无效的

gang／gzeJ／n．
（囚犯等的）一群，
（歹

始的，主要的，固有的 n．(p/)基本原

futility／fju:ltilati／n．无效无用，无益

徒等的）一帮，
（青少年等的）一伙

则（原理）
，根本法则（规律）
，纲要

future／fju:tj'a／n．1．未来，将来 2．前

gangster／‘gzeJ sta／n．匪徒，歹徒

funeral／fju:nara1／n．葬礼，丧礼

途，远景』in future 从今以后，在今后

gaol／d3eil／n．监狱，牢狱= (ArnE) jail

funfair／ifAnfea／n．
（露天的）游乐场

／in the future 将来 adj.未来的，今后

gaoler／1d3eila／n．监狱看守= (ArnE)

fungus／fAjgas／(p/ fungi)n．真菌

的，将来的

jailer

／fuliblaun／adj.（鲜花）

y．1．犁（田）
，开沟 2．使

gain／gein／y．1．获得，博得 2．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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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blown

／'f3:nij'iJZ／n．（房屋里

fundamental

funicular

／ ifAnda-menta1 ／

／fju:inikjula／n．缆车道

futuristic

／

ifju:tj'a iristik

／

／‘gzelvanaiz／y.1。用锌镀

gap／gzep／n．1．豁缝，裂口，缺口

funk／fAjk／n．1．恐惧，忧虑 2．胆

adj.1．未来主义的，未来派的 2．极新

2．山峡，隘口 3．间隙

小鬼 y．
（因恐惧）避开

潮的，非传统的

gape／geip／y．1．目瞪口呆地凝视

funky／'fAJki／adj.1．新式的，时髦的

fuzz／fAz／n 细毛，绒毛，轻柔的物质

2．张开，裂开

2．
（爵士乐等）有独特节奏和表现力的

fuzzy／ifAZI／adj.1．绒毛般的，毛茸

garage／‘gzera:d3／n．1．汽车库 2．汽

funnel／fAna1／n．1．漏斗 2．烟囱

茸的 2．模糊的，不清楚的

车修理厂 y．把…送入车库

funny／fAni／adj.1．滑稽可笑的，有

gabble／gzebl／y 急促而含混地说（话）

garbage／ga:bid3／n．垃圾

趣的 2．奇特的，稀奇古怪的

gable／‘geibl／n．三角墙，山（形）墙

garden／ga:dan／n．庭园，花园 y．从

fur／f3:／n．1．毛皮，皮毛 2 水垢

gadget／‘gzed3it／n．小巧的机器或工

事园艺

furious／fjuarias／adj.1．狂怒的，暴怒

garland／'ga:land／n．花圈，花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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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ise,

garment，‘ga:mant／n． 1.（一件）衣

／y．概括，归纳，泛论

服（指长袍，外套）2． (p/)服装，衣

generally

着 3．外衣

通常地 2．广泛地，普遍地
驻军，卫

geometry／d3ilDmitri／n．几何学
geopolitics

／'d3en2rah／adv.1．-般地，
1

／id3i:au ipDhtiks／n．地

理政治学，地缘政治学
germ／d33:m／n．1．细菌，病菌 2．种

generally speaking 一般地说来

子，幼芽

戍部队，警卫部队 y．守卫（都市、要

generate／'d3enareit／y．使发生，引起，

German／'d33:man／adj.1.德国的 2．德

塞等），驻防（某地）
，派（兵）驻防

生成

国人的，德语的 n．德国人，德语

gas／gzes／n．1．气态，气体 2．煤气，

generation

可燃气 3．毒气 4． (AlrlrlE)汽油

一代，世代 2．生殖，产生，发生

gaseous／'gzesias／adj.似气体的，含气

generative

体的，气体的

生成的 generative grammar 生成语法

gash／gzej'／n．深长的伤口，切痕

generator

garrison

gasoline

／‘gzerisan／n．

generalize

／d3e-n2ralaiz

garlic／ga:lik／n．大蒜

／

‘gzesali:n

／

／id3ena'reij'2n／n．1．代，
／
／

'd3enarativ

'd3enareita ／n．发电

机，发生器
generic／d3i'nerik／adj.

gasp／ga:sp／y．1．喘气，喘息，透不

的，共有的

过气 2．气吁吁地说 n．喘气，喘息

generosity

gesticulate

／d3e'stikjuleIt／y．做手势

（表示示意或强调）
gesture／‘d3estj'a／n．1．姿势，手势

一般的，普通

手势表示，用动作示意
get／get／y．1．获得 2．变得 3．(have

／

id3ena'rDsati／n．慷

got)有 4．到达，来到 5．使…成某种
状态 6．使…做某事，说服…做某事』

慨，大方
／'d3en2ras／adj.1．宽宏大

get across 解释清楚，使被理解／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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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的，胃部的

gerund／‘d3erand／n．
（语法）动名词

2．
（外交等方面的）姿态，表示 y．用

n． (AlrlrlE)汽油(=(BrE) petrol)

gastric／‘gzestrik／adj.

／ adj.

germinate／‘d33:mineit／y.（使）发芽

gastritis／gzes'traitis／n．胃炎

generous

gate／geit／n．大门，城门，门口

量的，慷慨的 2．丰富的，丰盛的

gateway／'geitwei／n．1．大门口，出

genesis

入口 2。途径，门路，方法

genetic／d3i'netik／adj.

gather／lg 瓮 6e／y．1．
（使）聚集，
（使）

genetics／d3i'netiks／n．j 蚩传学

away 逃掉／get away with 成功地行骗，

集拢 2．搜集，采集，收（庄稼）3。

genial／‘d3i:njal／adj.友好的，亲切的，

侥幸地获取／get back 回来，收回，找

渐增，积聚 4．得出（印象，想法等）
，

和蔼可亲的

回 ／ get by 维 持 生 活 ， 度 日 ／ get

推测

genius／‘d3i:njas／n．天才天资，天赋

down①记下②（从…）下来，下车③

gathering／‘gze6ariJ／n．1.聚集，集会

genocide

／‘d3enausaid／n．种族灭

使沮丧；使抑郁／get in①进去②收获

2．收集，采集

绝，大屠杀

（庄稼等）／get off①动身，离开②逃

gauge／geid3／n．1．量具，量器 2。

genre／'3DJra／n．
（文艺作品的）类型，

脱处分③下车／get on①过活，生活，

规格，标准，尺度 y．1．量，测量 2．估

流派，风格

相处融洽(with)② 上车③ 继续进展／

计，判定

genteel

1.（做作或

get out①出去；离开②逃脱，摆脱／get

gaunt／go:nt／adj.1．憔悴的，骨瘦如

过分显示）文雅的，有礼貌的，有教养

over①克服②从（病，损失等）中恢复

柴的 2．荒凉的，不毛的

的 2．上流社会的

过来／get round to (doing) sth 找到时

gauze／go:z／n．纱布，薄纱

gentility／d3en'tilati／n．假装斯文，附

间（做某事）／get through①通过（考

gay／gei／adj.1．欢乐的，愉快的 2．鲜

庸风雅

试等）②度过，用完③接通（电话等）

艳的 3．放荡的 n．同性恋者

gentle／ld3entl／adj.1 温柔的，柔和的

／get together 聚会，联欢／get up①起

gaze／geiz／y．凝视，注视，盯 n．凝

2 有礼貌的，文雅的 3 出身高贵的

床，站起身②爬上，登上

视，注视

gentleman／‘d3entlman／n．1 有身份的

get-together／‘getta ige6a／n．
（非正式

gazette／ga lzet／n．政府公报，
（官方）

人，绅士 2 君子，有教养的人 3 先生

的）聚会，联欢会

报刊

genuine／l(13enjuin／adj.1.真正的，名

ghastly／‘ga:sth／adj.1．极坏的，糟透

gear／gia／n．1．齿轮 2．套用具

副其实的 2．真诚的，坦率的 3．纯血

的 2．可怕的，恐怖的 3．面色苍白的，

gearbox／'giabDks／n 齿轮箱，变速箱

统的

面带病容的

gem／d3em／n．宝石，珠宝

geographic( al)

gender／id3enda／n（语法的）性，性

adj.地理（学）的

别

geography

gene／d3i:n／n．遗传因子，基因

2．地形，地势

general

／ 'd3en2r21 ／ adj.

1. 一 般

geologist

along (with)主活，相处／get (a) round

／‘d3enisis／n． 开始，起源

传开，绕过，回避／get at①拿到，找

遗传（学）的

到②弄清，了解③暗示，意思是／get

／d3en lti:l／adj.

／id3ia 'grzefik (a1)／

ghetto／getau／n．
（城市中）的贫民区
ghost／gaust／n．鬼，幽灵

，d3i'Dgrafi／n1．地理学

ghostly／‘gaustli／adj.似鬼的，鬼魂的
giant／ld3aiant／adj.巨大的 n．巨人，

／d3i'Dlad3ist／n．地质学

大力士

的，普遍的，综合的 2．总的，全面的

家，地质学者

gibber／ld3iba／y．急促而无意义地说

3．大体的，笼统的 n．将军』in general

geology／d3iiDlad3i／n．地质学

gibberish／‘d3ibarij'／n．胡言乱语，莫

-般地，大体上

geometric／
／

generalisation,

generalization

id3en2ralai 'zeij'2n

／耽．概括，归纳

d3ia' metrik

学的，几何图形的

／adj.几何

名其妙的话
gibbon／'giban／n．长臂猿
giddy／gidi／adj.1．眩晕的，头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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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令人头晕的

视的

gnarled／na:ld／adj.粗糙而扭曲的

gift／gift／n．1．礼物，礼品 2．天赋，

glass／gla:s／n．1．玻璃 2．玻璃杯 3．镜

gnaw／no:／y．1．咬，啮，啃 2．消

天资

子 4．印 Z）眼镜

耗，侵蚀 3．折磨，
（使）烦恼

gifted／‘giftid／adj.有天才的有才能的

glasshouse／‘gla:shaus／n．温室，暖房

go／gau／y．1．走，离去 2．进行，

gigantic／d3aI'gaentIk／adj.巨大的，似

glaze／gleiz／y．1．给…上釉（上光）

进展 3．变为，变 4．(be going to)<表

巨人的

2．给…装配玻璃 3．（眼睛）变呆滞

示打算、计划做某事）』go about 从事，

giggle／‘gigl／y．吃吃地笑，咯咯地笑，

gleam／gli:m／n．1．微光，闪光，一

干／go after 追逐，追求／go against 反

傻笑

线光明 2．
（希望、机智等的）闪现 y．闪

对，违反／go ahead①干吧，开始②走

gild／gild／y．给…镀金，把…漆成金

烁，隐约闪光

吧（或说吧）／go back 回去／go by 走

色，使呈金色

glean／gli:n／y．
（点滴地）搜集（情况

过，过去／go for 为…去，去请，去找

gill／gil／n．1．鱼鳃 2．
（人的）腮

等）

／go in for①从事于②酷爱，追求③参

gimmick，'gimik／n．引人注意的把戏，

glee／gli:／n．欢喜，高兴

加／go into①进入，通向②加入，投入

花招

glide／glaid／y&n．1 滑动，滑行 2 滑

③研究，调查／go off①离去，走掉②

gin／d3in／n．杜松子酒

翔

停 止 ， 消 失 ③ 变 坏 ④ 爆 炸 ／ go off

ginger／‘d3ijd3a／n．姜，生姜

glider／glaida／n．滑翔机

with①拿去②拐走／go on①发生，进行

glimmer／glima／y．发出闪烁的微光

②进展③继续下去／go out①出去，外

giraffe／d3ira:f／n．长颈鹿

n．微光，微弱的闪光

出参加娱乐

girder／g3:da／n．（桥梁和大建筑物

glimpse／glimps／n．-瞥，一看 2．隐

②熄灭③罢工／go over 审阅，检查／

的）主梁，大梁

约的闪现』get a glimpse of 瞥见

go round①够用，够分配②四处走动／

girdle／‘g3:dl／n．女子紧身褡，腰带

glint／ghnt／y．&n．闪光，闪闪发亮

go through①经历，经过②审阅，检查

girl／g3:1／n．1．女孩，姑娘 2．女仆，

glisten／‘ghsan／y．&托．闪耀

③做完（工作等）／go together 相配／

保姆 3．女朋友

glitter／'ghta／V．&n．闪光，反光

go under 沉没／go up 增长，提高／go

girlfriend／‘g3:lfrend／n．女朋友

gloat／gjaut／y．幸灾乐祸

with①伴随，陪…一起去②与…相配／

gist／d3ist／n 主旨，要点，实质

global／‘glauba1／adj.1．球形的 2．全

go without 在缺少…的情况下也可勉强

give／giv／y1 给，送给 2 交给，递给 3

球的，全世界的 3．综合的，全面的

应付

付给，付出 4．发出（声音）5．
（在压

globe／glaub／n．1．球，球状 2．地

goal／gaul／n．1．得分，赢得 2．目

力下）倒塌，弯曲等』give away 赠送，

球，地球仪

的，目标 3．终点，目的地 4．
（足球等

分发，泄露，出卖／give back 归还，

gloom／glu:m／n．1．黑暗，幽暗 2。

运动的）球门

返回，恢复／give in①屈服，让步②交

忧郁，阴沉

goalkeeper／‘gauliki:pa／n．守门员

上，呈上／give out 分发，发出／give

gloomy／glu:mi／adj.1．黑暗的，阴暗

goat／gaut／n．

up①放弃②投降，认输③停止，抛弃

的，朦胧的 2．令人沮丧的 3．阴郁的，

gobble／gDbl／y 狼吞虎咽，囫囵吞食

given ／ givan ／ prep. 考 虑 到 adj. 特 定

忧闷的，悲观的

god／gDd／n1 神 2．(cap)上帝，天主

的，规定的

glorify ／ ‘glo:rifai ／ y.1 ． 赞 美 ， 崇 拜

goddess／'gDdis／n．女 jc 中

glacial／gleisjal／adj.冰的冰川（期）的

2．使增光，美化

godfather／gDdfa:6a／n 教父

glacier／glzesja／n．冰川

glorious ／ ‘glo:rias ／ adj.

glad／glzed／adj.1．高兴的，满意的

2．辉煌的，壮丽的 3．令人愉快的

goggle／gDgl／V．瞪视，瞪大眼睛看

2．使入高兴的，令人喜悦的

glory／glo:ri／n．1．光荣，荣誉 2．壮

gold／gauld／n．1．金，黄金 2．金色，

gladiator／'glzedieita／n．斗剑者，角

丽，壮观

黄金色 3．珍贵的物品 4．钱财 adj.1．金

斗士

glossi／gIDs／n．1．光泽，光彩 2．虚

制的 2．金色的

glamour, glamor／‘glzema／n．魅力，

饰，假象

golden ／ 'gauldan ／ adj.1 ． 金 黄 色 的

吸引力

gloss2／gIDS／y．&n．注解，评注

2．绝好的，重要的

glamourous， glamorous／'glzemaras／

' glossary／‘gIDsari／n．词汇表

goldfish／gauldfij'／n．金鱼

adj.富有魅力的，美丽动人的

glossy／‘gIDsi／adj.有光泽的，光滑的

golf，gDlf／n．高尔夫球

glance／gla:ns／y.1.-瞥，扫视 2．闪光，

glove／gIAv／n．（五指分开的）手套

golfer／‘gDlfa／n．打高尔夫球的人

闪耀 n．-瞥，眼光

glow／glau／y．1．发白热光，发光 2．容

gong／gDJ／n．锣

gland／glzend／n．腺

光焕发，发热 n．1．白热光，光辉 2．激

gonorrh( o) ea

glare／glea／y． 1．瞪眼，怒视 2．令

情，热烈，兴高采烈

good

人眩目地照射，闪耀 n．1．令人目眩

glue／glu:／n 胶，胶水 y．胶合，粘牢

优良的 2．应当的，适合的 3．熟练的，

的光，强烈的阳光 2．瞪眼，怒视

glum／gIAm／adj.阴郁的，闷闷不乐的

伶俐的』as good as 和…几乎一样，实

glaring／'gleariJ／adj.1．耀眼的，极度

glutton／gIAtan／n．贪吃者

际上等于／be good for 对…有用的，有

／‘d3ipsi／n．吉普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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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psy, gypsy

光亮的 2．显眼的，显著的 3．怒目而

1. 光 荣 的

山羊

godmother／‘gDd imA~O／n．教母

／19Dna lria／n．淋病

／gud／(better, best)adj.1．好的，

利的 n．好事，好处』do someone good
67

对某人有好处／for good 永久地，一劳

gracious／‘greij'as／adj.

永逸地／no good 无用

慈的，和蔼的 2．优美的，雅致的

granule／grzenju:i／n．／J 颗粒，微粒

good-by( e)／gudibai／n．再见

grade／greid／n．1．等级，级别，阶

grape／greip／n．葡萄

段 2．年级 3．程度 4．评分等级

grapevine

gradual／‘grzedjual／adj.逐渐昀

萄藤 2．消息的传播途径

gradually ／‘grzedjuh／adv.逐渐地

graph／gra:f／n．图，图表，图解

graduate／‘grzedjuat／y.

graphic／'grzefik／adj.1．生动的，详细

／ gud'ha:tid ／ adj. 好 心

good-hearted
肠的，仁慈的

good-humoured,

good-humored

／

gudhju:mad／adj.心情（心态）愉快的

1.宽厚的，仁

1.毕业 2．取

粒构成的

／

‘greipvain

／n．1．葡

得资格 n．毕业生 adj.1．毕了业的 2．研

的 2．图的，图解的 3．书写的

貌）好看的

究生的

graphics／‘grzefiks／n．
（计算机）图形

goodneSs／‘gudnis／n． 1.善良，美德

graduation

2．精华，精髓

n．1．毕业 2．毕业典礼

grapple／‘grzepl／y．与…扭打，搏斗

good-night／gudnait／n．晚安，再见

graffiti／gra'fi:ti:／n．
（在墙上等处的）

grasp／gra:sp／y．1．抓住，抓紧，抱

goods／gudz／n．商品，货物

涂写，涂画

住 2．掌握，领会 n．抓，紧握，抱 2．掌

goodw 川／gudlwil／n．1．善意，亲善

graftl／gra:ft／n．1．嫁接枝条 2．移

握，了解

2．信誉，声誉

植物（皮肤或骨）y．嫁接，移植

grass／gra:s／n． 1．草，青草，牧草

goody／'gudi／n．1．可口的食物 2．<

graft2／gra:ft／n．1．以权谋私，贪污

2．草地

小说、电影等中的）主人公，好人

受贿 2．艰巨的工作

grasshopper／‘gra:s ihDpa／n．蚱蜢

／ igud'lukiJ ／ adj. （ 外

／ igrzedju

'eij'2n ／

显示

／‘gra:slzend／n．草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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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looking

goose／gu:s／n．鹅

grain／grein／n．1．谷物，谷类，粮

grassland

gorgei／go:d3／n．峡谷

食 2．谷粒 3．粒，细粒

地，牧场

gorge2／go:d3／y．吞吃，填饱

grammar／grzema／n．语法

grassroots／igra:s'ru:ts／平民百姓

gorgeous ／ 'go:d3as ／ adj.1. 异 常 漂 亮

grammatical／gra imzetika1／adj.1．语

grate／greit／n．妒格，炉栅

的，壮丽的 2．令人愉快的

法（上）的 2．符合语法规则的

grateful

gorilla／garila／n．大猩猩

gramme，gram／graem／n．克（重量

感谢的 2．令人愉快的，可喜的』be

gosh／gDJ'／int.（表示惊讶）哎呀

单位）

grateful to sb for sth 为某事而感谢某人

gospel／'gDspa1／n．1．福音，真理，

gramophone／‘grzemafaun／n．留声机

gratify／‘grzetifai／y．使高兴，使满意，

信条 2．（cap）（圣经中记载耶稣生平

grand／graend／adj.1．壮大的，堂皇的

满足

和教诲的）福音书

2．主要的，重要的，伟大的

gratitude／‘grzetitju:d／n．感谢

gossip／‘gDsip／y． 闲聊 n．1．闲谈，

grandchild

聊天，流言蜚语 2．喜欢拨弄是非的人

子（女）
，外孙（女）

adj.1．无偿的，免费的 2．无缘无故的，

Gothic／gDOik／adj.哥特式的

granddaughter／grzendido:ta／n．
（外）

不必要的

gourmet／‘guamei／n．美食家

孙女

gravei／greiv／n．墓穴，坟墓

govern／gAvan／y．1．统治，管理 2．抑

grandeur，‘grzend3a／n．宏伟，壮观

grave2／greiv／adj.1 严重的，重大的 2

制，控制（感情等）3．指导，支配，

grandfather／‘grzendifa:6a／n．
（外）祖

严肃的，庄重的 3 沉重的，阴沉的

决定

父

gravel／‘grzeval／n．铺路用的碎石，

governess／'gAvanis／n．家庭女教师

grandiose

／

／

‘grzendtj'aild／n．孙

‘grzendiaus

／adj.浮

gratuitous

／‘greitful／adj.

／

1.感激的，

gra itju:itas

／

砂砾

夸的，夸大的，铺张的

graveyard／ ‘greivja:d／n．墓地，坟墓

治，管理 2．政府

grandmother／‘grzend imA6a／n．
（外）

gravitate／grzeviteit／y．（逐渐地、不

governor／gAvana／n．1．统治者，管

祖母

由自主地）移向某人（某事物）；受某

辖者 2．地方长官（如省长），(BrE)总

grandparent／‘grzend pearant／n．
（外）

人（某事物）吸引

督，(AlrlrlE)州长

祖父（母）

gravity／‘grzevati／n．1．重力，引力

gown／gaun／n．长袍，长外衣 y．使

Grand Prix

穿长袍，使穿礼服

车大奖赛中的任何一场比赛

gray／grei／n．灰色 adj.灰色的

grab／grzeb／y．1．攫取，抓取 2．强

grandson／‘grzendsAn／n．（外）孙

graze／qreiz／y．
（动物）吃草，放牧

夺；霸占 3．
（急速地）抓住，抓牢 n．掠

grandstand／‘grzendstzend／n 大看台

grease／gri:s／n．动物脂，脂肪，润滑

夺，攫取，
（急速）抓住

granite／‘grzenit／n 岗岩石，花岗岩

脂 y．涂油脂于，用油脂润滑，使润滑

grace／greis／n．1．优美，雅致 2．恩

granny／‘grzeni／n．（夕}）祖母

great／greit／adj.1．犬的，巨大的 2．伟

惠，恩赐 3．风度，魅力』with (a) bad

grant／gra:nt／y．同意，准予（补助等），

大的 3．非常美好的 4．重要的，著名

grace 不情愿地，勉强地／with (a) good

授予（权利等）take sth for granted 认为

的』a great deal，a good deal 大量，…

grace 欣然地

某事当然 n．同意，准许，授予

得多／a great many 许许多多，极多

granular／grzenjuia／adj.颗粒的，由颗

greatly／‘greitli／adv.

government

／‘gAVanmant／n．1．统

graceful／‘greisful／adj.

优美的，雅

／‘grDJ ipri:／n．国际汽

致的

2．重要性，严重性

大大地，非常

greed／gri:d／n．贪心，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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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dy／'gri:di／adj.1．贪吃的 2．贪婪

毅，勇气，决心 y．1．咬紧牙关 2．不

着脸孔的

的 3．渴望的，
（兴趣等）强烈的

畏困难

grumble／‘grAmbl／y．发牢骚 n．不平，

Greek／gri:k／n．1．希腊人，希腊语

groan／graun／y．口亨，呻吟 n．呻吟

怨言

2．难懂的事 adj.希腊的，希腊人的，

声，哼声

grumpy／lgrAmpi／adj.脾气坏的

希腊语的

grocer／‘grausa／n。食品杂货商店

grunt／grAnt／y．1．
（猪等）作呼噜声

green／gri:n／adj.1．绿色的 2．未熟的

grocery／grausari／n．食品，杂货

2．
（表示烦恼、反对、不满、轻蔑等）

3．没有经验的 4．
（脸色）发青的，苍

groom／gru:m／n．1．马夫 2．新郎

发哼声，咕哝 3．咕哝着说出 n． （猪

白的 n．1．绿色 2．劬 Z）蔬菜

y．1．饲养（马等）2．打扮，梳妆 3．培

等的）呼噜声，咕哝

greenery／‘gri:nari／n 绿树，绿色植物

训，训练

guarantee／gzeranIti:／n．保证，保证

greengrocer／‘gri:J igrausa／n．蔬菜水

groove／gru:v／n．沟，槽

韦 y．保证，担保

果商

grope／graup／y．1．
（暗中）摸索 2．探

guard／ga:d／n．1．守卫，看守 2．卫

greenhouse／gri:nhaus／n．玻璃暖房，

索 n．摸索

兵，哨兵，警卫员 y．1．保卫，守卫，

温室

grossi／graus／adj.1．明显的，严重的

警卫 2．看守，监视

greet／gri:t／y．1．迎接，欢迎，向…

2．粗野的，下流的 3．总的，总共的，

guardian／ga:dian／n．1．保护人，监

致意 2．呈现在…前

全部的

护人 2．守卫者，保护者

gross2／graus／n．
（一）罗<计量单位，

guerrilla／garila／n．游击队员

等于 12 打）

guess／ges／y．1．猜测，推测 2．猜

grotesque／grau'tesk／adj.怪诞的，奇形

中，猜对 3．想，认为 n．推测；猜测

adj.1．爱交际的 2．（指动物、鸟等）

怪状的，丑陋的

guest／gest／n．1．客人，来宾 2．旅

群居的、共生的

ground／graund／n．1．地，地面 2．地，

客，寄宿者

grenade／gri'neid／n．手}留弹

土地 3．场所，…场 4．(pZ)庭园，场

guidance／

地 5．(pZ)理由，根据

指导，领导

greeting／‘gri:tiJ／n．

问候，致敬，

祝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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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garious

gri 'gearias

grey／grei／(AlrlrlE)n．

灰色 adj.灰

色的

greyhound

／‘greihaund／n．灵豸是

6.底色，底子』

‘gaidans／n．

丰旨引，

break new ground, break fresh ground 有

guide／gaid／n．1．向导，领路人，导

创新之处，开始新的工作

游者 2．入门书，手册，指南 y．1．为…

／‘graundiJ／n．（某学科

领路，带领 2．引导，指引，指导

grid／grid／n．1．铁栅，格子 2．输电

grounding

网（络）3．地图上的坐标方格

的）基础训练，基础教育

guillotine／'gilati:n／n。1．断

grief／gri:f／n．1．悲痛，悲伤 2．不

groundwork／‘graundw3:k／n．基础，

头台 2．切纸机 3．
（英国议会中）截止

幸，灾难，伤心事

底子

辩论交付表决的时限

grievance／‘gri:vans／n． 怨愤，气恼，

group

委屈

集 2．集合

罪责 3．内疚，羞愧

grieve／gri:v／y．1．感到悲痛，伤心

grove／grauv／n．小树林，树丛

guilty／‘gilti／adj.1．犯罪的，有罪的

2．使伤心，使悲痛

grovel／grDvai／y．1．匍匐，趴 2．奴

2．自觉有罪的，内疚的

grievous／‘gri:vas／adj.1. 令人伤心痛

颜婢膝

guise／gaiz／n．外表，伪装的姿态

苦的 2．剧烈的，严重的

grow／grau／y．1．生长，成长，发育

guitar／giIta:／n．吉他，六弦琴 y．弹

g rill／gril／n．烤架，铁篦子 y．炙烤

2．逐渐变得 3．种植，培育』grow up

吉他

gr:m／grim／adj.1．严肃的，严厉的，

成长，长大

gulf／gAlf／n．1．海湾 2．鸿沟，巨

可怕的 2．严峻的，严酷的，冷酷的

growl／graul／y．1．
（狗等）嗥叫，
（雷、

大的分歧

grimace／gri'meis／y．扭曲脸都以表示

炮等）轰鸣 2．（人）咆哮，咆哮着说

gull／gAI／n．海鸥

痛苦等，扮鬼脸

n．（狗等的）嗥叫声，（人的）咆哮，

gu 川 ble／‘gAlabl／adj.另受骗的，轻

grime／graim／n．污垢，污物

（雷、炮等的）轰鸣声

信的

grin／grin／y．&n．露齿笑，咧着嘴笑

grown-up／graunAp／n． 成年人 adj.

gulp／gAlp／n．-口』at agulp -口喝下

grind／graind／n．1．碾，磨碎 2．磨

成年人的，成熟的

y．咕噜咕噜地喝

光，磨利 3．摩擦

growth／grau0／n．1．生长，成长，

gumi／gAm／n．齿龈，牙床

grinder／‘grainda／n．1．磨工 2．研磨

发育 2．增长，增大，发展 3．种植，

gum2／gAm／n．1．口香糖 2．树胶，

器，磨床

栽 4．生长物，产物 5．瘤，赘生物

树脂 y．用胶粘住，粘合

grip／grip／n．1．紧握，紧咬，紧夹 2．掌

grudge／grAd3／y．1．妒忌 2．吝惜，

gun／gAn／n．枪，：胞

握，支配，控制 y．1．握（咬、夹）

不愿给 n．妒忌，怨恨，恶意

gunfire／‘gAnfaia／n．炮火声，炮轰声

牢 2．掌握，支配，控制

gruesome／‘gru:sam／adj.令人震惊的，

gunpowder／gAnpauda／n．火药

gripe／graip／y．不停地抱怨，发牢骚

令人厌恶的

gurgle／‘g3:gl／y．&n．
（作）咯咯声，

grisly／'grizh／adj.骇人听闻的，可怕的

gruff／grAf／adj.粗鲁的，草率的，板

（发）汩汩声

／gru:p／n． 群，}比 v．1．聚

grit／grit／n．1．砂，砂粒，砂砾 2．坚

guilt／gilt／n．1．有罪，罪行 2．过失，

' guru／guru:／n．1．古鲁（印度的宗
69

教领袖）2．
（受尊敬、有影响力的）教

2．些微，一点儿』hang by a hair 千钧

师、权威

一发／make sb's hair curl; make sb's

gush／gAJ'／y．1．喷，涌，涌出 2．使

hair stand (up) on end 使人毛骨悚然／

halter／iho:lta／n．
（马等的）笼头，缰

喷出，使涌出 n．喷，涌流

not turn a hair 毫不惊慌，不动声色／to

绳

gust／gAst／n．1．阵风 2．阵

a hair；to the turn of a hair 丝毫不差地，

halting／‘hO:ltiIJ／adj.踌躇的，欲言又

gusto／‘gAstau／n．兴致勃勃，津津有

精确地，完全地

止的

味，热忱

haircut／iheakAt／n．理发，发型

halve／ha:v／y．把…减半，对半分，

gut／gAt／n．肠子，内脏

hairdo／iheadu:／n．发式，发型

二等分

gutter／gAta／n．1．水槽，檐槽 2．沟，

hairdresser／‘hea idresa／n．
（尤指为女

ham／hzem／n．火腿，
（兽类的）后腿

明沟 3．贫民区

子服务的）理发师

hamburger／hzemb3:ga／n．汉堡包

guttural／‘gAtaral／adj. （指话语）白

hairpiece／iheapi:s／n．假发

hamlet／ihzemht／n．小村庄

喉咙处发出的，带喉音的

hairpin／iheapin／n． 1．发钗，发夹

hammer／ihzema／n．锤，槌，榔头』

guy／gai／n．家伙，人

2．U 字形急转弯

under the hammer 被拍卖／up to the

hairy／iheari／adj.多毛的，毛茸茸的，

hammer 第一流的，极好的 y．1．用锤

gymnasium)n．体育馆，健身房

毛制的

敲打（反复）敲打 2．彻底击败 3．连

gymnasium／d3imneiziam／n．体育馆，

hairspray／‘heasprei／n．[贲发定型剂

健身房

hale／heil／adj.

gym

／

d3im

／

(abbre

for

止，停住

续工作，不懈地致力于
hammoek／ihzemak／n．吊床

年人）健壮的，矍铄的

hamper／ihzempa／y．阻碍，妨碍

的，体育的

half／ha:f／n．1．半个，一半，半点

hamstring

gymnastics／d3im'nzestiks／n．体操

钟 2．
（球赛的）半场 not a half 非常出

腱 y．使瘫痪，使无能为力

色的，特大的／by half 大大地，到极

hand，hzend／n．

大程度／by halves 部分地，不完全地

员 2．钟表的指针 3．能手，高手 4．插

hectare)n 公顷

／go halves 平分，均摊／not half①很

手，经手 5．方面 6．帮助 7．笔迹，

habit／ihzebit／n．习惯，习性，气性

小程度上，差距很大地②一点也不，毫

手迹 8．手艺』at hand 即将来到，近在

habitable／ihzebitabl／adj.适于居住的

不③非常，很 adj. -半的，不完全的 adv.

手边，在附近／by hand 用手（工）
，手

habitat／ihzebitzet／n．
（动植物的）产

-半地，部分地

写的，有专人递送（非邮寄）／change

地，栖息地

half-time／iha:ftaim／n． 中场休息时

hands 转手，易手／get out of hand 难控

habitation／bzebiIt eij'2n／n．居住

间

制，无法约束／get one's hand in; keep

habitual／haibitjual／adj.1.通常的，惯

halfway／．ha:f lwei／adj.

常的 2．习惯性的，己养成习惯的

上（的）
，在中途，不彻底（地） 』 meet

give a(helping) hand; lend a

habitue／haibitjuei／n．常客

someone halfway 向某人妥协（让步）

hand 给予帮助／give someone a free

hackl／hzek／n．1．蹩脚作家，雇佣

hall／ho:l／n．大厅，礼堂，门厅

hand 放手让某人干／hand in hand 手拉

文人 2．供出租的马，骑用马

halleluja,

／ ihzehlu:ja ／

手，密切关联地／have one's hands full

hack2／hzek／y．1．砍，乱劈 2．私自

n．&int.哈利路亚（表达赞美上帝的欢

手头工作很忙／have a hand in 对…负

存取（计算机化存储系统）

呼、歌）

部分责任／in hand①随时可用，被拥有

hacked／hzekt／adj.生气的，恼火的

hallmark／iho:lma:k／n．1.（金、银等

②在进行中，待处理③在掌握中，在控

hacker／ihzeka／n．电脑黑客

制品上打的）纯度印记 2．特点，特征

制 下 ／ off one's

hackle／ihzekl／n．1．颈羽，鞍羽 2．印

hallo／hailau／int.（打招呼、引起注意、

one's hands 己不由某人掌管，不再由某

Z）脾气，怒气 Imake sb's hackles rise;

表示惊讶或接电话的招呼）嘿，喂(=

人负责／shake hands with 与…握手／

raise sb's hackles 使某人勃然大怒

hello，hullo)

on hand①随时可用，现有，在手头②

hallowed／ihzelaud／adj.神圣的

在场，到场③待处理，待执行／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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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iminzestik ／ adj. 体 操

』hale and hearty<老

令）停止，途中休息 y．停止前进，停

gymnastic

gynecology ／

gynaecology,

gainikDlad3i／n．妇科学，妇科
ha／ha:／ (abbre

hackneyed

for

／ihzeknid／adj.陈腐的，

halleluia

&adv.半路

1．手，人手，雇

one's hand in 经常练习，保持熟练／

hands;

(helping)

out

of

老生常谈的，陈年 1 日套的

Halloween,

hacksaw／ihzekso:／n．钢锯

／n．万圣节前夕 (10 月 31 日)

hand,on the other hand -方面，另一方面

hag／hzeg／n．老丑婆，巫婆，母夜叉

hallucinate／hailu:sineit／y.严生幻觉

／to hand 近在手边，在手头，在控制

haggard，hzegad／adj.憔悴的，形容枯

hallucination／halu:sineij'2n／n．幻觉

下／try one's hand (at)试做，试身手／

槁的

halo／iheilau／n．1．光环，光轮 2．
（日、

Many hands

haggle／hzegl／y．争论，讨价还价

月等的）晕

办事。y．交，传递』hands up 举起手

hail1／heil／n．
（冰）雹 v。下雹

halt／ho:lt／n．暂停前进，中止，停

来／hand down 把…传下来／hand in

hai12／heil／y．1．向…欢呼，欢迎，

止

bring to a halt;bring a halt to

呈送，交上／hand on 转交，把…传递

热情赞扬 2．高呼，招呼 hail from 来自

（使）停止，终止，制止／calla halt（命

下去／hand out①拿出，取出②分派，

』

Hallowe'en

／hze-lauii:n

／ihzem.striJ／n．腿筋，肌

one

make

light work.人多好

施舍／hand over 移交，交出。

hair／hea／聆．1．头发，毛发，茸毛
70

handbag／hzenbzeg／n． （女用）手

死，吊死 3．晾挂使食用 hang about;

困难地 2．厉害地，猛烈地，苛刻地 3．坚

提包，（小）旅行包

hang around 闲荡，闲呆，围集…周围

硬地，紧紧地，艰苦地

／hang back 犹豫，畏缩不前／ hang

hardback，iha:dbzek／n．硬封面书，

on①坚持，（电话）不挂断，握住②倚

精装本

靠，依赖于，取决于③倾听，仔细考虑

hardball ／ iha:dbo:l ／ n ． 棒 球 play

／hang on to①紧紧抓住，依附②保留

hardball 采取强硬方法

手铐 y．给…戴上手铐，束缚

③依靠，求助于／hang up①把…挂起

hardboard

handful／ihzendful／n．1. -把 2．少数，

来②挂上，挂断（电话）③搁置，耽搁

硬质纤维板

一小撮』a handful of -把，一个撮

hangar／‘hzeIJa／n．飞机库，停机棚

hardbitten／iha:dibitan／adj.（指人）经

handgun／‘hzendgAn／n．手枪

hanger／‘hzeIJa／n．挂衣钩，衣架

过磨炼而变得坚强的

hangings／ihzeIJIIJz／n．悬挂物（如窗

hard-boiled

因素，障碍 2．缺陷，残疾 y．1．给…

帘、帷幔等）

adj.1．（蛋）煮老的 2．无情的，强硬

设置不利条件，妨碍 2．使身心残障而

hangman／‘hzejman／n 绞刑吏，刽子

的，无动于衷的

不能正常活动（生活）

手

hardcore

hangnail／‘hzejneil／n（指甲根的）倒

基、路基等的）碎石、碎砖等 2．（某

刺

一组织中的）中间力量，基干部分

hangover／hzeIJ luva／n．1.宿醉（饮

harden／iha:dan／y.1.（使）变硬，
（使）

工艺，手工

酒过量后的不适）2．遗留物，后遗症，

硬化 2．
（使）变坚强，加强 3．使麻木

handily／ihzendili／adv.容易地，不费

残余的影响

不仁

力地

hanker／hzeJ ka／V．渴望，渴求

hardheaded

hankie,hanky／hzeJ ki／n．手帕，纸巾

际的，精明的

／

handbook

ihzendbuk／n．手册，

指南
handbrake／ihzendbreik／n．手刹车
handcuff

handicap

／

ihzendkAf

／

n．(p/)

／ihzendikzep／n．1．不利

／ ihzendikzept ／ adj. 有

handicapped

生理缺陷的，智力低下的
／

ihzendikra:ft

／n．手

／

-ha:dboild

／

／iha:dko:／n． 1.（用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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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icraft

／iha:dbo:d／n．硬纸板，

handiness／ihzendinis

／n．手工技巧

／．hzep ihzezad／adj.无计

／ha:dihedid／adj.讲究实

handiwork／ihzendIW3:k／n．1．手工

haphazard

（制品）2．某人行动的后果

划的，随意的，杂乱无章的

分，大概不 2．-点也不 3．粗鲁地，严

hapless／ihzephs／adj.不幸的，不走运

厉地，苛刻地

方巾

的

hardness／iha:dnas／n．坚硬，硬度

handle／ihzendl／n．柄，把手 y．1．触，

happen／ihzepan／y.1．（偶煞）发生

hardship／‘ha:dj'ip／n．受苦，苦难，

摸，拿 2．运用，操纵，驾驭 3．处理，

2．碰巧，恰好』as it happens 碰巧，偶

困苦

管理，对待 4．经营，买卖

然 ／ happen on 偶 然 遇 到 或 发 现 ／

hardtop／‘ha:dtDp／n．硬顶小轿车

happen to 发生于

hardware ／iha:dwea／n．

happening／hzepaniJ／n．事情，事件

品，家用器皿 2．（电脑等的）硬件，

happily／ihzepili／adv.1．幸福地，幸

设备 3．军事装备

免费派发物 2．讲义，传单

运地，愉快地 2．幸而，恰当地

hardwood／iha:dwud／n．硬木（材）

handpicked／-hzendpikt／adj.精选的

happiness／ihzepinis／n．1.幸福，愉快，

hardworking／ha:dlw3:kiJ／adj.努力工

handshake／‘hzendj'eik／n．握手

幸运 2．恰当，巧妙

作的，勤勉的

happy／ihzepi／adj.1．愉快的，快乐的，

hardy／iha:di／adj.能吃苦耐劳的，强壮

英俊的，
（女子）端庄健美的，
（体态、

满意的 2．幸运的，合适的

的，耐寒的

形体）好看的 2．慷慨的，大方的，气

harangue／haIrzeIJ／n．’慷 f 既激昂的

hare／hea／n．野兔

量大的 3．相当大的，可观的

演说，长篇大论的讲话（文章），演讲

harebrained

v．向…作慷慨激昂的演说，大声训斥

切实际的，愚蠢的，浮躁的

harass／ihzeras／y．烦扰，骚扰

harelip／heaihp／聆。唇裂，兔唇

harbinger／‘ha:bind3a／n．前兆，预告

harm／ha:m／n．&y．损害，伤害，危

者，先驱

害』do sb (sth) harm 损害某人（某物）

harbour, harbor／iha:ba／n．1．（海）

／Harm set；harm get.害人反害己

迹，书写，手写稿

港，港湾，港口 2．避难所，避风港

harmful／iha:mful／adj.有害的，致伤的

handy／ihzendi／adj.1．手边的，近便

y．1．使船进港停泊 2．庇护，包庇，

harmless／iha:mlis／adj.1.无害昀，不致

的 2．便于使用的，方便的 3．灵巧的，

隐匿

伤的，无恶意的 2．未受损伤的

手巧的』come in handy 有用，派得上

hard／ha:d／adj.1．坚硬的 2．困难的，

harmonica／ha:mDnika／n．口琴

用场

费力的，艰难的 3．严厉的，苛刻的，

harmonise,

难以忍受的 4．勤奋的，刻苦的 5．严

／y．1． （使）协调，使一致，融洽

重的，猛烈的 adv.1．努力地，费力地，

2．用和声唱（演奏）

／‘hzejkatj'if／n．手帕，

handkerchief

／ihaendlba:／n． (p/)（自

handlebar

行车等）把手
handout

／ihzendaut／n． 1.施舍物，

handsome

handsomely

／ihzensam，adj.1．
（男子）

／

-hzensamh

／adv.

相当地，慷慨地
handstand

／

ihzendstzend

／

n．倒立
handwriting

handyman

／‘hzend iraitiJ／ n．笔

／ihzendimzen／n． 善于

小修补的人，受雇干零碎杂活的人
hang／hzeIJ／y．1．悬挂，垂，飘浮 2．绞

hardly／iha:dh／adv.1．几乎不，不十

／

iheabreind

harmonize

1.五金制

／adj.不

／ ha:-manaiz

harmonium／ha: maunjam／n．小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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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ghty／iho:ti／adj.傲慢的，神气活现

one's head 动脑筋 y．1．位于…的顶部，

致，和谐 2．和睦，友好

的，

在…的前头，超越 2．朝特定方向行进

harness／iha:nis／n．马具，挽具，挽

haul／ho:l／y．用力拖（拉）n．1．-

3．为…的首脑，率领，指挥

具状带子 y．1．给…上马具，套马，

网渔获量，一次得到的数量 2．拖运的

headache／ihedeik／n．1．头痛 2．麻

扣上带子 2．利用（自然界的力量）以

距离（路程）

烦的事

产生电能等

haulage

harpl／ha:p／n．竖琴

运（输）费

headgear／‘hedgia／n．帽，盔，头饰

harp2／ha:p／y．反复诉说，不停诉苦，

haunch／ho:nt，／n．臀部，胯部

headhunter／hedhAnta／n．1．收集敌

唠叨

haunt／ho:nt／y．出没，常去，萦绕

人首级作为战利品者 2．物色（招聘）

harpoon／ha:rpu:n／y 用鱼叉叉 n 鱼叉

聆．(usu p/)常去之处

高级人才的人（公司）

harrow／ihzerau／n．未巴 y．1．耙（地）

haunting／‘ho:ntIIJ／adj. 难于忘怀的

heading／hediJ／n．标题，题词，信头

2．
（使）极其痛苦

have

harmony／iha:mani／n．

1.调和，一

／hzev／aux．v&v．1．
（构成完

headdress／iheddres／n．头巾，头饰

headlamp／ihedlzemp／n．车前灯

成式的助动词）2．有，拥有 3．经历，

headland

的，折磨人的

享受，遭受 4。得到，取得 5．吃，喝，

headlight／ihedlait／n．车前灯

harry／ihzeri／y．（不断）烦扰，使烦

抽（烟）6．允许，容忍 7．使，令，

headline／ihedlain／n．
（报刊的）大字

恼，折磨，

让 have on 穿着，戴着／have oneself to

标题，
（书的）页头标题，(p/)（广播的）

harsh／hQ：，／adj.1．束耳的，刺鼻的，

thank 只能怪自己，得由自己负责／

新闻摘要 y．加标题

刺目的 2．严厉的，苛刻的 3．粗糙的

have (got) to 不得不，必须／have done

headlong／ihedIDJ／adj.

harvest／iha:vist／n．1．收获，收割，

(with)结束，中止

朝前的（地）2．莽撞的（地）
，仓促的

收获季节 2．收成，产量 3．结果，后

haven／iheivan／n．安全之地，栖息处，

（地）

果，成果 y．收获，收割

避难所

headman／ihedman／船．
（术寸子、部

hash，h 茁，／n．1．回锅肉丁 2．混

haversack

杂（物），大杂烩，再次使用的材料』

步旅行用的）背包

headmaster

make a hash of sth 把…弄糟，把…搞乱

havoc／ihzevak／n．大破坏，大毁坏』

学的）校长

hassle／ihzesa1／n．1．麻烦，困难，

play havoc with; wreak havoc on 造成洗

headmistress／hed rnistris／n．
（中小学

斗争 2．争吵，争辩 y．1．争辩 2．不

劫（大破坏）

的）女校长

断打扰，烦扰，搅扰

hawkl／ho:k／n．鹰，硬派人物

head-on

haste／heist／n．1．急速，紧迫，仓促

hawk2／ho:k／y．沿街叫卖，吆喝

面相撞（的），
（汽车）正面撞及固定物

2．草率，急迫』in haste 急速地，匆忙，

hawker／iho:ka／n．叫卖／J、贩

体的

草 率 地 ／ make haste 赶 紧 ／ Haste

hay／hei／n．（作饲料用的）干草

headphones／ihedfaunz，n．耳机，头

makes waste; more haste, less speed.欲

haystack／iheistzek／n．干草堆

戴式受话器

速则不达。

haywire／iheIwaia／n 捆干草用的铁丝

headquarters

hasten／iheisan/v.1．催促，（使）赶快

adj.失去控制的，乱了套的』go haywire

令部，指挥部 2．（企业、机构等）总

2．加快

计划等变得混乱不堪，发生故障

部，总店

hasty／‘heisti／adj.1．仓促的，匆忙的

hazard／ihzezad／n．危险，冒险，危

headrest／ihedrest／n．（座位上的）头

2．轻率的，鲁莽的，性急的

害物 y．冒险提出，尝试，使担风险

垫，头枕

hat／hzet／n．
（有边的）帽子

hazardous

headroom／ihedru:m／n．头上空间，

hatch1／h 茁 t，／v．1．孵，孵化 2．酝

haze／heiz／n．薄雾，阴霾

净空高度

酿（计划）
，筹划

hazel／iheiza1／n．&adj.淡褐色（的>

headset／ihedset／n．头戴式受话器，

hatch2／h 茁 t，／n．
（门、地板、墙等

he／hi:／pron.他（主格）

耳机

上的）开口

head／hed／n．1．头部，头 2．头脑，

headship／‘hedj'ip／n．
（中小学）校长

才智，克制力 3．首脑，首领，长 4．上

的职位

上开的后车门的）小轿奎

端，顶部，前端 5．
（sing pl）
（牲口）

headstone／ihedstaun／n．墓碑

hatchery／hzetj'ari／n．孵卵处，
（鱼的）

头数 6． (p/)（硬币的）正面』above

headstrong

孵化场

one's head; over one's head①在某人头

愎自用的，固执任性的，难以驾驭的

hatchet／h 茁 t，It／n．短柄／J、斧

顶 ② 太 深 奥 ， 难 得 不 能 理 解 ／ make

headway／ihedwei／n．
（在困难条件下

hate／heit／y．1．憎恨，仇恨 2．不愿，

head or tail of 弄清楚，了解／off one's

取得）进步，进展

不喜欢，遗憾 n.憎恨，反感

head 发疯的／keep one's head 保持镇静

headwind／hed/wind／n 逆风，顶头风

hateful／iheitful／adj.可恨的，可恶的，

／lose one's head①丧命②慌乱，不知所

heady／ihedi／adj.1．易使人醉的，烈

讨厌的

措／put heads together 集思广益／use

性的 2．使人兴奋的 3．激动得忘乎所

／ihedland／n． 海角，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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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owing

／‘hzerauiJ／adj.使人痛苦

／‘ho:lid3／n（公路）货运，

hatchback

／‘hzetj'bzek／n．（装有向

／

ihzevaszek

／n．（徒

落等的）首领，酋长，头人

／ihed Ima:sta／n．
（中小

／．hed IDn／adj.

72

&adv.正

／ihed'kwo:taz／n．1．司

／

‘hedstrDJ

以的，一时冲动的

hatred／iheitrid／n．仇恨，憎恶，敌意

&adv.1．头

／adj.刚

heal／hi:l／y．治愈（伤口等）
，使恢复

心的 2．健壮的，精力充沛的 3．丰盛

heifer／ihefa／n．／J、母牛

健康

的 4．兴高采烈的

height／hait／n．1．高，高度，海拔 2．高

health／hel0／n．健康，健康状况』drink

heat／hi:t／n．1．热，暑热 2．供热 3．热

处，高地 3．顶点，绝顶

someone's health 为某人健康干杯

度，温度 4．热情，激动，激烈 y． （使）

heighten／ihaitan／y．

healthy／iheloi／adj.健康的，健壮的，

变热，加热，（使）激动

高 2．增加，增大

有益于健康的

heater／ihi:ta／n．暖气装置，发热器，

heinous／iheinas／adj.极其可恶的，邪

heap／hi:p／n．1．
（一）堆 2．大量，

加热器

恶的，十恶不赦的

许多 y．堆积，雄起，积累

heath／hi:0／n．
（灌木丛生处的）荒地，

heir／ea／n．后嗣，继承人

hear／hia／y．1．听见，听 2．听到，

荒野

heiress／Iearis／n．女继承人

听说，得知 3．倾听，听取』hear from

heathen／ihi:6an／n．&adj.异教徒（的）

heirloom／iealu:m／n．传家宝

接到…的信（电报等）／hear of 听说，

heating／‘hi:tiIJ／n．暖气系统

helicopter／‘hehkDpta／n．直升飞机

听到

heatstroke

hearing／hiariJ／n．听力，听觉，听

heave／hi:v／y．1．举起，拉，拖 2．投

hell／hel／n．1．地狱，阴间，苦境 2．<

（到）』hearing aid 助听器

掷 3．
（有节奏地）起伏

加强语气）究竟 int.（表示愤怒、失望

hearsay／ihiasei／n．传闻，道听途说

heaven／ihevan／n．

hearse／h31s／n．灵车，柩车

空 2．天堂，天国，上帝 3．极乐，快

hello／hailau／int. （唤起注意、表示

heart／ha:t／n．1．心脏 2．内心，心

乐之地』move heaven and earth 竭尽全

问候）喂

情，心肠 3．核心，关键』break one's heart

力，尽一切可能

helm／helm／n．舵柄，舵轮

使某人很 伤心／from the (bottom of

heavy ／ ihevi ／ adj.1 ． 重 的 ， 沉 重 的

helmet／ihelmit／n．头盔

one's) heart; to the bottom of one's heart

2．
（雨等）大量的，强烈的 3．繁重的，

help／help／y．1．帮助，救助，促进

从心坎里，由衷地／have

难以对付的 4．忧愁的．阴郁的，严肃

2．治疗，缓解 3．避免，抑制 4．使进

沉闷的

食，款待』cannot help doing sth 不禁…

heart and soul 全心全意地，竭诚地／

heavyweight／iheviweit／n．1．重量级

／help oneself (to)自用（食物等），随

learn sth by heart 记住，背下／lose heart

拳击手 2．超过平均体重的人 3．有影

便吃 n．1．帮助，援助 2．佣人 3．助

丧失信心／lose one's heart to 倾心于，

响的人物，要人

手，帮手 4．补救办法

痴情于／take heart 鼓起勇气或信心／

Hebrew／ihi:bru:／n．希伯来人，希伯

helper／ihelpa／n．助手，帮手，佣工

to one's heart's content 尽情地，尽量地

来语

helpful／ihelpful／adj.有帮助的，有用

heartache／iha:teik／n 伤心，悲痛，深

heck／hek／n．&int.用以表示轻度的懊

的，有益的

忧

恼、惊讶（加强语气）

helping／‘helpiJ／n．
（饭菜的）一份，

heckle／ihekl／y．诘问，诘难

一客

hectare／ihekta:／n．公顷

helpless／ihelphs／adj.1．无助的，未

hectic／ihektik／adj.兴奋的，繁忙的，

受到帮助的 2．不能自助的，无力的

忙乱的

3．无能的，无效的，没有用的

hector／ihekta／y．威吓，欺凌

hem／hem／n。（布的）折边，卷边，

hedge／hed3／n1 篱笆，树篱 2．防护

滚边 y．给…镶边，缝边

的，悲痛的

（物），预防措施，用树篱围住，回避

hemisphere／‘hemiisfia／n．1．
（地球、

hearten／iha:tan／y．鼓励，使振作

hedgehog

／hed3hDg／n．

束猬

天体的）半球，半球上所有的国家（居

heartfelt／iha:tfelt／adj.衷心的，至诚的

hedgerow ／ hed3rau ／ n ．

-排树篱

民）2．
（活动、知识等的）范围（领域）

hearth／ha:0／n．炉边

hedonism／ihi:danizam／n．享乐主义，

hemline／ihemlain／n．
（衣裙的）下摆，

heartily／iha:tili／adv.1．尽情地，热心

唯乐论，享乐至上论

底边

地，痛快地 2．极其，确实

hedonist／ihi:danist／n． 享乐主义者

hemlock／ihemIDk／n。毒芹

heartland／iha:tlaend／n．心脏地带，

heed／hi:d／y．注意到，留意到 n．注

hemophilia／bi:mafiha／n．血友症

中心区域

意，留心

hemorrhage／hemarid3／n 出血，溢血

heartless／iha:tlis／adj.残忍的，无情的

heel／hi:l／n．1．
（足）跟，
（鞋、袜等）

hemorrhoid／ihemaroid／n． (p/)痔，

后跟 2．后部』at sb's heels；on sb's heels

痔疮

紧跟在某人后面 y．给（鞋）装跟，紧

hemp／hemp／n．大麻

跟

hen／hen／n．母鸡

弦，内心最深处的感情

hefty／ihefti／adj.高大健壮的，有力

hence／hens／adv.1．今后，从此 2．所

heartwarming／ ‘ha:t iwo:mIIJ ／adj. 暖

的，相当大的

以，因此

人心房的，感人的

hegemony／hid3emani／n．霸权

henceforth／ihensfo:0／adv.从今以后，

／ihi:tstrauk／n．中暑

(pZ)天，天

helium／ihi:ham／n．氦

等）见鬼，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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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加高，提

in

one's

heart

one's mouth 焦急万分，非常紧张／

heartbeat／iha:tbi:t／n．
heartbreak

心搏，心跳

／iha:tbreik／n．心碎，伤

心，悲痛

heartbreaking

／‘ha:t ibreikiJ／adj.令

人心碎的，令人伤心的
heartbroken

heartrending

／iha:tpraukan／adj.伤心

／ ‘ha:trendiJ ／ adj. 今 人

心碎的，令人悲痛的
heartstring

／‘ha:tstriJ

／n． (p/)心

今后

hearty／iha:ti／adj.1．热情友好的，衷
73

heroin／iherauIn／n．海洛因

处的 2．高级的，高等的，上等的 3．重

腹，帮凶

heroine／iherauin／n．1．女英雄，女

要的，正中的，全盛的 adv.高，高价地，

henpecked／ihenpekt／adj.惧内的，畏

勇士 2．女主角，女主人公

高度地 n．高（峰）
，高潮，最高水平

妻的，怕老婆的

herring／heriJ／n．鲱鱼

high and low 到处，上上下下／the high

hepatitis／hepaItaitis／n．肝炎

hers／h31z／pron.她的（东西）

her／h3：／pron.她（宾格），她的

herself／h3:iself／pron.

herald／iherald／n．先驱，通报者 y．宣

她白己，
（表示强调）她亲自

士，博学多才（的）

布，预示…的来临

hesitate／iheziteit／y.1．踌躇，犹豫，

highchair／‘haitj'ea／n．
（带托盘的为幼

herb／h3:b／n 草本植物，药草，香草

不愿意 2．稍停，言语支吾

童吃饭用的）高脚椅

herbivore／ih3:biv0:／n．食草动物

hesitation

herbivorous／h3:ibivaras／adj.食草的

踌躇，疑虑 2．支吾，结巴

herd／h3:d／n．1．兽群，牧群（尤指

heterodox

牛群）2．芸芸众生 3．大批，大量 y．使

异端的

集中，使成群，成群驱赶

heterogeneous

herdsman／ih3:dzman／n．牧民，牧主

adj.由不同种类组成的，成分混杂的

（ 的 ）， 高 原 （ 的 ）， (p/) 山 岳 地 带

here／hia／adv.1．这里，在这里，到

hew／hju:／y．砍，劈

（的） 』

这里 2．这时，现在 3．在这点上』here

hexagon

and there 各处

的，六角形的

highlight／ihaIlaIt／n．1．最有意思（最

hey／hei／int.（表示惊讶、疑问、喜悦、

精彩）的部分 2．
（绘画、摄影等上的）

唤起注意等）嗨，喂

亮部 y．对…以特别的注意，强调

heyday／iheidei／n．鼎盛时期

highly／ihaili／adv.1．高度，非常 2．赞

hi／hai／int.喂（表示问候、招呼）

许地，高价地

hiatus／haiieitas／n．裂口，空隙，脱

Highness／ihainis／n． （用于对皇室

由此

漏处

咸员的尊称）殿下，阁下

hereditary／hIreditari／adj.1．遗传的，

hibernate／ihaibaneit／y．冬眠，蛰伏

high-pitched

世代相传的 2．继承的，世袭的

hiccup, hiccough／ihikAp／n．打嗝，

adj.1．声调高的，尖声的 2．格调高的，

heredity／hi iredati／n．遗传，遗传的

打呃

（人格等）崇高的

特征

hidden／ihidan／adj.隐藏的，隐秘的，

high-ranking ／ ihai'rzeJ kiJ ／ adj. 级 别

herein／}iia rin／adv.于此处

神秘的

（地位）高的，高级的，显要的

hereof／．hia lrDV／adv.关于此点

hidel／haid／n．兽皮，皮革

high-rise／．hairaiz／adj.

hereto，liia'tu:／adv.至 Jlt

hide2／haid／y．隐藏，隐瞒，躲藏 n．躲

层的，高耸的 n．高层建筑

heretofore／hiatu'fo:／adv.直到此时，在

藏处

high-riser

此之前

hide-and-seek

heresy／iherasi／n．
（宗教方面）异端，

n．&y．捉迷藏（游戏）

（双人）两用床 3．高层建筑

持异端邪说

hideaway ／ ihaidawei ／ n ． 藏 身 处 (=

high-sounding／hai'saundiJ／adj.1．听

heretic／iheratik／n．犯异端

hideout)

起来了不起的，虚夸的 2．声音响的

罪者，持异端邪说者

hidebound

heretical／hiretika1／adj.异端的，持异

旧的，思想偏狭的

的，自豪的 2．勇敢的，具高尚精神的

端观点的

hideous／ihidias／adj.丑陋的，骇人听

3．烈性的

herewith／}iia'wi6／adv.（用于商业函

闻的，可怕的

high-tech／ihaitek／adj.高技术

件）同此（函）

hiding／haidiJ／n． ||go into/come out

highway／‘haiwei／n．1．公路，大路

heritage／heritid／n 文化遗产，继承物

of hiding 躲藏起来／从躲藏处出来／

2．
（水陆空等的）交通干线

hermetic／h3: metik／

in hiding 隐藏的

hijack／haid3zek／y．拦路抢劫（车、

／ihentj'man／n．亲信，心

seas 公海

（反身代词）

／ihezi'teij'2n／n．1．犹豫，
／

highbrow／ihaibrau／n． &adj.风雅之

／

high-energy

‘hai'enad3i ／ adj. 高

能的，高能粒子的，高能物理学的
／adj.

ihetaraudDks

highhanded

／ihai ihzendid／adj.专横

的，高压的
／

.hetaraud3i:-njas／

／heksagan／n．乡．一边形

highland

／ihailand／n．

&adj.高地

the Highlands（苏格兰北

部的）高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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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chman

／ ihiara

hereabouts

hereabout adv.
hereafter

ibauts ／ ，

在附近，在这一带

／ ihia ira:fta ／ adv. 此 后

n． 』the hereafter 将来，死后的生命
hereby／．hia ibai／tardv.

以 Jlt 方式，

adj.不透气的，

／

／

haid zendsi:k ／

ihaidbaund

／adj.守

／haia'ra:kika1／adj.等级

／

／

ihai' pitrt

／

多层的，高

‘hairaiza

／

n．(AlrlrlE)1．高把手自行车 2．单人

high-spirited／ihaiispiritid／adj.1．骄傲

密封的

hierarchical

hermit／ih3:rriit／n 隐居修道士，隐士

制的，按等级划分的

hike／haik／n． &y．1．远足，
（作）

hermitage／ih3:mitid3／n．隐居处，修

hierarchy／ihaiara:ki／n．等级制度

徒步旅行 2．提高，增加

道院

hierOglyphics／baiaraghfiks/n．象形字

hiker／ihaika／n．远足者，徒步旅行者

hero／ihiarau／n．1．英雄，勇士，英

hi-fi／ihaifai／adj.&n．高保真度的（音

hilarious／hiilearias／adj.十分有趣的，

勇人物 2．男主角，男主人公

响设备）

非常滑稽的，欢闹的

heroic／hiirauik／adj.英雄的，英勇的，

high／hai／adj.1．高的，高度的，从高

hill／hil／n．1．小山，山冈，丘陵 2．斜

崇高的

人等），劫持（飞机等）
，向…敲诈勒索

坡 hilly
74

史记载 3．个人经历，履历

守住』hold back①阻止，控制②犹豫，

histrionic／bistriIDnik／adj.1．做作的，

退缩③隐瞒／hold in 约束，抑制／hold

hilt／hilt／n．（刀剑等的）柄

不自然的 2．表演的，戏剧的

on①（打电话时）别挂断，等一等②坚

him／him／pron.他（宾格）

hit／hit／y．1．打（击）
，碰撞，命中

持下去，继续／hold to 坚持，
（使）遵

himself／him- self／pron.（反身代词）

2．到达，达到 3．偶然碰上，找至 hit

守／hold out 坚持，维持，提供／hold

他自己，
（表示强调）他亲自

upon an idea; hit on an idea 想出一个主

up①阻挡，使停顿②拦劫，抢劫／hold

hind／haind／n．后面的，在后的』on

意 n．1．击中，一击，抨击 2．成功

water 谠得通，站得住脚 n．1．抓，握，

one's hind legs 站着，站立

的尝试（作品等）

支持物 2．支配力，控制力，影响』get

hinder／ihInda／y．阻止，阻碍

hitch／hIt，／y．1．钩住，系住 2．搭

hold of; take hold of 抓住，得到／lose

Hindi／ihindi:／n．&adj.印地语（的）

便车 n．1．意外障碍，暂时的困难 2．结，

hold of 没抓住

绳套 3．急拉（推）

holdall ／ ihauldo:l ／ n ． 大 旅 行 袋 (=

后面的

hitchhike／ihitj'haik／y．沿途免费搭乘

carry-all)

hindquarters／ihaindikwo:taz／n．
（动物

便车旅行

holder／ihaulda／n．1．持有人，所有

昀）臀及后腿

hither／ihi6a／adv.至 Jlt 处，向此处』

人，占有人 2．容器，支托物

hindrance／ihindrans／n．1.障碍，妨碍

hither and thither 到处，四面八方

holding／‘hauldiJ／n．1．佃户租种的

2．妨碍的人（物）

hitherto／ihi6aitu:／adv. 迄今，至此时

土地 2．(pZ)所有物，私有财产

HIV

holdup／ihauldAp／n．1．停顿，延搁

*hillock／ihilak／n．小丘，土墩
小山腰，山坡

hillside／ihilsaid／n．

hindmost

hindsight

／

／

-haindmaust

／adj.最

／n．
（尤指

ihaindsait

for

Human
n．人体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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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失败原因的）事后认识，事后的觉悟

(abbre

／ihindu:／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2．持械抢劫

缺损病毒（艾滋病病毒）

hole／haul／n．1．孑 L，坑，洞（穴）

（的），印度斯坦人（的）

hive／haiv／n．1．蜂箱，蜂房 2．繁

2．困境』pick holes in; pick a hole in

Hinduism／ihindu:izam／n．印度教

忙的场所

找…的岔子，对…吹毛求疵

hinge／hind3／n．1．铰链，枢纽 2．关

hoard／ho:d／n．贮藏物，密封（物），

holiday／ihDladi／n．假日，假期』on

键，转折点 y．装上铰链，用铰链接合』

存积 y．囤积，贮藏

holiday 在休假中，在度假

hinge on; hinge upon①靠铰链转动，附

hoarding／iho:diJ／n．大广告牌，围栏

holiness／ihaulinis／n．1．丰申圣 2．陛

于②随…而定，取决于

(= billboard)

下，
（对教皇的尊称）圣座

hint／hint／n&y 暗示，示意，提示

hoarse／ho:s／adj.

hinterland／ihintalzend／n 内地，腹地

hoary／ihoxri／adj.（毛发）年老变灰

中空的 2．凹的，凹陷的 3．
（声音）空

hip／hip／n．臀部，股

（白）的，古老的，陈 1 日的

洞的 4．虚伪的

hippie，hippy／ihipi;／n．嬉皮士

hoax／h9Uks／n．&y．恶作剧，戏弄

holly／ihDh／n．冬青（树枝）

hobble／ihDbl／y．&n。 跛行，蹒跚

holocaust

hobby／‘hDbi／n．兴趣，爱好，业余

的毁坏，大批的人死亡

消遣

hologram

n．河马

hobbyhorse／ihDbihO:s／n．1．木马

全息照相

hire／ihaia／y．租，雇 n．1． 租用，

2．反复唠叨的话题

holster／ihaulsta／n．
（手枪的）皮套

雇用 2．租金，工钱

hobbyist／ihDbiist／n．沉溺于某种癖

holy／ihauh／adj.1．神圣的，神的 2．献

his／hiz／pron.他的（东西）

好者

身于宗教的 3．圣洁的，至善的 n．神

Hindu

hippo

／

&adj.印度人

／

ihipaU

(abbre

for

hippopotamus)n．河马
hippopotamus

／

．hipapDtZIIlOS／

（声音）沙哑的

／‘hDb 19Dbhn／n．小精

hollow／ihDlau／adj.1．空（心）的，

／ihDlakO:st

／n．大规模

／‘hDlagrzem／n．全息图，

圣的东西，圣地

／hiispzenik／adj.西班牙和

hobgoblin

葡萄牙的，西班牙及其他说西班牙语国

灵，鬼怪

homage／hDmid3／n 尊敬，崇敬敬意

家的

hobnail／ihDbneil／n．平头钉

home／haum／n．1．家，住宅 2．家

hiss／his／y。发出“嘶”声 n．“嘶”声，

hobnob／ihDbnDb／y．交往密切

乡，故乡，发源地 3．疗养院，养育院

嘘声

hockey／ihDki／n．冰球，曲棍球

4．
（动、植物的）生息地，产地』at home

histogram／‘histagrzem／n．统计学上

hod／hDd／n．砖斗，煤斗

在家／feel at home；be at home 感到像

的直方圆，矩形圆

hoe／hau／n．锄头 y．锄

在家一样舒适自在／make oneself at

historian／histo:rian／n．历史学家，史

hog／hDg／n．1．猪 2．自私贪婪的人

home 感觉安适，无拘束 adv.1．在家，

学工作者

hoggish／‘hDgij'／adj.自私而贪婪的

回家 2．恰到好处地，深深地』home and

hogshead／hDgzhed／n．大啤酒桶

dry 达到目的，犬功告成 adj.1．家庭的，

hoist／hoist／y．&n．提升，举起

家乡的，自制的 2．国内的，本国的，

hold／hauld／y．1．拿着 2．保持某种

本地的

位置或状态 3．容纳，持有，举行 4．抑

homebound

制，制止 5．支撑，支持住 6．拘留，

家（乡）的，回国的 2．困居家中的

Hispanic

historic／hiistDrik／adj.

历史上有名

的，有历史意义的，历史性的
historical

／hiistDrika1／adj.（关于）

历史的，历史上的
history／ihistari／n．

1．历史，史学

2．来历，过去事情的记载或叙述，历

home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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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aumbaund／adj.1．回
／‘haum ikAmiJ／n．返

回家中，还乡，归国

敬，对…表示敬意 2．信守，兑现

horoscope／ihDraskaup／n．星相，占

homeland／ihaumlzend／n 家乡，祖国

honourable, honorable ／ Dna-rabl ／

星术

homeless／ihaumlas／adj.无家可归的

adj.1．荣誉的，光荣的，增光的 2．
（表

horrendous ／ hD irendas

homely／ihaumli／adj.1．简单的，平常

示）尊敬的

的，令人惊惧的

的 2．使人感到舒适的 3．相貌平平的

hood／hud／n．1．头巾，兜帽，蒙面

horrible／ihDrabl／adj.1．令人毛骨悚

homeopath(

头套 2．
（汽车等的）篷盖

然的，可怕的，恐怖的 2．糟透的，极

／}iaumi'Dpaoi／n．顺势疗法

hoodwink／hudwiJk／y．欺骗，蒙混，

讨厌的

homesick／ihaumsik／adj.想家的，患思

哄某人上当

horrid／ihDrid／n．恐怖的，可怕的

乡病的

hoof／hu:f／n。蹄

horrific／hDIrifik／adj.令人恐惧的，可

homestead／ihaumsted／带农场的家宅

hook／huk／n．钩，挂钩』by hook or

怕的，过分的

homeward／ihaumwad／adj.& adv.回家

crook 不择手段地，
千方百计地／off the

horrify／ihDrifai／y．1．使恐怖，使毛

乡去（的）
，回国去（的）

hook 脱离险境或困境，脱身 y．钩住，

骨悚然 2．使震惊，使极度厌恶

homework／ihaumW3:k／n．家庭作业，

（用钩）吊挂

horror／ihDra／n1 恐怖，震惊 2．憎恶

功课，（参加会议、讨论前）必要的准

hooligan

备工作

hoop／hu:p／n．木环，铁环，圈

homey，homy／‘haumi／adj.像家一样

hooray／hu lrei／int.

的，舒适惬意的

鼓励等的叫喊声）好哇！加油，欢呼声

horsehair／iho:shea／马鬃，马尾毛

homicide／ihDmisaid／n．杀人

hoot／hu:t／n．1．鹰叫声 2．
（汽车、

horseman／iho:sman／n 骑马者，骑手

homily／ihDrr-iili／n．长篇说教

汽笛等的）喇叭鸣响声 3．（反对、轻

horseplay／iho:splei／n．

homing／‘haumiIJ，adj.1.有归家本领

蔑地）喊叫

乐，胡闹

的，有返回性的 2．（器械）自动导向

hoover／ihu:va／y．用真空吸尘器吸尘

horsepower／‘ho:spaua／n．马力

的，归航的，导航的

Hoover／ihu:va／n．真空吸尘器

horseracing

hop／hDp／y． （人）单脚跳，
（鸟、

马运动

n．同种，同质

蛙等）跳跃，跳上 n．1．跳（跃）2．
（飞

horseshoe／iho:s ru:／n．马蹄铁，马掌

homogeneous ／ hDmau'd3i: nias ／ adj.

机）一次的航程

horsewhip，ho:swip／n．马鞭

同种类的，同性质的，相似的

hope／haup／y．希望，期待 n．1．希

horsey,horsy／iho:si／adj.1．马的，似

望，期望 2．被寄以希望的人（东西）』

马的 2．喜爱马和赛马的

rnDd3inaiz／y．使均质，使均匀

in hopes of; in the hope of 怀着…的希

horticulture

homosexual／．hDaurriauseks-jual／adj.

望／lose hope; give up hope 失去希望

n．园艺，园艺学 horticultural

同性恋的

hopeful／ihaupful／adj. （怀着）希望

hose／hauz／n．1．软管，水龙带 2．长

honest／lonist／adj.1．诚实的，正直的，

的，有希望的

筒袜，短筒袜，绑腿

忠实的 2．老实的，可靠的

hopeless／ihauphs／adj.

y)

／‘hu:hgan／n．流民，阿飞
&n．（表示高兴

horse／ho:s／n．1．马 2．跳马，鞍马
horseback／iho:sbzek／n．马背 adv.在
马背上 adj.在马背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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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homoeopath(

／ adj. 可 怕

homogeneity

／

homogenise,

ihDmaud3ini:a-ti／

homogenize ／ hD

没有希望的，

／

喧闹的娱

‘ho:s 'reisiJ

／

／n．赛

‘hO:tikAltj'a

／

hosiery／‘hauziari／n．
（袜子、内衣等）

绝望的，医治不好的

针织品

直地 2．真的，
（说）实在的，的确

hopper／ihDpa／n．漏斗，送料斗

hospice／ihDspis／n．1．
（晚期病人的）

honesty／IDnisti／n． 1．诚实，忠实，

horde／ho:d／n．（穆动中的）人群，

安养院 2．（救济）招待所

正直 2．坦率，真诚

一大群

hospitable／ihDspitabl／adj.1．好客的，

honey／ihAni／n．1．蜂蜜，甜蜜 2．
（称

horizon／haraizan／n．1．地平（线），

殷勤的，招待周到的 2．适宜的

呼）宝贝儿

水平线 2．（知识、思想、经验等）范

hospital／ihDspit21／n．医院

围，眼界，见识』on the horizon 即将来

hospitality／ihDspi itzelati／n．好客，

临的，己露端倪的

殷勤的款待

honestly／iDnistli／adv.

honeycomb／ ‘hAnikaum

1.诚实地，正

／n．蜂巢

honeymoon／ihAnirriu:n／n．蜜月
honk

／hDjk／n．

&y．

1．
（发）

雁叫声 2．（发）汽车喇叭声

horizontal

／

.hDri' ZDnt21

／adj.

hospitalize／ihDspitalaiz／y.送入医院，

水平的，横的，平坦的』horizontal bar

入院治疗

单杠

hostl／haust／托．1．主人，东道主 2．旅

务的

hormone／iho:maun／n．荷尔蒙，激素

馆老板 3．（电视、广播等的）节目主

honour, honor／lDna／n．1.荣誉，信誉，

horn／ho:n／n．1．（动物的）角，触

持人 y．（做主人）招待，主持，作…

正义感 2．崇敬，敬意』do honour to①

角，角质 2．
（角制的）号角，
（管乐器、

的节目主持人

表示敬意②给…带来荣誉，增光／in

汽车等）喇叭，警报器

host2／haust／n．

honour of 表示对…的敬意，为庆祝，

own horn 自吹自擂

hostage／hDstid3／n．人质，抵押品

为纪念／on one's word of honour; on

horned／ho:nd／adj.有角的

hostel／ihDst21／n．

one's honour 以名誉担保／with honours

hornet／iho:nit／n．大黄蜂，马蜂

骑车旅行的青年设立的）膏年招待所，

honorary／'Dnarari／adj.

名誉的，义

以优异的成绩 y．1．使感到荣誉，尊

』 blow one's

（学生）宿舍
76

-大群，许多
（专为徒步、

／

紧抱，搂抱

housecoat

道主，旅馆的女老板 2．
（飞机、列车、

在家穿的）宽松长袍

公共汽车等上的）女服务员，（餐馆等

housecraft

／ihauskra:ft／n．家政（学）

hulk／hAlk／n．1．废船 2．庞然大物，

的）女招待

household

／ihaushauld／n．家庭，户

笨重的人（动物）

hostile／ihDstail／adj.敌方的，敌意的，

adj.家庭的，家常的，普通的

hulking／‘hAlkiJ／adj.大而笨的笨重的

不友善的

householder／ihaushaulda／n．住户，

hulll／hAI／n．船体，船身

hostility／hDstilati／n．1．敌意，敌对，

房主，家长

hu112／hAI／n．夕 h 壳

对抗 2．劬 Z）战争

housekeeper／‘haus iki:pa／n．管理家

hum／hArri／y 发嗡嗡声，发哼哼声，

hot／hDt／adj.1．
（炎）热的，
（辛）辣

务的主妇，女管家，房屋（办公室等的）

哼<曲子）n 嗡嗡声，哼哼声，嘈杂声

的 2．热情的，热切的，热中的 3．
（新

管理员

human

闻报道）最新的，新发布的 4．暴躁的，

housemaid／ihausmeid／n．女佣，女仆

人类的 2．有人性的，通人情的』human

易激动的，激烈的』hot dog 热狗

housemaster／ihaus Fna:sta／n．（寄宿

being 人

hotbed／ihDtbed／n．温床

学校的）舍监

humane／hju: rnein／adj.1.人道的，仁

hot-blooded／hDtibIAdid／adj.1．易怒

housewarming／ ‘hauswO:miIJ／n。庆

慈的，有人情味的 2．人文的

的，易激动的 2．热情的，热烈的

祝乔迁的宴会

humanism

hotchpotch

／‘hDtj'pDtj'／n．乱七八

housewifel／

ihauskaut

／n．
（女子

hostess／ihaustis／n．1．女主人，女东

huge／hju:d3／adj.巨大的，庞大的

ihauswaif

／

n．主

妇，家庭妇女

／ihju:manizam／n．人道

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
humanist／ihju:manist／ n ． 人道主 义

／n．针线盒

者，人本主义者，人文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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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的混杂物

／ihju:man／n．人 adj.1．人的，

hotel／hauItel／n．旅馆，酒店

housewife2／ihauswaif

hotelier／haultelj ei／n．旅馆老板，旅

housewifery ／ihaUswifari／n．家务，

humanitarian

馆经理

家政

／adj.人道主义的，博爱的，慈善的

hotfoot／bDt-fUt／adv.匆忙地，火速地

housework／ihauSW3:k／n．家务劳动，

n．人道主义者，博爱者，慈善家

hothead／ihDthed／n．性急的人，暴躁

家事

humanity／hju:imzenati／记。1．人性，

的人，容易冲动的人

housing／hauziJ／n 住处，房屋，住宅

人类，人 2．人道，博爱，仁慈 3．劬

hothouse／ihDthaUs／n．温室，暖房

hovel／ihDv21／n．简陋肮脏的住所，

Z）人文学科

hotline／ihDtlain／n．专用直线电话，

茅舍

humankind／ihju:man ikaind／n．人，

热线，直接联系的途径

hover／ihDva／y．飞翔，盘旋，徘徊

hotly／ihDth／adv.1．热烈地，激动地，

hovercraft

愤怒地 2．紧紧地，坚决地

how／hau／adv.1．
（用于疑问句）怎样，

式，人道地，有人性地 2．用人力地

hotplate／ihDtpleit／n．加热板

怎么，多少 2．
（用于感叹句）多么

humble／ihAmbl／adj.1．谦卑的，恭顺

hotpot／ihDtpDt／n．炖（焖）的肉和

however／hauieva／adv.无论如何，不

的，谦逊的 2．地位低下的，不显要的

蔬菜，火锅

管怎样，（表示惊讶）到底如何 conj.

y．压低（地位、身份等），使谦卑，使

hound／haund／n．猎犬，猎狐狗 y．烦

然而，仍然，但是

谦逊

扰，纠缠，追逼

howl／haul／y．1．吠，嚎叫，咆哮 2．高

humbug／hAmbAg／n．1 骗人的鬼话，

hour／'aua／n．1．小时，时刻，点钟

叫，欢闹 3．
（风）呼啸

花招，骗子 2 薄荷硬糖 y．欺诈，哄骗

2．-小时的行程， (p/) -段时间』at all

howler／ihaula／n．愚蠢而明显的错误

humdrum，ihAmdrAm／adj.平淡的，乏

hours 在任何时候，始终不间断地／

HRH

keep early hours 早起早睡

Highness)n．殿下（用于他称）

humid／ihju:mid／adj.潮湿的，湿润的

house／haus／n．1．房屋，住宅，同

hub／hAb／n．1．轮轴 2．
（活动等的）

humidify／hju: imidifai／y.使潮湿，使

住一幢房子的人 2．
（用作特定目的的）

中心

湿润

建筑物，棚，窝 3．
（cap）议院．议会

hubbub／ihAbAb／n．

4．商行，商号，商业机构 5．家庭，

杂 2．骚乱，混乱

humiliate

家族，王朝

huckster／ihAksta／n．沿街叫卖的小贩

丢脸，使蒙耻 humiliation

huddle／ihAdl／y．聚在一起，挤作一

humillating／hju:‘milieitiJ／adj.使蒙受

Representatives (AlrlrlE)众议院 y1 给以

团 n．杂乱的一群

耻辱的，丢脸的

住宿，收容 2．把…储藏在房内，包装

huel／hju:／n．颜色，色彩，色调

humility／hju: milati／n．谦虚的态度，

hue2／hju:／n． (仅用于 hue and cry)

谦逊

（示警的）喊叫，呐喊

humour, humor／ihju:ma／n．1．幽默

huff／hAf／n．脾气暴躁，发怒

（感），诙谐，风趣 2．脾性，情绪，

等）不能离家外出的

hug／hAg／y．1．拥抱，紧抱 2．抱有，

心情 y．使满足，迁就，纵容

housebreaker／ihausbreika／n．入室行

坚持（信仰、偏见等）n．热烈拥抱，

humourous， humorous

』

the House of Lords

(BrE) 上 议 院 ／ the

houseboat

／

ihausbaut

House

of

／n．水上

住宅，用于居住的船
housebound

／ihausbaund／adj.（因病

／ihDvakra:ft／n．气垫船

(abbre for His ／ Her Royal

窃的匪徒

1．喧哗，嘈

／

hju: imzenitea-rian

人类(= lrnankind)

humanly／’hju:manli／adv.1．以人的方

味的，平凡的

humidity／hju: imidati／n．湿度，湿气
／hju: imiheit／y.羞辱，使

／hju:-maras

／adj.富于幽默的，诙谐的，滑稽的
77

hump／hArrip／n．1．圆形隆起物，小

2．推，挤，强迫 n．忙碌，奔忙，
（推

定，假说

丘 2．驼峰 3．愁闷，烦心 y．1．使隆

挤』hustle and bustle 忙碌，奔忙，繁忙

hysteric／hiisterik／adj.

起 2．背，扛，搬运

hut／hAt／n 简陋的小屋，棚屋，茅舍

有癔病的 n．(~s)歇斯底里的发作

humpback／ihAmpbzek／n．驼背

hutch／hAtj'／n．箱笼，兔笼

hysterical ／ hiisterikal ／ adj. 歇 斯 底 里

humus／ihju:mas／n．腐殖质

hybrid／ihaibrid／n．杂种动物，杂交

的，有癔病的

hunch／hAntj'／n．基于直觉的想法，

植物，混合物

l／ai／pron.我（主格）

直觉，预感

hydrant／ihaidrant／n 给水栓，消防栓

ice／ais／n．冰，冰块，冰层』break the

hunchback／‘hAntj'b zek／n．驼背

hydraulic／haiidro:hk／adj.与水或其他

ice（为难办的事）开个头，打破沉默

液体有关的，水（液）力的，水（液）

／on thin ice 如履薄冰地，处于危险境

（的）』(a) hundred and one 许多／

压的

地 y．冰冻，使结冰

ninety-nine out of a hundred 几乎全部

hydrocarbon／.haidrauka:ban／n．碳氢

iceberg／‘aisb3:g／n．冰山，浮在海洋

hundredth ／ ihAndred0 ／ n ． &pron.

化合物

上的冰块

1．第一百（个）2．百分之一

hydrochloric／haidrUkIDrik／adj.氯化

icebox／iaisbDks／n．冰箱，冷冻室

hundredweight／ihAndradweit／n．英担

氢的，盐酸的

icebreaker／iaisbreika／n．破冰船

hunger／hAJ9a／n．饥饿，饥荒 y．1．挨

hydroelectric／ihaidraui ilektrik／adj.水

ice-cream ／ aisikri:m ／ n ． 冰 淇 淋

饿，使感到饿 2．渴望

力发电的，水电的

adj.1．含冰淇淋的 2．奶黄色的

hungry／‘hAJgri／adj.1．饥饿的，引起

hydroelectricity ／ ihaidrauilektrisiti ／

icicle／aisikl／n．冰柱，冰锥

食欲的 2．渴望的

n．水电

hunk／hAjk／n．大块，大片

hydrogen

hunt／hAnt／y．

hydroxide／hai idrDksaid／n．氢氧化物

icon／aikDn／n．（东正教的）圣像

猎 2．寻找，攫索，追获

hygiene／‘haid3i:n／n．卫生，卫生学，

icy／aisi／adj.1．冰的，冰封的，冰冷

hunter／ihAnta／n 猎人，猎兽，搜寻者

保健学

的 2．冷冰冰的，不友好的

hurdle／ih3:dl／n．赛跑用的跳栏，障

hymn／him／n．赞美诗，圣歌，赞歌

idea／aiidia／n．1．思想，概念，构思

碍，困难 y．进行跨栏赛

y．唱赞美诗，颂扬

2．想法，计划，主意 3．猜想

hurl／h3:1／y．1．丢，投，猛掷 2．发

hype／haip／y．言过其实地宣传 n．天

ideal／aiidial／adj.1．理想的，完美的

射 3．推翻，压倒 4．叫嚷

花乱坠的宣传报道

2．空想的，不切实际的

hurrah／hura:／int. （表示高兴、满意

hyperactive ／ haipa irzektiv ／adj. 活跃

idealism／aildiahzam／n．理想主义，

等）万岁，好哇(=hurray)n．呼声，喝

得反常的，多动的

唯心主义

彩声 y．叫好，喝彩，欢呼

hypercritical

hurricane／ihArikan／n． 飓风，旋风

批评苛刻的，吹毛求疵的

hurried／ihArid／adj.匆促的，匆忙的，

hypermarket

仓促的

型超级市场

hurry／ihAri／y．急忙，催促，使加快』

hypertension

hurry up 匆忙，赶紧，仓促 n．急忙，

压，精神过度紧张

的，同一的

匆忙，紧急』in a hurry 匆忙地，急于，

hyphen／ihaifan／n．j 奎字符，连字号

identification

轻易地

hyphenate ／ ihaifaneit ／ y. 用 连 字 号 连

n．1．认明，确认，识别 2．身份证明

hurt／h3:t／y．1．刺痛，使受伤 2．危

接

identify／aiidentifai／y．认明，识别，

害，损害，妨害 3．伤…的感情，使伤

hypnosis ／ hipnausis ， n ． 催 眠 状 态

认同，鉴定

心 n．1．伤，痛，
（精神上的）痛苦 2．危

hypnotic／hipnDtik／adj.催眠（术）的，

identity／aildentiti／n．1．身份，本体

害，损害，打击 adj.伤的，受委屈的，

安眠的

2。相同处，同一（性），一致

痛苦的

hypnotism／ihipnatizam／n．催眠（术）

ideological

hurtle／ih3:tl／y．猛冲，飞驰

hypocrisy／hipDkrisi／n．伪善（行为），

思想上的，意识形态的，空论的

虚伪，矫饰

ideology／pidiIDlad3i／n．意识形态，

husbandry／ihAzbandri／n．农牧业，

hypocrite／ihipakrit／n 伪善者，伪君子

思想意识

畜牧业

hypocritical ／ hipa ikritika1 ／adj. 伪善

idiom／rldiam／n．成语，惯用语

hush／hAJ'／y．&n．
（使）沉默，
（使）

的，虚伪的，矫饰的

idiomatic ／Fdiamzetik／adj. 合乎 惯用

安静，寂静

hypodermic／baipa d3:mik／adj.皮下注

法的，地道的，关于习语（成语）的

husk／hAsk／n．夕}壳，夕}皮 y．去

射的

idiosyncrasy／iidia 'sijkrasi／n．（个人

外壳

hypotenuse／haipDtinju:z／n 弦，斜边

独有的）习性，癖好，气质

husky，ihAski／adj.喉咙发干的沙哑的

hypothesis／haipDOisis／n．假设，假

idiot／iidiat／n．傻子，白痴，低能的

／ihAndrad／n．

&adj. -百

icing／‘aisiJ／n．
（糕饼表层的）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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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dred

歇斯底里的，

husband

&n．1．打猎，追

／ihAzband／n．丈夫

／‘haidrad3an／n．氢

／ ihaipa ikritika1 ／ adj.

／‘haipa ima:kit／n．巨

糖霜

idealist／aiidiahst／n．理想主义者，空
想家，唯心论者

idealize／aiidialaiz／y．将…理想化，
将…视为理想的

／ihaipa'tenj'2n／n．高血

identical

人 idiotic

hustle／ihAsl／y．1．催促，赶紧做
78

，aiidentika1／adj.完全相同
／ aiidentifi'keIJ'2n ／

／ iaidiau'IDd3ika1 ／ adj.

idle／aidl／adj.1．懒惰的，无所事事的

想 illusive

2．闲散的，闲置的 3．无根据的，无

illustrate

意义的 y．1．虚度，
（使）闲散，闲逛

说明，表明 2．以图作解，加入插图

（立即）

2．空转

illustration／Flasltreij~n／n．1．插图，

immense／imens／adj.广大的，巨大的，

idol／iaida1／n．神像，偶像，崇拜的

图解 2。例证，实例

无限的 immensity

对象

illustrative

／adj.图

immerse／I1II13IS／y．浸入，沉浸于

idolatry／aildDlatri，n．偶像崇拜

例（图解）的，作说明用的，解说性的

immigrant／‘imigrant／n．
（外来的）移

illustrator／ilastreita／n．为书制作插图

民，侨民 adj.（从国外）移来的，移民

作偶像崇拜，极度喜爱（仰慕）

的人

的，侨民的

idyillc／iidilik／adj.田园风光的，质朴

illustrious

宜人的

杰出的，显赫的

入，移居入境

if／if／conj.1．如果，假定 2．是否 3．纵

image／‘imid3／y．1．映像，影像，
（肖）

immigration／limi'greij'2n／n．移居，

然，即使』if only 要是…多好／ifs and

像，偶像 2．
（头脑中的）形象，概念，

移民

buts 耽搁的理由，借口

概括印象，意象 3．酷似的人（物）4．典

imminent／rlminant／adj.临近的，即将

ignite／ig Inait／y．（使）燃烧，点燃

型，象征

发生的

ignition／ig'nij'2n／n．1．点火开关，

imagery／‘imid3ari／n．形象，意象

发火装置 2．燃烧，点火

imaginable

idolise, idolize

／iaidalaiz／y．将…当

／I-mi:diatli／adv.1．立

immediately
／iilastreit

／

／y.

-ilastreitiv

1.（举例）

／iIIAstrias，adj.著名的，

／I'mzed3inabl／adj.可想

即，马上 2．直接地，紧接地 conj. -经…

immigrate／‘imigreit／y.（从外国）移

immobile／Iimaubail／adj.固定的，不
动的，不能移动的

像的，想像得到的

immoral／imDra1／adj.1．不道德的，

的，可耻的

imaginary ／ I'mzed3inari ／ adj. 想 像 中

邪恶的 2．放荡的，荒淫的

ignominy／rlgnamini／n．耻辱，可耻

的，假想的，虚构的

immortal／ilmO:ta1／adj.永垂不朽的，

的行为

imagination／Imzed3i'neij'2n／n．想像

流芳百世的 immortality

ignorance／rlgnarans／n．无知，愚昧，

力，想像出来的事物，幻觉

immune／irnju:n／adj.有免疫力的，不

不知

imaginative ／ i'mzed3inativ ／ adj. 富 于

受影响的，获豁免的

ignorant／rlgnarant／adj.无知的，愚昧

想像力的，想像的

immunize

的，缺乏教养的

imagine／Irnzed3in／y.1．想像，设想，

impact／rlmpzekt／n．1．冲击（力）
，

ignore／ig'no:／y．不理，漠视，忽视

幻想 2．认为，猜想

撞击 2．影响，效果

ill／il／adj.1．患病的，不健康的 2．坏

imbalance／lim ibzelans／n．不平衡，

impair／im-peo／y．损害，削弱

的，不良的 3．不吉利的，邪恶的 adv.

不均衡

impale／Impeil／y．刺穿，钉住

严酷地，不良地，坏地

imbecile／rlmbisi:l／n．低能者，傻瓜

impart／impa:t／y．1．传投，灌输，

illegal／i'li:g 甜／adj.不合法的，非法的

imbecility／．imbiisilati／n．愚蠢（的

给予 2．告知，通知

illegible／I'led3abl／adj.难以辨认的，

行为），低能，智力低下

impartial／impa: f2i／adj.公平的，不偏

（字迹）模糊的

imbibe／imibaib／y．喝，饮，吸收（知

不倚的

illegitimate／iih 'd3itimat／adj.1．私生

识、空气等）

impasse／zem 'pa:s／n．绝境，僵局，

的 2．不合规则的，非法的

imbue／imibju:／y．灌输，使充满

停顿

illicit／iilisit／adj.逋禁的，违法的，不

imitate／limiteit／y.1．模仿，仿效 2．效

impassioned

正当的

法，摸拟，仿制

激情的，热烈的

illiteracy／Iilitarasi／n． 文盲，无知，

imitation／FmiIt eij'2n／n．1.模仿，仿

impassive／im 'pze siv／adj.1．无动于

缺乏教育

效，仿造 2．仿制品，赝品

衷的，无表情的，不动声色的 2．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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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oble／ignaubl／adj.不光荣的，卑鄙

illiterate

／Iilitarat／n．

&adj.文盲

（的），无知的（人）

immaculate

／Iimzekj ulat／adj.整洁

／‘imju:naiz／y.使免疫

／im'pzej'2nd／adj.充满

的，麻木的

的，无瑕的，无误的，一尘不染的

impatience／imIpeij'2ns／n．不耐烦，

immaterial／lima ltiarial／adj.1．不重要

焦急，焦躁

illogical／IIDd3ika1／adj.不合逻辑的，

的，不相干的 2．非物质的，非实体的，

impatient／im'peij'2nt／adj.不耐烦的，

不合常理的

无形的

焦急的，渴望的

illuminate／iilju:mineit／y.1．照明，照

immature／FmaItjua／adj.1.不成熟的，

impeach／im pi:tj'／y 弹劾，检举，控

射 2．用灯装饰 3．阐明，启发

不够老练的 2．发育未完全的，未充分

告

illuminating ／ iilju:mi.neitiJ ／ adj. 富 有

发展的

impeccable ／ im ipekabl ／ adj. 无 瑕 疵

启发性的，有助益的

immeasurable／iime3arabl／adj.不可计

的，没有缺点的

illumination／I.1ju:mi'neij'2n／n．1．照

量的，无限的，无比的

impede／impi:d／y．阻碍，妨碍

明，照亮 2．阐明，启发 3．劬 Z）彩

immediate／iimi:diat／adj.1．立即的，

impediment ／ imIpedimant ／ n ． 妨 碍

灯，灯饰

即时的 2．最接近的，贴近的，直接的

（物），障碍

illness／ilnis／n．

病，疾病

illusion／i'lu:3an／n．错觉，幻觉，幻

impel／im ipel／y．推动，激励，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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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nding／im pendiJ／adj.（坏事）即

味要，必然包含

戳等）于 2．铭刻，牢记 n．1．印痕，

将发生的，临近的

impolite／Jmpalait／adj.不礼貌的，粗

痕迹，深刻的印象 2．版本说明

impenetrable／im ipenitrabl／adj.1．不

鲁的

imprison／im'prizan／y．监禁，关押，

能通过（贯穿）的，刺不进的 2．不可

import／impo:t／y．1．进口，输入，

束缚

理解的

引进 2．有关系，有重要性 3．意味着

imprisonment

imperative／im 'perativ／adj.1．急需的，

n．1．进口（商品），输入（物）2．意

n．关押，禁锢

绝对必要的 2．命令（式）的，祈使的，

义，重要（性）

improbable／im iprDbabl／adj.不大可

强制的

importance／impO:tans／n．重要性，

能的，未必属实的

imperceptible／rlmpa'septabl／adj.（因

重大，名望』attach importance to 重视

impromptu ／ imiprDmptju: ／ adj.&adv.

细小、轻微等）觉察不出的

important／im'po:tant／adj.重要的，重

即席的（地），即兴的（地）

imperfect／imip3:fikt／adj.不完美的，

大的，显要的

improper／im-prDpa／adj.1．不合适的，

有缺陷的

importer／im po:ta／n．从事进口商品

不正确的 2．不合礼仪的，不体面的，

imperial／impiarial／adj.王室的，帝国

（服务）的人（公司）

不道德的

的，帝皇的

impose／im 'pauz／y．1．征（税）2．把…

improve／impru:v／y.1．改进，提高，

imperialism／im ipiariahzam／n．帝国

强加于 3．利用，占便宜

改善 2．增值，利用

主义

imposing／im 'pauziJ／adj.壮丽的，雄

improvement／impru:vmant／n．1．改

imperialist／im ipiariahst／n．帝国主义

伟的，给人印象深刻的

善，好转，增进 2．增值，利用

者，皇帝统治的拥护者 adj.帝国主义的

imposition／Fmpa'zij'2n／n．强加，
（税

improvise

imperil／im iperil／y 危及使陷于危险

等的）征收，（惩罚等的）施加

即席地）创作（演奏、讲话）

imperious／impiari9s／adj.傲慢的，专

impossibility／im ipDSI ibihti／n．不可

imprudent

横的，跋扈的

能（性）
，办不到的事

的，粗鲁的，放肆的

impersonal／Iffl ip3ISanal／adj.1．无个

impossible／impDsabl／adj.1．不可能

impulse／iirripAls／n．1．推动（力），

人感情的，与个人无关的 2．冷淡的，

的，办不到的，难以置信的 2．难以忍

驱使 2．冲动，心血来潮

没人情味的

受的，难对付的

impuisive／IIII ipAlsiv／adj.另冲动的，

impersonate／imp3:saneit，y．扮演，

impostor／irripDsta／n．
（冒充他人的）

由冲动造成的，感情用事的

模仿

骗子

impure／impjua／adj.1．不纯净的，不

impotence／‘impatans／n．无能为力，

洁的 2．不道德的，下流的

虚弱

in／in／prep.1．在…之内，在…里面，

／

im 'prizanm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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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avaiz／矽。
（即兴、

impertinent

／IIIl'p3:tinant／adj.无礼

的，粗鲁的
impetuous

／ im ipetjuas ／ adj. 轻 率

impotent

／-impatant／adj.无能的，无

／im ipru:dant

／adj.无礼

在…之中 2．在…期间，在…之后 3．穿

的，鲁莽的，冲动的

力量的

（戴）着 4．从事于 5．以…方式，以…

impetus／‘impitas／n．推动（力），刺

impound／imipaund／y．手口押，没收，

的形式，使用 6．在…方面 adv.1．在

激，促进

充公

家，在场 2．进（入）
，在内，加上 3．流

impinge／impind3／y．对…产生作用，

impoverish／imIpDvarij'／y.使穷困，使

行，时髦，时兴 adj.1．在里面的 2．在

影响

贫困

朝的 3．己来到的，己完成的 4．流行

impious／‘im paias／adj.不敬（神）的，

impractical／im iprzektika1 ／adj.不现

的』be in for 注定要遭受 n． (p/)在朝

不恭的，不虔诚的

实的，不实用的，不切实际的

派，执政党』the ins and outs 详情，底

impregnable／im'pregnabl／adj.牢不可

细，来龙去脉

变动的，难以平息或安抚的

破的，难以攻陷的

inability／Fna'bilati／n．无能力，无力

implant／impla:nt／y 注入灌输，植入

impregnate

implement／iimphmant／y.1．实行，实

浸透，使充满 2．使怀孕

不到的，难得到的 2．不可进入的，不

施，执行 2．完成，实现 n．1．工具，

impress／impres／y.1．印，压印，盖（印

易接近的

器具 2．(pZ)装备，家具，服装

等）于 2．使铭记，给…深刻的印象，

inaction／inlekj'2n／n．无行动，不活

implicate／iimphkeit／y.1.使牵连其中，

使钦佩

跃，懒散

涉嫌，涉及 2．暗示

impression／im'pre,an／n．1．印象，

inadequacy ／in izedikwasi／n．1．不

implication／iimph'keij~n／n．1．牵连，

感想，影响 2．印记

充分，不足，不胜任 2．毛病，缺陷，

涉及，卷入 2．暗示，暗指，含意

impressionable

implicit／im iphsit／adj.1.含蓄的，不明

易受影响的

inadequate／in- zedikwit／adj.不充分

确的，不直接表明的 2．绝对的，无疑

impressive／impresiv，adj.令人钦佩的，

的，不能胜任的，不适宜的

问的

给人印象深刻的，动人的

inadvertent

implore／imiplo:／y 恳求，哀求，央求

imprint／im'print／y.1.（压）印，盖（邮

意的，无意的，漫不经心的

implacable

／im- plzekabl／adj.不能

／‘impregneit／y．1．使

／ im'prej'2nabl ／ adj.

imply／imiplai／y。1．暗指，暗示 2．意

inaccessible／iinzek isesabl／adj.1．达

弱点

／iinad'v3:tant／adj.非故

inanimate／inlzenimat／adj.无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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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ppropriate ／ iina'praupriat ／ 不 适 宜

incinerate

／inlsinareit／y.焚化，火化

的，不恰当的

incipient

／in 'sipiant／adj.初期的，早

／lina: itikjulat／adj.1．不

increase2／inikri:s／y．增进，增加，
增大

期的

increasingly／in' krisijh／adv.渐增地，

善表达的，非言语表达的 2．含糊其辞

incise／insaiz／y．切，切开

日益…，越来越多地

的，口齿不清的

incisive／in lsaisiv／adj.尖锐的，一针

incredible／inikredabl／adj.1．难以置信

inaugural／iInO:gjUra1／adj.就职的，

见血的，单刀直入的

的，不可思议的，精彩的 2．不能相信

就任的，开幕的，创始的

incite／inlsait／y．煽动，激起

的，不可信的

inaugurate／ino:gjureit／y.1．为…举行

inclination／Fnkhneij~n／n．1．倾斜，

incredibly／ijkredibh／adv.1．非常地，

就职典礼，使正式就任，为…举行开幕

点头，弯腰 2．趋势，趋向 3．爱好，

极端地，异乎寻常地 2．难以置信地，

式（落成典礼）2．开创，开展

癖好

惊人地

inborn／lin ibo:n／adj.天生的，天赋的，

incline／iniklain／y.1.（使）倾向（于），

incredulous

与生俱来的

意欲 2．赞同，爱好 3．趋向，趋势 4．倾

信的，怀疑的，不相信的

inbuilt／rlnibilt／adj.内在的，固有的，

斜，弯腰 n．斜坡，斜面

incriminate／inikrimineit，y 牵连，控告

生来的

include／iniklu:d／y．包括，包含，把…

incubate

incantation／iinkzen't eij'2n／n．n 语，

计算在内

（卵）2．培养（细菌等）
，使繁殖

符

inclusion／inklu:3an／n．包含，包括

incal:~able／inikeipabl／adj.无能力的，

inclusive

不能肚任的，不会的

在内的，包含的

／in iklu:siv／adj.一切包括

／inikredjulas／adrj.不轻

／iinkjubeit／y.

1.孵化，孵

／iijkju 'beij'2n／n．1．孵

incubation

化，孵（卵）2．（疾病的）潜伏期
／‘ijkjubeita／n．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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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rticulate

incapacitate

／iinka 'pzesiteit／y．使

incoherent

incubator

／iinkau'hiarant／adj.不连

恒温育婴箱

贯的，无条理的，语无伦次的

inculcate／iinkAlkeit／y．反复灌输，

income／rinkArri／n 收入，所得，收益

谆谆教诲

的，化身的 2．具有形体的，拟人化的，

incoming／‘In'kArriiIJ／adj.1．正来临

incumbent

具体化的

的 2．新选的，新来的，继任的

adj.1．有责任的，义不容辞的 2．现任

incomparable ／in ikDmparabl ／adj.无

的，在职的 n．现任者，在职者

比的，无双的，不可比拟的

incur／inik31／y．遭受，蒙受，招致

无能力，使失去能力
incarnate

／‘inka:neit／adj.1．人体化

／iinka:‘neij'2n／n．化身，

incarnation
具体化

／

incendiary

in- sendj ari

／

／

incompatible

[Inkam'pzetabl

／

／

in ikAmbant

／

incurable ／ inikjuarabl ／ adj. 不 能 治 疗

adj.1．放火的，纵火的 2．煽动性的

adj.1．合不来的，不能和谐相处的 2．不

的，无可救药的

incensel／linsens／n．香，香味 y．向…

相符的，不相配的，不相容的

incursion／ink3:J’an／n．侵入，侵犯，

敬香，焚香

incompetent

incense2／insens／y．激怒

称职的，无能力的，无资格的

incensed／inlsenst／adj.盛怒的，十分愤

incomplete

怒的

不完全的，不完善的，未完成的

的，粗野的 2．不合适的，不适当的

incentive／inlsentiv／n． 束激，鼓励，

incomprehensible／lin ikDIIIpriihensabl

indecision／iindi'Si3an／n．犹豫，踌躇

推动力

／adj.无法理解的，难懂的

indeed／inidi:d／adv.实际上，确实地，

inception／in'sepj'2n／n．开始，开端

inconceivable／iInkan'si:vabl／adj.不能

真正地

／in lsesant／adj.不停的，连

／InikDrripitant ／adj. 不

／

iinkam ipli:t

流入

indebted／inidetid／adj.感激的，感恩的

／adj.

indecent ／ inldi:sant ／ adj.1. 有 伤 风 化

想象的，不可思议的

indefensible／iindiifensabl／adj.无法防

续的，不断的

inconsistent /iinkan lsistant／adj.1．不和

御的，无法辩护的，站不住脚的

incest／rlnsest／n．SL 伦

谐的，不一致的，不协调的 2．反复无

indefinable

inch／im．r／n．1．英寸 2．少许』by

常的，易变的

以描述的，难下定义的，轮廓不清的

inches①逐渐地②勉强地／every inch

incontrovertible／iinkDntrav3:tabl／adj.

indefinite／in idefinit／adj.1．不明确

完全地，彻头彻尾／inch by inch 缓慢

不容置疑的，无可辩驳的

的，模糊的，2．不确定的，未定的，

地／within an inch of 十分接近，险些

inconvenience

y．缓慢地移动，渐进

n．不方便，烦扰 y．给…带来不便，

indelible／inidelabl／adj.洗擦不掉的，

inciclence／iinsidans，n．发生率，影

打扰

不可磨灭的

响范围

inconvenient／ Fnkanlvi:nj ant ／adj. 不

indemnify／inidemnifai／y.偿付，赔偿

incident／rlnsidant／n．1．事情，事件

方便的，打扰的，不合时宜的

indemnity／inidemnati／n．1．保障，

2．事故，事变

incorporate

incidental／Jnsi ldenta1／adj.1．次要的

合并，并入，收编

indent／inident／y．缩格书写，缩排，

2．伴随的，附带的 3．偶然发生的

increasel／iinkri:s／n．士曾力口，增长，

使有凹陷

incidentally ／linsi identali／adv.1．顺

增强

independence／Jndipendans／n．独立，

incessant

／ iinkan lvi:njans ／

／in iko:pareit

便提一句 2．偶然地，不经意地

／y．把…

iindi ifainabl／adj.难

无限期的

保险，赔偿 2．赔偿物

自主，自立
81

／

independent／Fndipendant／adj.1．独立

indisputable ／ iindis'pju:tabl ／ adj. 不 可

inefficient／．inifij'2nt／adj.1．效率低

的，自治的 2．自力更生的，自立的，

争辩的，不容置疑的，无可否认的

的，无效果的，不经济的 2．能力差的，

有主见的

indistinguishable ／ FndisltiJgwij'abl ／

不称职的

in-depth，inldep0／adj.深入的，彻底的

adj.不能区别的，无法辨别的，
（实际上）

ineluctable

indeterminate ／ FndiIt 3:minat ／adj. 未

完全相同的

不可避免的，难免的

确定的，模糊的，未限定的

individual／Fndi『vidjual／n．个人，

inept／inept／adj.1．不熟练的，不擅长

index／iindeks／ (p/ indices)n．1．索

个体 adj.1．单独的，个别的，个人的

的，无能的 2．不合适的，不策略的

引 2．标志，指标，指数 y．编索引，

2．特有的，独特的

inequality／iini'kwDlati／n．不平等，

使指数化，表明

individualism／iindi ividjuahzam／n．个

不平均，互异，不相同

人主义

inert／iT13:t／adj.1．无活动能力的，

印第安人的，印第安语的 n．印度人，

individuality／indiyidjulelati／n．个性，

无生气的 2．迟钝的，呆滞的，惰性的

印第安人，印第安语

个人特征

inertia／iIn3:J'j9／n．1．无活力，迟钝，

indicate／rlndikeit／y.1．标示，指示，

indoctrinate／inidDktrineit／y．向…灌

懒惰 2．惰性，保守，惯性

指出 2．表明，暗示

输，教导

inescapable

indolent／iindalant／adj.懒惰的，不活

逃避的，不可避免的

指示，暗示

动的，不活跃的

inestimable

indicative／in idikativ／adj.标示的，指

indoor／rlndo:／adj.户内的，室内的

估的，无价的，非常贵重的

示的，陈述的

indoors／inido:z／adv.在屋里，往室内

Indian／iindian／adj.

／iindi'keij'2n／n．标示，

／adj.

,ini iIAktabl

／iini'skeipabl／adj.无法
／iniestimabl／adj.无法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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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ion

印度（人）的，

／

indicator／iindikeita／n．

1.指示者，

indubitable

／Inidju:bitabl ／adj.不容

inevitable／in ievitabl／adj.不可避免
的，预期的

指示器，指针 2．指示牌，（车辆的）

置疑的，确实的

方向指示装置

induce／in idju:s／y.

indict／inidait／y．控告，起诉，指控

劝 2．引起，导致

inexhaustible

indifference／inidifrans／n．不感兴趣，

inducement，inidju:smant／n．诱使，

穷尽的，用不完的

不关心，冷漠

引诱，诱因

inexorable／in ieksarabl／adj.无法改变

indifferent／inidifr~nt／adj.1．不感兴趣

induct／inidAkt／y．使正式就职，吸

的，不可阻挡的，不为所动的

的，漠不关心的，冷淡的 2．平常的，

收会员

inexperienced／iinik' spiarianst／adj.无

无关紧要的，不偏不倚的

induction／in dAkj'2n／n．1.就职，就

经验的，不熟练的

职入会等仪式，接纳会员 2．诱导，引

inexplicable ／ iinikisphkabl ／ adj. 无 法

发，催产 3．归纳法

解释的，不可思议的，莫名其妙的

indulge ／in'dAld3 ／y.1 ．纵容，放任

infaillble／infzelabl／adj.1.不会犯错误

化不良 2．不理解，不吸收

2．沉迷，沉溺于

的，无过失的 2．极精确的，绝对有效

indignant／in'dignant／adj.愤慨的，愤

indulgence／in'dAld3ans

愤不平的

纵，纵容，沉迷 2．爱好，嗜好 3．特

infamous／rlnfamas／adj.声名狼藉的，

赦，赦免

恶名昭著的，无耻的

愤 f 既，义愤

indulgent／in dAld3ant／adj.纵容的，宽

infancy／iinfansi／n．幼年期，孩提时

indignity／in'dignati／n．侮辱，轻蔑，

容的

期，初期

伤害尊严

industrial／inidAstrial／adj.工业的，产

infant／iinfant／n．婴儿，幼儿

indigo／‘indigau／n．靛蓝，深紫蓝色

业的，实业的

infantile／rlnfantail／adj.

indirect／．indiirekt／adj.1.间接的，迂

industrialise,

回的，曲折的 2．非直截了当的，非正

inidAstrialaiz／y．（使）工业化

infantry／rlnfantri／n．步兵

面的

industrialist／inidAstriahst／n．工业家，

infatuated

indiscreet ／Jndis'kri:t／adj.1 ．不谨 慎

实业家

的，沉溺的，痴情的

的，鲁莽的，轻率的 2．不稳重的，无

industrious／in idAstrias

礼的

的，发奋的

痴情，迷恋

indiscriminate／rlndis ikriminat／adj.不

industry／rlndastri／n．1．工业，实业，

infect，inifekt／y．传染，感染，影响

加分析的，不加鉴别的，任意而为的

行业 2．勤奋

infection

indispensable ／ indispensabl ／ adj. 绝 对

ineffective／iInifektiv／adj.无效果的，

（病），感染，影响

需要的，不可或缺的

无能力的，不起作用的

infectious

indigenOus

／in'did3inas

／adj.本地

的，土严的，土生土长的
indigestion

indignation

indisposed

／Fndi'd3estj'2n／n．1．消

／iindig'neij'2n／n．愤怒，

／iindis ipauzd／adj.1．身

体不适的，微恙的 2．不愿做的，无意

inexact／．inig izzekt／adj.

1 引诱，诱导，

／n．1．放

industrialize

ineffectual／lini ifektjual

／adj.勤奋

／adj.元效

的，徒劳无功的，不能干的

做的

／

的，不准确的，不严谨的

／iinig izo:stabl／adj.无

的，万无一失的

婴儿（期）

的，孩子气的，幼稚的
／in ifzetjueitid／adj.迷恋

infatuation／mfzetju 'eij'2n／n．热恋，

／ in'fekj'2n ／ n ．

传染

／ in-fekj'as ／ adj. 传 染 性

的，有感染力的
infer／inf3:／y．推断，推论，推测
inference／iinfarans／n．

82

不精确

1.推论，推

理 2．结论，推断结果

2．势力，权势

居住的，可栖居的

influential／Fnflu enj'21／adj.有影响力

inhabitant／inihzebitant／n．居民，栖

较劣的，次等的 2．
（地位等）下级的，

的，有权势的

居的动物

低等的，低于

influenza／Fnflu enza／n．流行性感冒

inhale／iniheil／y．吸入，吸气

infernal / inif3:n21 / adj. 1 阴间的，地狱

influx／iinfIAks／n 流入，涌入，汇集

inherent／inihiarant／adj.固有的，内在

（似）的，魔鬼般的 2 可恶的，讨厌的

inform／info:m／y。1．通知，告知，

的，天生的

infertile／inif3:tail／adj.不肥沃的，不

使了解 2．告密，告发

inherit／iniherit／y．继承（财产等），

能生育的，不结果实的

informal／infO:ma1／adj.1.非正式的，

从（前人等）接过，得到

infest／infest／y．
（害虫等）大批出没，

非正规的 2．不拘礼节的，日常使用的

inheritance／iniheritans／n．1．继承，

遍布，侵扰

informant

infidelity／Fnfidelati／n．不忠实，背

或情报的人

信，通奸

information

inferior／in ifiaria／adj.

infighting

1.（质量等）

／‘infaitiJ／n．勾心斗角，

暗斗，（拳击）接近战
infiltrate

／iinfiltreit／v．渗透，（使）

／inifo:mant／n．提供信息

遗传 2．继承物，遗产
inhibit／inihibit／y．抑制，阻碍，约束

／iinfa-meij'2n，n．1．消

inhuman／inihju:man／adj.无人性的，

息，讯息，资料 2．学识，见闻 3．通

残忍的，野蛮的

知，告知

inhumane
／

informative

／adj.

in ifo:mativ

／

iinhju:‘mein

／adj.不

仁慈的，不人道的，不近人情的，无同

提供讯息的，增进知识的

情心的

infinite／iinfinat／adj.1．无限的，无穷

informed／in fo:md／adj.1.有学识的，

inhumanity／iinhju:‘mzenati／n．无人

的，无际的 2．巨大的，无数的

见识广的，有根据的 2．有见地的，明

性，野蛮，不近人情

infinitive／Inifinitiv，n．原形（动词），

智的

inimitable ／ iinimitabl ／ adj. 无 法 仿 效

不定式 adj.原形的，不定式的

informer／in 幻 ma／n．告密者，告发

的，无可比拟的

infinity／inifinati／n．无穷，无限

者，检举人

initial／inirai／adj.开始的，最初的，词

infirm／in if3:m／adj.体弱的，虚弱的，

infrared／．infra ired／adj.

意志薄弱的

infrastructure／infrastrAktj'a／n．基础

织机构）的开头字母

infirmary／inf3:mari／n．医院，疗养院，

结构，基本设施（如运输、动力、通讯

initially／inirali／adv.最初开头，首先

医务室

等）

initiate／inij'ieit／y．1．开始 实施，

infirmity／in 如：mati／n．体弱，虚弱，

infringe ／infrind3 ／ y.1 ． 违 反，违背

创始，发起 2．介绍（接纳）某人加入

衰弱

2．干涉，侵犯，干扰

（某团体）
，传授基本要领（秘密知识）

inflame／inifleim／y．使愤怒，使激动

infuriate／infjuarieit／y．使大怒，激怒

initiative／ini riatiV／adj.起始的，初步

inflamed／infleimd／adj.1.发炎的，红

infuse／infju:z／y．1．灌输，注入 2．泡

的，创始的 n．1．进取心，首创精神，

肿的 2．愤怒的，激动的

制，被浸泡

倡议 2．主动性，主动权』on one's own

ingenious／inld3i:njas／adj.1．心灵手

initiative 主动地／take the initiative 采

燃的 2．易激动的，易激怒的

巧的，精巧的 2．有创造性的

取主动，首先采取行动

inflammation／iinfla-meij'2n／n．1．燃

ingenuity／Fnd3in.ju:oti／n．1．心灵手

inject／inld3ekt／y．1．注射，注入 2．插

烧，激动 2．发炎，炎症

巧，足智多谋，精巧 2．独创性，富有

（话）3．引入

创造的才能

injection，ind3ekj'2n／n．注射，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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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入，潜入

inflammable

inflammatory

／iniflzemabl／adj.1．易

／in iflzematari／adj.使

ingenuous

inflate／inifleit／y．1．使充气，使肿

朴的，坦率的，天真无邪的

指令，禁止令

大 2．使通货膨胀

inglorious／inglo:rias／adj.1。可耻的，

injure／rlnd3a／y．伤害，损害

不光彩的 2．不出名的

injurious／in'd3uarias／adj.1．有害的，

／in-fleij'2n／n．

1.充气，

In'd3enjuas

／adj.纯

首的 n．1．首字母 2．印 Z）姓名（组

人激愤的，煽动性的

inflation

／

红外线的

／．in'greind／adj.根深蒂固

injunction

／in d3Ajkj'2n／n．命令，

膨胀，夸大 2．通货膨胀，物价高涨

ingrained

inflection／in flekj'2n／n． 词尾变化，

的，一成不变的，积深难除的

音调变化，转调

ingratiate

inflexible／inifleksabl／adj.1．不能弯曲

迎合，取悦

的，不能改变的 2．坚定不移的，不屈

ingratiating

的，不受影响的

的，迎合的，奉承的

inkling／IJ khJ／n．暗示，模糊的概念

inflict／inifhkt／y．1．予以（打击）
，

ingredient／in'gri:djant／n．1．
（混合物

（印象）

使遭受，强加于 2．施（刑），处（罚）

的）组成成分，（烹调的）原料，配料

inlaid／rlnileid／adj.镶嵌的，嵌饰的

inflow／iinflau／n．注入，涌入，流入

2．要素

inland／iinland／adj.

（物、量）

inhabit／inihzebit／y．居住于，栖息于

adv.在内地，在内陆，向内地，向内陆

influence／iinfluans／y． 影响，左右，

inhabitable

／in'greij'ieit／y.设法讨好，

致伤的 2．不公正的，侮辱的
injury／rlnd3ari／n 伤害，损害，伤口
injustice／in'd3Astis／n．不公正，不公
平，非正义

／in'greij'ieitiJ／adj.讨好

／in ihzebitabl

支配 n．1．影响（力），感化力，作用

／adj.可

ink／ijk／n．墨水，油墨，墨汁

内地的，内陆的

n．内地，内陆
in-laws／rlnlo:z／n．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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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kripj'2n／n．1．刻印

inlet／iinlet／n．1．湾，水湾 2．入口，

inscription

进口

文字，铭文，碑文 2．
（书或画）题词，

insomuch

inmate／inmeit／n．（尤指监狱、医院

献词

insomuch as 因为，鉴于，至如此程度

等机构中）同住的人

insect／insekt／n．

inmost／inmaust／adj.最内的，最深的，

insecticide

最秘密的(= innermost)

虫剂（药）

inspection

inn／in／豫．小旅店，客栈，小酒店

insensibility／insensiibiliti／ n．1．无

阅，视察

innate／ilneit／adj.天生的，固有的，天

知觉，无意识，无感觉 2．缺乏反应能

inspector／inispekta／n． 检查员，检

赋的

力，冷淡

阅者，督察员

inner／-ina，adj.内部的，内心的，精

insensitive

神的

觉迟钝的，不敏感的，无感觉的

innkeeper／'IIJ cki:pa／n．／J、旅店主

inseparable

人，客栈老板

不可分的，分不开的

inspire／in'spaia／y.

innocence／‘inasans／n． 1.无罪，清

insert／inls3:t／y．插入，嵌入，添加

激励 2．鼓动，驱使，激起灵感

白 2．天真，单纯，简单

n．插页，插入物

inspiring ／ in'spaiariJ ／ adj. 鼓 舞 人 心

inset／linset／n．添入物（指一页印刷

的，启发灵感的

品或大图中插入或套印的小图）

install／inlsto:l／y．1．安装，设置 2．安

innocent／linasant／adj.

1.清白的，无

罪的 2．单纯的，率真的，不谙世故的

in. sensitiv

／

／ linsau'IIIAtj' ／ adv.

』

inspect／inispekt／y.1．检查，审查 2．检

昆虫

， in isektisaid

／

adj.&n．患失眠症的（人）

／n．杀

／adj.感

in iseparabl

阅，视察，参观
／in'spekj'2n／n．检查，检

inspiration

／

iinspa 'reij'2n ／

n．1．鼓舞人心的人（物）
，激发 2．灵
／adj.

感，启示，妙计
1．鼓舞，激发，

inside／lin isaid／adj.里面的，内部的，

顿，安置 3．正式任命，任用

innovate／linauveit／y．革新，改革，

内幕的 adv.在里面，在屋内，在心里

installation

创新

prep.在…里面，在…以内 n．1．里面，

装，设备，任职

innovation／JnauIveI,an／n．1．革新，

内部，内幕 2．内侧，内圈 3．(pZ)肚

instalment, installment ／ insto:lmant ／

创新 2．新方法，新发明

子，肠胃，内脏 Iinside and out①里里

n。1．
（分期连载的）部分，分册 2．分

innumerable ／ iInju:marabl ／ adj. 无 数

外外②彻底地／inside out①内外翻转

期付款

的，数不清的

地②彻底地

instance／instans／n．侈 0 予，实例』

inoculate／inDkjUleit／y．接种，打预

insider／Fn'saida／n 内部的人，知情者

for instance 例如，比如／in the first

防针

insidious／insidias／adj.阴险的，暗中

instance 首先，第一，最初

为害的，隐伏的，潜在的

instant／instant／adj.1．紧急的，迫切

触犯人的，不招人讨厌的

insight／‘Insait／n．洞察力，深入了解，

的，立刻的 2．（食品）己配制好的，

inordinate／iino:dinat／adj.无节制的，

洞悉

速溶的，即时的 n．顷刻，瞬息，时刻

过度的，放纵的

insignificant ／ iinsig inifikant ／ adj. 个

instantaneous

input／-input／n．输入（信息、程序等），

的，无足轻重的，无意义的，无价值的

瞬间发生的，立即的，即时的

投入 y．输入

insincere／Fnsinsia／adj.不诚恳的，虚

instantly／instantli／adv.立即，马上

inquest／rlnkwest／n 审问审讯，审查

伪的，不可信的

instead ／ inisted ／ adv. 代 替 ， 替 代 』

inquire／inikwaia／y．询问，查究，调

insinuate／insinjueit／y.1.暗示，含沙射

instead of 代替，而不是

查』inquire after 问候／inquire into 查

影地说，旁敲侧击地示意 2．悄然潜入，

instep／-instep／n．脚背，鞋面

究，调查

施计取得宠信

instigate／‘instigeit／y．怂恿，唆使，

inquiring／inkwaiariJ／adj.好问的，爱

insipid／inisipid／adj.1．无味道的 2．乏

煽动

查根问底的，爱打听的

味的，无生气的，无特色的

instil，inst 川／inistil／y．逐步灌输，

inquiry／inikwaiari／n．1．询问，查问，

insist／insist／y．1．坚持，坚决认为

注入

调查 2．探究，探索

2．坚决要求，强调

instinct／‘instijkt／n．1．本能，天性，

insistent／insistant／adj.坚持的持续的

直觉 2．天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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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知的，头脑简单的 4．无害的

inoffensive

inquisition

／

lina ifensiv

／adj.不

／iinkwi'zij'an／n．严密审

讯，审查，查究
inquisitive

／

insofar／iinsau'fa:／adv.
in' kwizitiv

／adj.好

奇的，求知欲强的，好查根究底的
insane／in lsein／adj.

疯狂的，精神失

』insofar as

linsta'leI,an ／ n ． 安

／

.instanteinjas／adj.

institute／iinstitju:t／n．

1.协会，学

会，机构 2．科研所，学院，研究院 y．建

至…度，在…范围 (= in so far as)
insolent／linsalant／adj.

／

粗鲁的，无礼

的，侮慢的

立，设立，制定
institution

／in ISDlj ubl／adj.1．不能

／

linsti'tju ：， an ／

常的，荒唐的

insoluble

insanity／in Is zenati／n．疯狂，精神

溶解的 2．不能解决的，不能解释的，

共机构 2．建立，设立，制定 3．制度，

错乱

无法解答的

惯例，习俗

insatiable ／ in'seUjabl ／ adj. 无 法 满 足

insomnia／in'sDrrinia／n．失眠（症）

institutional

的，贪得无厌的

insomniac

／ in iSDmniZek

／

n．1．（教育、慈善、医院等）社会公

／ iinsti'tju:J'2nal ，

adj.1．由来己久的，习以为常的 2．公
共机构的，慈善机关的

inscribe／iniskraib／v．题写，题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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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nstrAkt／y.1．教育，指导，

adj.1．触摸不到的，无形的，无实体的

击，窃听

讲授 2．通知 3．指示，命令

2．感受不到的，难以捉摸的，无法确

intercession

定的

求情，调解，斡旋

指导，训练 2．(pZ)指示，命令，用法

integer／‘intid3a／n．整数，完整体，

interchange／linta'tj'eind3／y．交换，

说明

统一体

互换，交替发生 n．1．交换，互换 2．立

integral／rlntigra1／adj.不可或缺的，构

体交叉道

益的，有启发性的

成整体所必需的，完整的

intercom／‘inta rkDrri／n．内部通信联

instructor／instrAkta／n．1.教师，指导

integrate

者 2．(AlrlrlE)大学讲师

体，使完整，使完善 2．(AlrlrlE)取消

intercontinental ／ ririta l(Dntinenta1 ／

种族隔离，使获得平等待遇

adj.洲际的

器 2．仪器，器械，器具 3．手段

integrity／in'tegrati／n．

intercourse

instrumental ／ linstru

全，完善 2．正直，诚实，廉正

交际，交流

adj.1．有助的，起作用的 2．仪器的，

intellect／rlntilekt／n．智力，思考能力

interdependent

用乐器演奏的

intellectual

／in strAkj'2n／n．1．教育，

instruction

／

instructive

instrument／

／adj.有

in'strAktiv

／n．1．乐

linstrumant

Imenta1 ／

／ ‘intigreit ／ y.

／

1. 使 成 一

1.完整，完

linti ilektjual／n．知

／linta 'sej'2n／n．
（代为）

络系统，对讲机

／

iIntako:s

／n．交往，

，[IntadiIpendant／adj.

互相依赖的，互相依存的

识分子，有理智的人 adj.智力（发达）

interest／lintrist／n． 1．兴趣，爱好，

分的，不足的，不适当的，不胜任的

的，理智方面的，有知识的

关注 2．感兴趣的事，趣味 3．(pZ)利

insular／iinsj ula／adj.1．岛屿的，海岛

intelligence

的 2．心胸狭窄的，偏狭的

力，理解力，智慧 2．情报，谍报 3。

利息』in the interest (s)

insulate／insjuleit／y.1．隔离，使孤立

情报人员，情报机构

益，有助于 y．1．使发生兴趣，引起…

2．使绝缘，使隔绝（热、声音等）

intelligent

／adj.不充

／in'tehd3ans／n．1．智

益，利害关系，好处 4．股权，权益，
of 为了…的利

严 co
ww
m
禁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c
严
ww
om
禁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严 co
ww
禁 m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严 co
ww
禁 m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insufficient／linsa 'fij'2nt

in- tehd3ant

／adj.聪

的注意 2．使参与，使有关系

明的，理智的，明智的

interested

绝缘，隔热（音）2．绝缘（隔热、隔

inte 川 gible

的，关心的 2．有（利害）关系的，切

音等）的材料

解的，易于明白的

身的，有私心的

intend／inItend／y1 想要，打算 2 意指

interesting／‘intristiJ／adj.有趣的，令人

隔热体，隔音物

intense／inlt ens／adj.1．强烈的，剧烈

感兴趣的，令人关注的

insult／rinsAlt／y．1．侮辱，辱骂 2．损

的 2．热切的，热情的 3．认真的，紧

interface

害 n．侮辱，凌辱，损伤』add insult to

张的

分界面 2．（两个系统互相交接和影响

injury① 伤害后 再加以侮 辱 ② 雪上加

intensify／in『tensifai／y．加强，增强，

的）接合部位，边缘区域，交接处

霜，更糟的是

加剧

y．（使）互相作用

insulting／in'SAltIIJ／adj.1.侮辱的，无

intensity

礼的 2．伤害人的

激烈 2．
（电、热、光、声等的）强度

介入 2．妨碍，阻挠，打扰

insuperable／inisju:parabl／adj.难以克

intensive／inlt ensiv／adj.1.加强的，集

interference

服的，无法解决的，难以超越的

中的，深入细致的 2．精耕细作的

干扰，阻碍

intent／inltent／n．1．意图，目的 2．意

interim／lintarim／adj.暂时的，临时的，

全保障 2．保险，保险业，保险费

义，含义』to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在

中期的，过渡时期的

insure／in'rua／y1 保险 2．保证，确保

任何一方面，实际上 adj.1．
（目光等）

interior／inltizrIo／n．

insured／inij'uad／n．被保险人，保户，

不转移的，集中的，热切的 2．专心致

内 2．内地，内陆 3．内心，本质 ad.j.1．内

投保人

志的，坚决的

（部）的，内陆的，腹她的 2．国内的，

insurer／in‘J'uora／n． 承保人，保险

intention／in'tenj'2n／n．

公司

算，目的 2．意思，含义

insurgent／m's3:d3ant／adj.起义的，叛

intentional

乱的，造反的 n．叛乱士兵

意的，故意的

interjection／iinta'd3ekj'2n／n 感叹词

interact／Fntarlaekt／y．相互作用，相

interlock／FntaIDk／y．使连锁，（使）

互影响

互相扣住，使连接

insulation

／Jnsjuleij'2n／n．1．隔离，

／

insulator／rlnsj uleita／n．

insurance

／in‘J'uarans

insurmountable

／

绝缘体，

／n．1．安

.insamaun-tabl／

adj.无法起越的，不能克服的
insurrection

／linsa 'rekj'2n／n．起义，

interaction

／in'tehd3abl／adj.可理

／in ltensati／n．

／

／

1.强烈，

1.意图，打

in' tenj'2nal

／iintristid／adj.1．感兴趣

／‘inta ifeis／n．

interfere／[Intafia／y.1．干涉，干预，

／linta ifiarans／n．干涉，

1．内部，室

内政的 3．本质的，心灵的
interject／iinta'd3ekt／y．

／adj.有

lintar‘zekj'2n／n．相

1.界面，

突然插入，

插话，打断（别人的话）

interlocutor

／iintaiIDkjuta／n．参加

对话（讨论）的人

暴动，叛乱

互作用，相互影响

intact／in『tzekt／adj.无损伤的，完整

interactive

的，完好无缺的

adj.1．互相作用的，互相影响的 2．交

涉他人事务者

intake／iinteik／n．1．吸入（量），纳

互式的，人机对话的

interlude／iintalu:d／n．
（演出、活动间

入 2．
（液体等的）进入口，引入口

intercept／linta 'sept／y．中途拦截，截

的）暂休，间歇，插曲

intangible

／

in'tzend3abl

／

,intar izektiv

／

／

interloper／intalaupa／n．闯入者，干

intermediary／linta imi:djari／n．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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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间人，斡旋者

n．干涉主义者

intermediate／[Inta'mi:djat／adj.1．中间

interview／ iintavju:／ y.

的，居中的 2．中级的，中等程度的

见，采访 2．对…进行面试（面谈）

题等），引出

interment／inlt3:rriant／n 埋葬，安葬

n．1．接见，会见，会谈 2．（记者等

introduction／Jntro dAkj'2n／n．1．介

interminable／in『t3:minabl／adj.冗长

的）访问，对申请者的面试

绍，引进，采用 2．导论，引言，入门

乏味的，无休止的，没完没了的

interviewee／ll[ntavju:Ii:／n．接受面试

（书）

intermingle／Jntamijgl／y.使（人、思想、

者，被采访者

introductory ／ Fntra'dAktari ／ adj. 驯 导

物质等）混合

interviewer，‘intavju:a／n．采访者，接

的，序言的，介绍的

见者

introspection ／ .intrauspekj'2n ／ n ． 反

／ ,intalmitant ／ adj. 断 续

intermittent

introduce
1. 接见 ，会

／initestinal／adj.肠的，肠

／lintra idju:s／y.1．介绍，

引进 2．插入，传入，采用 3．提出（话

的，间歇的

intestinal

省，内省

intern1／in lt3:n／y．
（尤指战时）拘禁，

内的

扣押

intestine／inlt estin／n．

intern2／rint3m／n．住院见习医生

intimacy／‘intimasi／n．亲密，亲切，

2．侵扰，干扰 3．把…强加于

internal／in lt3:na1／adj.1.内部的，内

关系密切

intruder／inItru:da／n． I 司入者，入

政的，国内的 2．内在的，本质的

intimatel／lintimat／adj.

international／Jnta nzej'2nal／adj.国际

切的，私人的 2．熟谙的，详尽的

intrusive／inltru:siv／adj.入侵的，闯入

的，世界的 n 国际比赛，国际比赛选手

intimate2／lintimeit／y 透露，示意暗示

的，打扰的

introvert／JntraulV3:t／n．内向的人
(p/)肠

1.亲密的，密

1．侵入，闯入

侵者，夜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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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mideit／y.恫吓，恐

intrude／initru:d／y.

internet／lintanet／n．因特网，互联网

intimidate

／linta ip31sana1／adj.

吓，威胁

intuitive／inrtju:itiv／adj.直觉的，来自

人与人之间的，人际的

into／lintu／prep.1．进入…之内 2．变

直觉的，有直觉力的

interplay／rlntaplei／n．相互作用，相

成…的状况

inundate

互影响，互相合作

intolerable

interpose／FntaIpauz／y．介入，插入，

法忍受的，难以忍受的

invade／inIveid／y1 侵入，侵略，侵占

打断谈话

intolerant／inltDlarant／adj.不（能）容

2 侵害，侵犯（权利等），侵袭 3．涌入

忍的，偏狭的

invader／iniveida／n．侵略者，入侵者，

interpersonal

interpret／in't3:prit／y.

1.解释，说明

／

in- tDlarabl

／adj.无

／lintau'neij'2n／n．语调，

intuition／Fntju:rlJ'2n／n．直觉，直观

／iinAndeit／y．泛滥，淹没，

充满

侵入物

2．了解，理解，体现 3．传译，担任

intonation

口译

声调

invalidl／inivzelid／adj.无效的，作废的

interpretation／in.t3:priteij'an／n．1．解

intoxicant／inItDksikant／n．醉人的物

invalid2／iinvali:d／y．使病残，使因

释，说明，诠释 2．翻译，口译

质，酒类

病（伤）退役 n．病人，弱者，残废者

interpreter／in't3:prita／n．解释者，口

intoxicate

译者

使陶醉，使失去自制力

／inlterageit／y.讯问，审

interrogate
问，盘问
interrupt

／initDksikeit／y.使喝醉，
／

intractable

（作废）

in itrzektabl

／adj.倔

强的，难对付的，难驾驭的

，linta 'rApt／y.

1.打断，中

执己见的，不愿合作的，不妥协的

止，打扰 2．中断，阻碍
intersect／linta isekt／y.

／in'trzensid3ant／adj.固

intransigent

1.横断，横

／ inltrzensitiv ／ adj. （ 动

intransitive

／ inivzehdeit ／ y. 使 无 效

invalidate

／

invaluable

In-vzeljuabl

／adj.元

价的，非常宝贵的，极贵重的

invariable／inlveariabl／adv.不变的，恒
定的，始终如一的

invasion／in'vei3an／n． 1.入侵，侵略，

词）不及物的

闯入 2．侵害，侵犯 3．涌入

intrepid／initrepid／adj.无畏的，勇敢

invent／inlvent／y．1．发明，创造 2．捏

断，交叉，相交 2．交叉路口，十字路

的，刚毅的

造，虚构

口 3．交点

intricacy／‘intrikasi／n．错综复杂，错

invention／inlvenj'2n／n． 1.发明，创

intersperse／iinta'sp3is／y.散置，散布，

综复杂的事物

造（能力）2．发明物 3．捏造，虚构

点缀

intricate／iintrikat／adj.

interval／lintava1／n． 1．间隔，空隙，

错综复杂的

善于创造的

间歇 2．(BrE)幕间休息』at intervals 不

intrigue／inItri:g／y．1．耍阴谋诡计，

inventor／in『venta／n 发明者，创造者

时，相隔一定的距离（或时间）／at long

密谋 2．激起…的兴趣（好奇心）n．密

inventory

intervals 间或／at short intervals 常常

谋，诡计

品的）目录，清单，盘存

intervene／linta lvi:n／y.

intriguing

切，贯穿 2．相交，交叉
intersection

／‘inta isekj'2n／n．1．横

1.进入，介

入，在其间 2．干涉，干预
intervention

／linta'venj'2n／n．干涉，

干预，介入
interventionist

／in'tri:giJ／adj.迷人的，引

人入胜的

inventive／inlventiv／adj.善于发明的，

／

‘invantari

／

n．
（商

inverse／rinlv31s／n．相反，颠倒，反
面 adj.相反的，反向的

intrinsic／inltrinsik／adj.
在的，本质的

／

细节繁多的，

固有的，内

invert／inlv3:t／y．侄 0 置，颠侄 0
invest／in『vest／y．1．投资，投入（时
间、精力等），耗费 2．授予（权利、

linta' venJ'2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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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等）

irascible／iirzesibl／adj.易怒的暴躁的

过敏的

investigate／inlvestigeit／y.调查，调查

lrish／Iaiarij'／adj.爱尔兰的，爱尔兰人

irritant／rlritant／adj.有刺激性的，刺激

研究，审查

的，爱尔兰话的 n 爱尔兰人，爱尔兰语

的 n．刺激物

investigation／inyestigeij'2n／n．调查，

iris／'aiaris／

irritate／iriteit／y．
1．
激怒，使烦躁 2．使

研究

虹，虹状物

不舒服，刺激

investigator／in'vestigeita／n．调查者，

irk／3:k／y．使苦恼，使厌烦

irritating／‘iriteitiJ／adj.恼人的，令人

审阅者

irksome／13:ksam／adj.令人厌烦的，

不快的

令人不快的

irritation／iiri'teij'2n／n．

资，投资额（物等），投入

iron／'aian／n．1．铁，铁器，铁制品

激 2．刺激（物），恼人事

investor／inlvesta／n．投资者

2．熨斗』in irons 上镣铐，入狱 y．1．用

irruption／irApj’an／n 突然冲入，闯入

inveterate ／ inlvetarat ／ adj. 根 深 蒂 固

熨斗烫（衣服等）
，烫 2．给…上镣铐』

is／IZ／be 动词的第三人称单数现在

的，由来己久的，成瘾的

iron out①熨烫②解决，消除

时

invidious／inlvidias／adj.易招怨恨的，

ironic／aiirDnik／, ironical／airDnika1

lslam／iizla:m／n．伊斯兰教（回教）

引起不满的，惹人反感的

／adj.讽刺的，反语的，挖苦的

伊斯兰教徒，伊斯兰国家（世界）

irony／‘aiarani／n．1 反语（法）
，冷嘲，

island／ailand／n．1．岛，岛状物 2．
（道

invigilator / in'vid3ileita / n.监考人，监

讥讽 2 有讽刺意味的情况、事情等

路上的）安全岛

视器

irradiate

／

investment

in lvestmant

／n．投

／in'vid3ileit／y.监考

invigilate

n．虹，彩

／iireidieit／y．照耀，照射

isle／aIl／n．

1.激怒，刺

岛

irrational／irzej'2nal／adj.无理性的，不

isolate／!aisaleit／y．隔离，孤立，伎

力，使健壮，使振奋精神，鼓舞

合理的，荒谬的

脱离

invincible ／ inivinsabl ／ adj. 难 以 征 服

irreconcilable／irekansailabl／adj.不能

isolation／aisaleij'2n／n．脱离，隔离，

的，不可战胜的，不能克服的

和解的，不能调和的

分离，孤立

inviolable／in『vaia12bl／adj.不可侵犯

irreducible

的，不可违背的

能减低的，不能缩小的，不可简化的

温线

invisible／inivIzobl／adj.看不见的，无

irregular／iregjula／adj.

isothermal

形的，隐匿的

无规律的 2．不合法的，非正式的，不

温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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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gareit ／y.使充满活

(p/ irides)

invigorate

／linvi-teij'2n／n．1．邀请，

／

／adj.不

liri idju:sibl

1.不规则的，

isotherm／laisau03:rri／n．等温线，恒

／laisau 103:ma1／adj.等

正当的 3．不平整的

isotope

请柬 2．吸引，招致，要求

irrelevant／Iirehvant／adj.不相关的，离

lsrael／rlzreial／n．1．以色列国 2．犹

invite／inlvait／y．1．邀请，请求 2．啜

题的，不重要的

太民族，希伯来民族

引，引起

irreparable ／ ireparabl ／ adj. 无 法 修 复

lsraeli／iz ireili／n． &adj.以色列的，

inviting／invaitiJ／adj.吸引人的诱人的

的，不能挽回的，不能弥补的

以色列人（的）
，犹太人（的）

invitation

invocation

／linvau 'keij'2n／n．1．祷

／

irrepressible

liri ipresabl／adj.不

issuance

／'aisautaup／n．同位素

／‘irju:ans／n．发出，发行，

告祈求，求助于神或法律，援用 2．祷

能抑制的，不能控制的

发放

告词

irresistible ／ Frizistabl ／ adj. 不 可 抗 拒

issue／rlrju:／y．1．（报刊等）发行，

的，无法抑制的，富有诱惑力的

发布，颁布 2．排出，
（使）流出 3．分

invoice

／‘invois／y.

&n．（开）发

票，
（开列）货品清单

irrespective

／ liri ispektiv／adv.不考

配 n．1．发行物，（报刊）期号 2．问

invoke／inlvauk／y．1．求助于，恳求，

虑，不顾及 irrespective of 不顾，不论

题，议题，争论点 3．（水、血等）流

乞求 2．用法术招魂

irresponsible／FrispDnsabl／adj.不负责

出，放出 4．河口，出口

任的，不可靠的

it／it／pron.它，这，那

involuntary

／in lvDlantari

／adj.无

意的，不由自主的，不自觉的

irretrievable

involve／inrVDlv／y．1．涉及，使卷

复得的，无法挽救的，无法弥补的

入，连累 2．包括，包围，需要

irreverent

involved／iniVDlvd／adj.1.复杂的，混

之物）不敬的，不虔诚的，无礼的

乱的 2．有关的

irreversible

invulnerable

／ iniVAlnarabl ／ adj. 无

／liri itri:vabl／adj.不能
／ilrevarant／adj.（对神圣
， liri iv3:sabl

／adj.不

能反转的，不能撤销的，不能更改的
／

意大利语的 n．意大利人，意大利语
italic／irtzelik／adj.斜体的
italics／irtzeliks／n．印刷的斜体字母
itch／i/r／y．感到痒，发痒 n．1．痒 2．渴
望』be itching to do sth; be itching for sth

法伤害的，攻不破的，无懈可击的

irrevocable

inward／rlnwad／adj.1．在内的，里面

能改变的，不能取消的，不可挽回的

item／laitam／n．1．条，项目，条款

（的），向内的 2．内心的，精神上的

irrigate／irigeit／y1 灌溉 2 冲洗（伤口）

2．
（新闻等的）一条，一则

adv.向内，向中心

irrigation／Jri'geij'2n／n． 1.灌溉，水

itemise, itemize

iodide／aiadaid／船．碘化物

利 2．冲洗法

列出（记载）

iodine／aiadi:n／n．碘，碘酒

irritable／iiritabl／adj.易怒的，急躁的，

iterate／litareit／y．反复说，一再提出

Iirevakabl

ion／aian／n．离子

／adj.不

ltalian／Iltzelj an／adj.意大利（人）的，

渴望（做）某事

／laitamaiz／y．逐项

itinerant／iltin2r2nt／adj.巡回的流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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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nerary／ailtinarari／n．旅行计划或记

急抽

的

录，旅行路线

jerky／'d33:ki／adj.忽动忽停的，结结

judge／d3Ad3／n．1．法官 2．裁判 3．鉴

its／its／adj.它的

巴巴的，颠簸不稳的

定人，鉴赏家 y．审判，裁决，鉴定

itself／itiself／n．它本身，它自己

jest／d3est／n．&y．玩笑

judg( e) ment／'d3Ad3mant／n．1．判

ivory／aivari／n．1．象牙，牙质 2．象

Jesus／'d3i:zas／n．耶稣

断力 2．看法，评价 3．判决

牙色，乳白色 adj.象牙制的，象牙色的，

jet／d3et／n．1．喷气式飞机 2．喷嘴，

judicial／d3u:‘dij'21／adj.1.司法的，审

乳白色的

喷射口 3．
（喷出的）气体或液体』jet lag

判的 2．公平的

ivy／laivi／n．常春藤』Ivy League 常

高速飞行后的时差反应

judicious／d3u:‘dij'as／adj.明智的，有

春藤联盟（美国东部有高度学术水平和

jetty／ld3eti／n．栈桥，防波堤

见识的

社会声誉的名牌大学的通称）

Jew／d3u:／n．犹太人

jug／d3Ag／n．
（有柄和嘴的）壶

jab／d3zeb／y．&n．戳，束，猛击

jewel／ld3u:al／n．1 宝石 2 贵重物品

juggle／‘d3Agl／n．&V.1.耍把戏，玩

jack／d3zek／n．起重器，千斤顶

jeweller, jeweler，‘d3u:ala／n．珠宝商，

杂耍 2．耍花招，欺骗

宝石商

juice／d3u:s／n（水果蔬菜或肉的）汁

n．玩偶盒

jewellery, jewelry／‘d3u:alri／n．珠宝，

juicy／ld3u:si／adj.1．多汁的 2．有趣

jacket／‘d3zekit／n．1．夹克衫 2．外

首饰

味的 3．赚钱的，获利的

罩，保护罩

jigsaw／‘d3igso:／n．拼图游戏

July／d3u:lai／n．七月

jingle／d3ijgl／n．1．叮当声 2．广告

jumble／'d3Ambl／y．（使）混乱 n．杂

／n．百事通

短歌，押韵字句 y．（使）发出叮当声

乱一团（东西或想法）
，混乱

jade／d3eid／n．翡翠，玉

job／d3Db／n．1．职业，工作 2．职

jumbo／d3Ambau／adj.特大的，巨犁的

jagged／‘d3zegid／adj.边缘不整齐的，

责，任务

jump／d3Amp／y．1．跳，跃 2．跃过

有锯齿状缺口的

jocular／‘d3Dkjula／adj.滑稽的，诙谐

3．突然一跳，猛地一跳 4．突升，激

jail／d3eil／n．监狱 y．把…关入监狱

的，爱开玩笑的

增』jump on 责备，责骂 n．1．跳跃 2．需

jailer／ld3eila／n．监狱看守

jog／d3Dg／y．1．慢跑，缓步跑 2．轻

跳越的障碍

jami／d3zem／n。果酱

撞，轻推

junction／‘d3AJ kj'2n／n．交汇处，回

jam2／d3zem／y．1．挤塞，塞入 2．夹

join／d30in／y．1．连接，结合 2．与…

合点

住，卡住 n．1．拥挤，堵塞 2．困境

一起做某事，与…会合 3．成为…的一

juncture ／ ‘d3Ajktj'a ／ n 1. 关 键 时 刻

janitor／'d3zenita／n．管理人

员』join sth to sth 将和…连接起来／

2．连接，结合点

January／‘d3zenjuari／n．一月

join up 从军 n．连接处，结合点

June／d3u:n／n．六月

Japanese／．d3zepa Ini:z／n．日本人

joint／d30int／n．1．连接处，关节，

jungle／‘d3Ajgl／n．1．丛林地带 2．-

adj.日本的，日本人的

节 2．大块肉 adj.联合的，共同的，

堆混乱复杂的事

jar／d3a:／n．大口瓶，壶

joke／d3auk／n．笑话』play a joke on sb

junior／‘d3u:nja／adj.1．较年幼的 2．职

jargon／d3a:gan／n．行话

与…开玩笑 y．说笑话，开玩笑

位低的，下级的 n．1．年幼者 2．地位

jasmin(e)／'d3ze smin／n．1.茉莉 2．淡

jolly／'d3Dh／adj.快乐的，令人愉快的

或等级较低的人

黄色

y．使高兴，使愉快

junk／d3Ajk／n．1．无用的或无价值

javelin／'d3zevahn／n．标枪

jolt／d3ault／y．摇动，晃动

的东西 2．废 1 日杂物

jaw／d30:／n．1。颚 2．(pZ)（动物的）

jostle／‘d3Dsl／y．1．推、挤（某人）

Jupiter／1d3u:pita／n．木星

嘴，
（钳子等工具）夹住东西的部分

2．争抢

jurisdiction／id3uaris 'dikj'2n／n．1．司

jaywalk／d3eiwo:k／y．无视交通规则

jot／d3Dt／n．少量，些微 y 匆匆写下

法权，审判权 2．管辖权

任意穿行

journal／d53ml／n．杂志，期刊

juror／‘d3uara／n 陪审团成员，陪审员

jazz／d3zez／n．爵士乐

journalist

jealous／‘d3elas／adj.嫉妒的

工作者，新闻记者

时的）评委会

jealousy／ld3elasi／豫．嫉妒，妒忌

journey／‘d33:ni／n．旅行，旅程

justi／d3Ast／adj.1．正直的，公正的

Jeans／d3i:nz／n．牛仔裤

joy，d30i／n．1．喜悦，欢乐 2．令人

2．应得的 3．合理的，有充分根据的

jeep／d3i:p／n．吉普车

高兴的事

just2／d3Ast／adv.1．刚才，方才 2．正

jeer／d3ia／矿．&n．嘲笑，嘲弄

joyful／d30iful／adj.充满欢乐的，令人

好，刚要 3．仅，只』just now①此刻

jelly／ld3eh／n．1．果冻 2．果酱 3．果

快乐的

②刚才

冻状物

joyous／1d30ias／adj.高兴的

justice／‘d3Astis／n． 1．公正，合理，

jellyfish／'d3ehfU／n．水母，海蜇

joystick／‘d30istik／n．
（飞行器）操纵

正义 2．法律裁判，司法』bring sb to

杆，操纵方向的装置

justice 将…绳之以法

jubilant／‘d3u:bilant／adj.欢欣的，欢腾

justify／‘d3Astifai／y.1．证明…为正当

jack-in-the-box

／ id3zekin6abDks ／

／ 'd3zekDvo:ltrei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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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of-all-trades

jeopardize,

jeopardise

／ d3e-padaiz

／V．危及，危害

／

‘d33:nahst

jerk／d33:k／n．&y．猛地摇晃，急拉，

／n．新闻

jury／‘d3uari／n．1．陪审团 2．
（竞赛

2．成为…的理由，为…辩护
88

kidnapper／ikidnzepa／n 绑架者，绑匪

兰的鸟）2．新西兰人（指士兵或国家

kidney／‘kidni／n．1．肾脏 2．性格，

运动员）
』kiwi fruit 猕猴桃

脾气

knack／nzek／n．特殊技能

或事物）并列或并置

kill／kil／y．1．杀死，杀害 2．破坏，

knapsack ／ inzepszek ／ n 背 包 (=

kaleidoscope／kailaidaskaup／n 万花筒

消除』kill off 消灭，杀光 n．1．杀，

rucksack)

kangaroo／kzejgaru:／n．大袋鼠

杀伤 2．猎获物

knead／ni:d／v．揉，按摩，捏制

karaoke／．kzera iauki／n．卡拉 OK

killer／ikila，n．1．杀人犯，杀手 2．屠

knee／ni:／n．膝，膝关节』bend one's

karat／ikzerat／n．开（纯金含量单位）

杀者

knee to 向…跪下，屈服于／drop (on) to

karate／kara:ti／n．空手道

kilo

keel／ki:l／n．（船的）龙骨 y．（船）

kilogramme)n．公斤，千克

kneel／ni:l／y．跪下，跪着

翻转，倾覆

kilobyte／ikilabait／n．千字节

knife／naif，n．刀子，小刀

keen／ ki:n／adj.1 ．激烈的，强烈的

kilogramme, kilogram ／ ikilaugrzem ／

knight／nait／n．1．
（欧洲中世纪时的）

2．热心的，渴望的 3．敏锐的，敏捷

n．公斤，千克

骑士 2．（近代英国的）爵士 3．
（国际

的 4．锋利的，刺人的

kilometre, kilometer ／ ikilauTni:ta ／

象棋中的）马 y．封…为骑士（爵士）

keep／ki:p／y．1．保留，保持 2．管

n．公里，千米

knighthood

理，经营 3．饲养 4．照顾 5．维护，

kin／kin／n．家属，亲属

士）称号

遵守 6．留住，阻碍』keep at 坚持（做）

kindl／kaind／adj.1．友好的，亲切的

knit／nit／y．1．编结，针织 2．使密

／keep back①留在后面，不前进②阻止

2．仁慈的，善良的

接，结合

③隐瞒／keep down①限制，控制②压

kind2／kaind／n． 种，类 kind of 有

knob／nDb／n．
（门、抽屉等的）球形

制／keep off①避开，不接近②不让…

点儿，有几分

捏手

接近，挡开／keep on 继续（进行）／

kindergarten／‘kinda iga:tan／n 幼儿园

knock／nDk／y．1．打，击，敲 2．相

keep out of（使）置身于…之外／keep to

kindhearted ／ ikaindiha:tid ／ adj. 关 心

撞』knock down①击倒，撞倒，击落②

坚持，保持／keep up①使（斗志、价

的，仁慈的

降低（价格等）／knock off①把…敲掉，

格等）

kindle／ikindl／y．点燃，燃起，着火，

击倒②停止工作／knock out①敲空②

不低落②维持，继续／keep up with 跟

开始燃烧

击倒，打昏 n．击，敲门（声）

上 n．衣食，生计

kindly／ikaindh／adj.1．仁慈的，和蔼

knot／nDt／n．1．（绳等的）结 2．木

keeper／iki:pa／n．看守人，看护人

的，友好的 2．（气候等）宜人的，温

头上的节瘤 3．-小群聚在一起的人

kennel／ikena1／n．狗舍

和的 adv.1．仁慈地，和蔼地，有礼貌

y．在…上打结，把…结牢

kernel／ik3:na1／n．1．（果实的）核，

地 2．诚恳地，衷心地 3．请（用于客

know／nau／y．1．知道，了解，懂得

仁 2．
（问题的>中心，要点，核心

套话）

2．认识，熟识 3．精通，熟悉 4．认出，

kindness／ikaindnis／n． 1.仁慈，和气，

识别

油，火油

好意 2．友好的行为，好事

knowhow／nauhau／n．实践知识（技

ketchup／'ketj'ap／n．番茄酱

kindrecI／kindrid／adj.1．有血缘关系

术）
，本事，技能

kettle／iketl／n． （烧水用的）水壶，

的，同宗的 2．志趣相授的人

knowledge／‘nDhd3／n．1.知识，学识，

水锅

king／kiJ／n．1．国王，君主 2．巨商，

学问 2．认识 3．知道，了解，消息

key／ki:／n．1．钥匙 2．答案，秘诀 3．要

（在某一方面）最有势力的人 3．（象

knowledgeable／nDhd3abl／adj.有丰富

隘，要害 4．
（钢琴，打字机等的）键

棋中的）王，(纸牌中的)K

知识的，消息灵通的

keyboard／iki:bo:d／n．
（打字机，电脑

kingdom／'kiJ dam／n．王国

known／naun／adj.1.know 的过去分词

等的）键盘

kinship／'kinj'ip／n．1．家属关系，亲

2．知道的，闻名的，己知的

keyhOle／iki:haul／n．锁眼，钥匙孔

属关系 2．
（性质等的）类似，近似 3．亲

knuckle／nAkl／n．指关节

keynote／iki:naut／n．要旨，要义，主

密关系，亲切感

Koran／kDr(l:n／n．古兰经

要思想，基调

kiosk／iki:Dsk／n．1．
（出售报纸等的）

Korean／kairian／adj.1．朝鲜的，朝鲜

售货亭 2．电话亭

人的，朝鲜族的 2．朝鲜语的 n．1．朝

卡其布（的）

kiss／kis／y．吻，接吻 n．吻

鲜人，朝鲜族人 2．朝鲜语

kick／kik／y． 踢』kick out 撤职，解

kit／kit／n．1 随身携带物（如衣服、

kowtow／ikauitau／y．磕头，顺从，唯

雇 n．1．踢 2．
（枪的）反冲后坐力

工具等）2 配套元件，成套用品（工具）

命是从

kickoff／ikikDf／n（足球比赛的）开球

kitchen／'kitj'in／n．厨房

kung fu／'kuJ fu:／n．功夫，中国拳术

kidl／kid／n．小孩，少年，儿童

kite／kait／n．风筝

lab／lzeb／(abbre for laboratory)n．实

kid2／kid／y．哄骗，欺骗，开玩笑

kitten／ikitan／n．／J、猫

验室

kidnap／ikidnzep／y．诱拐（小孩等）
，

kiwi／iki:wi:／n．1．几维（产于新西

label／ileiba1／n．1．标签，标贴 2．标

juvenile

／id3u:vanail／adj.1．青少年

的 2．适合青少年的，青少年特有的
／id3Aksta 'pauz／y．将（人

／

／

iki:lau

(abbre

for

one's knees 跪下

／‘naithud／n．爵士（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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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xtapose

kerosene, kerosine

／ikerasi:n／n．煤

khaki／ika:ki／n．&adj.

土黄色（的），

绑架

记，符号 y．1．贴标签于 2．把…称为，
89

把…列为

2．
（旅馆等的）男店主，房东

簧锁

laboratory

／la ibDratari／n．实验室

landmark／ilzendma:k／n．1.地标，路

late／leit／adj.1．迟的 2．后期的，末

laborious

／la ibo:rias／adj.1．费力

标 2．里程碑，重大的事件或发现

期的 3．新近的 4．己故的 adv.迟，晚』

landowner

labour, labor／ileiba／n．1.劳动 2．劳

地所有者

工，工人 3．分娩 y． 1．劳动，辛勤

landscape

工作 2．尽力去做』labour-intensive 劳

风景 y．美化（自然环境等）

later／ileita／adv.后来，较迟』later on

动密集型的

lane／lein／n．1．小巷，小径 2．车道，

后来，以后

行车线 3．
（船或飞机的）航道 4．
（田

lateral／llzetara1／adj.侧面的，横向的，

动者，工人

径赛的）跑道

旁支的

labyrinth／ilzebarin0／n． 1.迷宫，曲

language／lzeJ gwid3／n．1.语言 2．
（某

lathe／lei6／n．车床

径 2．错综复杂的事物

国、某民族的）语言 3．符号系统，特

Latin／llzetin／n． 拉丁语 adj.拉丁语

lace／leis／n．1．花边 2．鞋带，带子

殊用语 4．特别的表达方式

的，拉丁民族的

y．1．用带子绑紧 2．镶花边于

languid ／ ‘lzejgwid ／ adj.1. 倦 怠 的

latitude／ilzetitju:d／n．纬度，纬线

lack／lzek／n．1．缺乏，不足 2．缺

2．
（天气）阴沉的 3．
（市场）不景气

latter／llzeta／adj.（时间上）较后的，

少的东西』for lack of; by lack of; from

languish

lack of 因缺乏…y．缺乏，没有 Ibe

苦 2．变得衰弱无力

lacking 不足，不够

lantern／llzentan／n．灯笼，信号灯

嘲笑，漠视 n．笑，笑吉

lacquer／ilzeka／n．1．漆 2．发胶 y．上

lapl／lzep／n．1．膝部 2．（跑道的）

laughter／ila:fta／n．笑，笑声

漆，涂漆

一圈

launch／io:m．r／y．1．发射，投射 2．使

lad／lzed／n．1 男孩，少年 2．小伙子

lap2／lzep／y．1．舔，舔食 2．
（波浪

（船）下水 3．发起，展开，开办 n．发

ladder／ilzeda／n．梯子，棉状物

等）拍打 n．1。舔，舔食 2．
（波浪等）

射，
（船）下水

ladle／ileidl／n．长柄勺 y．
（用勺）舀

拍打声

launderette／lo:nda'ret／n．自助洗衣店

或盛

lapse／lzeps／n．1．失误，小过失 2．
（时

laundry／ilo:ndri／n．1．洗衣房，洗衣

lady／ileidi／n．1．女子，女士，2．
（cap）

间的）流逝 y．1．
（时间的）流逝 2．逐

店 2．要洗或己洗（熨）的衣物

（对有贵族称号的女士的称呼）…夫

步陷入，进入（某种状态）3．
（商业合

laureate／ilo:riat／adj.戴桂冠的

人，…小姐

同等）终止

laurel／IIDra1／n．1．月桂树 2．印 Z）

ladybird／ileidib3:d／n．瓢虫

laptop／‘lzeptDp／n．便携式计算机

荣誉

lag／lzeg／y．走得慢，延迟，落后

large／la:d3／adj.大的』at large①自由

lava／lla:va／n．

lager／la:ga／n．淡啤酒

昀，未受控制的②整个的，一般的

浆，熔岩

lagoon／lagu:n／n．咸水湖，礁湖

largely／‘la:d3h／adv.主要地，大部分

lavatory／llzevatari／n．厕所，盥洗室

lake／leik／n．湖，湖泊

larkl／la:k／n．云雀，百灵鸟

lavish／1 茁 vIr／adj.1．挥霍的 2．无

lamb／lzem／n．1．羔羊 2．羔羊肉 3．温

lark2／la:k／n．戏耍，玩笑 y．嬉戏，

节制的 y．慷慨地施予，浪费，乱花

顺的人

闹着玩

law／l0:／n．1．法律，法令，法规 2．规

lame／leim／adj.1．跛的，残废的 2．站

larva／lla:va／n．幼虫

律，定律

不住脚的，理由不足的 y．1．使跛 2．使

laryngitis／lzerind3aitis／n．喉炎

lawful／ilo:ful／adj.1．合法的 2．法定

变得无用

larynx／lzerijks／n．喉头

的 3．守法的

lament／laiment／y．为…悲痛，痛惜

laser／ileiza／n．激光，激光器

lawn／lo:n／n．草坪，草地

n．哀歌，挽歌

lash／l 茁，／v．1．鞭打 2．急速挥动，

lawsuit／ll0：Sju：t／n．诉讼案件

lamp／lzemp／n．1．灯 2．
（发出热射

急速扭动 n．1．鞭打 2．眼睫毛

lawyer／llOIj3／n．律师

线等的）照射器，发热灯

lass／lzes／n．小姑娘，少女

lax／lzeks／adj.马虎的，懒散的

lance／la:ns／n．长矛，鱼叉 y．用矛

lastl／la:st／adj.1．
最后的，末尾的 2．
最

layl／lei／y．1．放，搁 2．设置，布

刺，用柳叶刀切开

近过去的，
紧接前面的 adv.1．
最后 2．
上

置 3．铺，砌 4．生（蛋）
，产（卵） 』

land／lzend／n．1．陆地 2．土地，田

一次，最近一次 n．1．最后 2．上一个

lay down④献出（生命）②制定，规定

地 3．国家，国土 4．印 Z）地产』by land

3．最后的人或东西 at last 最后，终于

③放下，铺设／lay off①（暂时）解雇

走陆路 y．（使）着陆，
（使）登陆

last2／la:st;／y．】
．持续 2．够…之用，

②放弃，戒掉／lay out①安排，布置，

landing／lzendiJ／n．1．楼梯平台 2．着

可以维持

设计②摆开，展示

陆，登陆，降落

lasting／‘laistiIJ／adj. 持久的，永久的

lay2／lei／口．1．世俗的 2．外行的，

landlady／ilzendleidi／n．1.（旅馆等的）

lastly／‘la:stli／adv.最后一点，最后

非专业的

女店主，女房东 2．女地主

latch／l 茁 t，／n．1．门闩，窗闩 2．弹

layer／ileia／n．层，地层，阶层

／ileibara／n．体力劳

lately／ileitli／adv.不久前，近来
／‘lzendskeip／n．山水，

／‘lzeJ gwij'／y.

1.长期受

latent／ileitant／adj.潜伏的，隐藏的

后期的 n．（两者中的）后者
laugh／la:f／y．笑，发笑』 laugh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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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urer laborer

／ilzendauna／n 地主，土

at the latest 最迟，至迟／of late 远来

的，艰难的 2．勤勉的

landlord

，ilzendlo:d／n．

1.地主

（火山喷出的）岩

layman／ileiman／n．门外汉
90

layoff／ileiDf／n．1．暂时解雇 2．暂

学）讲师

lengthen／‘lej02n／y. （使）延长，
（使）

时解雇期

ledge／led3／n．架状突出物，壁架

延伸

layout／ileiaut／n．设计，布局

ledger／led3a／n．分类账

leniency

lazy／ileizi／adj.1．懒惰的 2．使人倦

lee／li：／n．背风处，避风处 adj.背风

ili:nians／n．宽大，宽厚，怜悯

怠的』lazy bones 懒骨头 lazilylb (abbre

的，下风的

lenient／ili:niant／adj.宽容的，宽大的

for pound)磅 leadl／li:d／y．1．领导，

leek／li:k／n．韭菜

lens／lenz／n． 1．透镜 2．
（眼球的）

指引 2．导致，通往』lead to 导致，引

leeway／ili:wei／n．1．
（时间、财物等

晶状体 3．隐形眼镜

起 n．1．先导，榜样，提示 2．领导地

的）富裕 2．回旋的余地

lentil／ilentil／n．扁豆

位，领先地位，领先的程度 3．导线，

left／】eft／adj.左的，左边的 adv.往左，

leopard／ilepad／n．豹

引线

向左 n．左，左侧

leprosy／ileprasi／n．麻风病

lead2／led／n．铅

left-handed

leader／ili:da／聆．领导人，领袖

撇子的，使用左手的 2 左转的，左旋的

less／les／adj.较少的，更少的 pron.较

leadership／‘li:daj'ip／n． 1.领导，领

leftovers／ileft lauvaz／n．吃残的东西，

少数，较少量 adv.更少，较少』even less，

导能力或地位 2．领导人

剩饭菜

much less，still less 更不用说，更何况

leading／啦 diJ／adj.1．领导的 2．主

leg／leg／n．1．腿，桌椅等家具的支

／no less than 不少于，多达

要的 3．首位的，前列的

脚 2．-段行程

lessen／ilesan／y． （使）减少，
（使）

leaf／li:f／n．1．叶子 2．
（书籍的）一

legacy／‘legasi／n．1．遗产 2．遗留之

缩小，（使）减轻

页 3．薄金属片，箔

物，后果

lesson／ilesan／n．1．功课，课 2．-

leaflet／ili:fht／n．1．小册子 2．散页

legal／恤 gal／adj.1．法律上的 2．合

节课 3．教训

印刷品，侍单

法的 3．法定的

lest／lest／conj.惟恐，以免

league／li:g／n．1．同盟，联盟 2．联

legalise, legalize

合会

合法化

alone 更不用说／let be 听任，不打扰／

leak／li:k／y．1．
（使）渗漏 2．使（秘

legend／led3and／n．1．传奇（故事）
，

let go of 松开，放开／let off①放（枪、

密等）泄露出去 n．1．漏洞，裂隙 2．泄

传说 2．传说中的人（或事）

炮等）②饶恕，从轻发落

漏，透露

legendary

lean1／li:n／y． 1．倾斜 2．
（使）依

说中的，传奇的

letter／ileta／，z．1．字，字母 2．信

靠，
（使）倚靠』lean upon 倚靠，依靠

legible／‘led3ibl／adj.清楚易读的，容

3．印 Z）文学

lean2 ／li:n／adj.1．瘦的，无脂肪的

易辨认的

lettuce／iletIs／n．莴苣

2．贫乏的，收益少的

legion／li:d3an／n．1．
（古罗马）军团

leukemia, leukaemia

leap／li:p／y．&n．1．跳，跳跃 2．
（数

2．-大群人

n．白血病

字等）激增

legislate／‘led3isleit／y 立法，制定法

leveel／ilevi／n．集体接见，（美总统

learn／13:n／y． 1．学习，学会，学

律

等的）接见，招待会

到 2．得知，认识到

legislation

learned／吣 nid／adj.博学的，有学问的

法，制定法律

Lesbian／ilezbian／n．

lenience ／

女同性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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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eft ihzendid，adj.1．左

／ -li:niansi ／ ,

learning／‘13miIJ／n．

学问，知识

legislative

／li:galaiz／y．使…

‘led3andari

／

／

／

／adj.传

iled3is'leij'2n／n．立

let／let／y．1．让，允许 2．出租』let

lethal／ili:Oal／adj.致命的

／

lu:ki:-mia，

levee2／ilevi／n．防洪堤，码头

level／ileva1／n．1．水平面，水平线

2 led3islativ

／adj.立

2．水平，标准 adj.平的，水平的

lease／li:s／n．租赁，租约 y．出租，

法的，有立法权力和职责的

lever／ili:va／n．1．杠杆 2．手段 y．用

租得

legislature／led3isleitj'a／n．立法机关

杠杆撬动

least／li:st／adj.最小的，最少的』at (the)

legitimate／li'd3itimit，adj.1．合法的，

leverage／li:varid3／n．杠杆作用

least 至少，起码／(not) in the least -点

法律认可的 2．合乎逻辑的 y．使合法

levity／ilevati／n．轻浮，轻率

也（不）／least of all 最不

legitimize／1I'd3itimaiz／y.1．使合法，

levy／ilevi／y．征收（税等）

leather／ile6a／n．皮革，皮革制品 adj.

使可接受 2．给（孩子）合法地位

lexical／ileksika1／adj.字的，词汇的

皮革的，皮革制的

leisure ／ ile3a ／ n ． 空 闲 ， 悠 闲 』 at

lexicography

leavel／li:v／y．1．离开，脱离 2．留

leisure① 空 闲 的 ② 悠 闲 的 ／ at one's

典学，词典编纂

下，把…留在 3．委托，把…交给』leave

leisure 当…有空的时候

lexis／ileksis／n．词，词汇

alone 不打扰，不干预

lemon／ileman／n．柠檬

liable／ilaiabl／adj.1．有法律责任的，

leave 2／li:v／n．1．假期，休假 2．同

lemonade

意，许可』on leave 休假／take French

lend／lend／y．1．把…借给 2．提供，

liaison／heizDn／n．（团体或个体间

leave 不告而别，擅自行动

给予

的）联系

lecture／lektj'a／n．演讲，讲课 y．讲

length ／ lejO ／ n ． 长 度 ， 距 离 』 at

liar／ilaia／n．说谎者

演，给…讲课

length①详尽地②最后，终于

liberal ／ ilibaral ／ adj.1 ． 宽 容 大 度 的

／

ilema ineid／n．柠檬汁

lecturer／lektj'2ra／n．1．演讲者 2．
（大

／ileksi'kDgrafi／n．词

有义务的 2．易于…的，有…倾向的

2．慷慨的，大量的 3．自由的，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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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4。开朗的

样的人或物

link／hjk／n．1．联系，关联 2．链环，

liberalism／ilIbar01izam／n．1．宽容

likelihood／ilaiklihud／n 可能，可能性

环节 y．连接，结合

2．自由主义 3．开明的思想或见解

likely／‘laikh／adj.

lion／‘laian／n．狮子』the lion's share

liberate／ihbareit，y.1．解放，使获自

liken／ilaikan／y．把…比作

最大的一份

由 2．释放，放出

likeness／ilaiknis／n．相似，相像

lioness／ilaianis／n．母狮

liberation

／ihba 'reij~n／n．解放

&adv.可能

likewise／ilaikwaiz／adv.

同样地

lip／hp／n．1 唇 2（杯子等）边，缘

liberty／ihbati／n．1．自由，解放 2．冒

liking／laikiJ／n 喜爱，爱好』have a

lipstick／ilipstIk／n．唇膏，口红

昧 3．(pZ)特权，特殊待遇』at liberty①

liking for 喜欢／to sb's liking 合某人的

liquid／ihkwid／n．液体 adj.1．液体的

自由的，可随意的②有空，闲着／take

意

2．清澈的，清脆的 3．流动的

lilac／ilailak／n．1．紫丁香 2．淡紫色

liquidate／ihkwideit／y.1.消灭，杀戮 2。

lily／ilili／n．百合，百合花

清盘（破产公司）

员，图书馆管理员

limb／hm／n．1．肢，腿，臂 2．树枝

liquor／‘hka／n．烈性酒，酒精类饮料

library／ilaibrari／n．图书馆，
（个人的）

limel／laim／n．石灰

list／hst／n．目录，清单，名单 y．将…

书房，书库

lime2／laim／n．酸橙

列在表上，列单子

limelight／ilaimlait／n 众人注意的焦

listen／ihsan／y． （留心地）听』listen

照，许可证，执照 2．许可，特许

点

in①收听（广播等）②偷听，监听

lichen／ilaikan／n．地衣

limestone

the liberty to do sth 冒昧地做某事
图书馆馆

librarian／laiibrearian／n．

licence, license

／ilaisans／n．1．牌

／

ilaimstaun／n．石灰石

literacy／ilitarasi／n．识字，会读会写，

limit／ilimit／y．限制，限定 n．1．界

有学识

lid／hd／n．1．盖子 2．眼睑，眼皮

限，限制 2．印 Z）边界，范围』off limits

literal／ilitara1／adj.1．逐字的 2．字面

liel／lai／y．说谎 n．谎言

禁止进入／within limits 适度地，在合

的，原义的

lie2／lai／y．1．平躺 2．位于 n．状态，

理的范围内

literally／ilitarali／adv.1．逐字地，确

位置

limitation，ilimi'teI,an／n．1．限制，

实地 2．（用以加强语气）简直，毫不

lieu／lju:／n．in lieu of 代替

限定 2．限制因素（条件）

夸张地

lieutenant／lefItenant／n．1.尉级军官

limited／ihmitid／adj.有限的

literary／ihtarari／adj.文学（上）的

2．副官

limousine／ilimuzi:n／n．轿奎

literate／ilitarat／adj.1．有读写能力的

life／laif／n．1．生命 2．生物 3．生

limpl／limp／y．1．蹒跚；一瘸一拐地

2．有文化的，有学识的

存，人生 4．活力』come to life①恢复

走 2．缓慢而费力地行走 n．跛行

literature

知觉，苏醒②活跃起来／take one's life

limp2／limp／adj.1．柔软的，易弯曲

品）2．文献

自杀／take sb's life 杀死某人

的 2．柔弱的，无力的

litigation

lifetime／ilaiftaim／n．-生，终生

line／lain／n．1．线条，直线 2．界线，

事的）诉讼

lift／hft／y．1．提高，举起 2．
（云等）

分界线 3．列，行 4．线，绳，电话线，

litre，liter／ili:ta／聆．公升

消散』lift off 升空，起飞 n．1．电梯，

铁轨 5．路线，方针』in line for 有获得…

litter／ihta／n．1．乱丢的废弃物 2．-

升降机 2．免费乘车

的希望／in line with 与…一致 y．1．用

胎所生的小动物 y．在…上乱丢东西，

线标示，
（使）生皱纹 2．排列成行

乱丢

lightl／lait／n．1．光，光线 2．灯火

lineage／hniid3／n．家系，世系，血统

little／ilitl／

3．
（眼中的）闪光 4．眼光，见解』in the

linear／ilinia／adj.1．线的，直线的，

少的 2．不重要的 3．不足的 adv.很少，

light of 鉴 于 ／ throw light on 阐 明

线状的 2．长度的

一点也不 pron.徼少，少量』a little 很

y．1．点燃，开始燃烧 2．照亮 adj.1．光

linen／ihnin／n．1．亚麻布 2．床单，

少／little by little 逐渐地

线充足的，明亮的 2．浅色的

被单，桌布等

livel／hv／y．1．生存，居住，生活

light2／lait／adj.1．
轻的 2．
少量的 3．轻

linerl／ilaina／n．1．大客轮 2．班机，

2．过…的生活』live on 靠…过日子／

快的，轻巧的，轻松的』make light of

班船

live up to 不辜负，达到

轻视，视…为微不足道

liner2／ilaina／n．衬里，衬垫

live2／laiv／adj.1．活的 2．有生气的，

lighten／ilaitan／y.1. （使）明亮 2．减

linesman／ilainzman／n．1.边线裁判

活泼的 3．现场直播的

轻…负担 3．
（使）愉快（轻松）起来

员，巡边员 2．线务员，架线员

livelihood／ilaivlihud／n．生计，谋生

lighter／ilaIto／n．打火机

linger／liJ ga／y．逗留，ij}徊

方式

lighthouse／ilaithaus／n．灯塔

linguist／lijgwist／n．1．语言学家 2．通

lively／ilaivli／adj.1．活泼的 2．生动

lightning／‘laitniJ／n． 闪电 adj.闪电

晓数种语言的人

的

武的

linguistic／hJ'gwistik／adj.语言的，语

liven／ilaivan／y．使…有生气，活跃

likel／laik／y．1．喜欢 2．愿意，想

言学的

liver／iliva／n．肝，肝脏

like2／laik／prep.1．像 2．例如，比如

linguistics／lio gwistiks／n．语言学

livestock／ilaivstDk／n．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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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k／hk／y．舔 n．1．舔 2．少量

ligament／‘hgamant／n．

韧带

conj.如同 adj.像。
。
。的，相像的 n．同

／‘litaratj'a／n． 1.文学（作
／

iliti'geij'2n／聆．（非刑

(less, least)adj.1．小的，

livid／ilivid／adj.1．青灰色的 2．极生
92

气的

Z）腰部

loss／IDS／n．1．遗失，丧失 2．失败，

living／‘IIVIIJ／adj.1．活着的，现存

loiter／iloita／y．闲逛

输 3．损失，亏损』at a loss 范然，不

的 2．生活的 n．生计，生活方式』make

loll／IDI／y．懒洋洋地呆着、坐着或

知所措

a living 谋生

站着

lost／IDst／adj.1．丢失的 2．丧失的，

living-room／livijru:m／n．客厅

lonely／ilaunh／adj.1．孤单的，孤独的

失去的 3．迷失的，迷途的

lizard／ilizad／n．蜥蜴

2．偏僻的，荒凉的

lot／IDt／n．1．大量，许多 2． (p/)

load／laud／n．1．负担，负荷 2．载

lonesome

重量，工作量 y．装（货），装子弹，

寂寞的 2．人迹稀少的

大量的／a lot 非常，相当

装胶卷

longl／IDIJ／adj.（长度、时间）长的

lotion／‘lauj'2n／n．护肤液，洗涤剂

adv.长久地』as long as 只要／no longer

lottery／IIDtari／n．摸彩，奖券

状食品

不再 n．长时间』before long 木久

lotus／llautas／n．荷花

loaf2／lauf／y．消磨时间，闲逛

long2／IDIJ／y．渴望，想念』long for

loud／laud ／adj.1．响亮的，大 声的

loan／laun／n．1．借出，贷与 2．借

盼望，渴望

2．过分鲜亮的

出之物，贷款 y．借出，贷与

longevity／IDn'd3evati／n 长寿，长命

loudspeaker

loathe／lau6／y．憎恨，厌恶

longing／‘IDIJIIJ／n． &adj.渴望（的）

音器，扬声器

lobby／‘IDbi／n．1．大堂，门厅 2．院

longitude

外活动集团 y．向（议员或官员）游说，

look／luk／y．1．看 2．看来 3．朝向』

洋洋地靠坐着 2．闲逛，混时间

疏通

look after 照料，照顾／look at 看，考

louse／laus／n．(p/ lice)虱子，寄生虫

lobe／laub／n．1．耳垂 2．
（脑、肺等

虑，审视／look down on 轻视，看不起

lousy／ilauzi／ad.j.1．多虱的 2．讨厌

的）叶

／look for 寻找，寻求／look forward to

的，糟糕的

lobster／iIDbsta／n．1 龙虾 2 龙虾肉

盼望，期待／look into 检查，调查／look

lovable／iIAvabl／adj.

local／ilauka1／adj.本地的，地方的，

on①旁观②认为，看作／look out①往

喜欢的 lovably

局部的

外看②注意，留神／look over 检查（事

love／IAV／n．1．爱，爱情 2．喜爱，

locality／lau ikzelati／n．位置，地点，

物），过目／look through 查看，审查／

爱好 3．所爱的人（或物）4．
（网球赛）

现场

look to①指望②留意，负责／look up

零分 y．1．爱，爱慕 2．喜欢，爱好

locate／lauikeit／y．确定…的位置，

查阅／look up to 尊敬 n．1．看 2．外

lovely／iIAvli／adj.1．美丽的，可爱的

把…设置在

表，神态

2．令人愉快的

lookout／ilukaut／n．1．留神观察 2．监

lover／IIAVa／n．1．情人 2．爱好者

点，场所 2．定位，安置

视人，守望者

loving／IAVIIJ，adj.爱的，表示爱的

lock／IDk／n．锁，水闸 y．锁住，关

looml／lu:m／n．织布机

low／lau／adj.1．低的，矮的 2．低声

起来

loom2／lu:m／y．1．隐隐呈现 2．阴

的 3．不足的 4．消沉的 5．粗俗下流

locker／iIDka／n．
（学校、体育馆等的）

森地逼近 n．隐隐呈现的形象

的 6．卑微的 adv.向下，低

储物柜

loop／lu:p／n．圈，环 y（使）成圈

lowbrow／ilaubrau／adj.

locomotive ／ ‘laukamautiv ／ adj. 移 动

loophole／ilu:phaul／n．漏洞

无文化修养的

的，机动的 n．火车头

loose／lu:s／adj.1．松动的，宽松的

lower／ilaua／y．降低，放下 adj.较低

locust／ilaukast／n．蝗虫

2．不受束缚的 3．不精确的 y．释放

的，较下的

lodge／IDd3，y．1 暂住，留宿 2．卡

loosen／ilu:san／y． （使）松开，解

loyal／lloial／adj.忠诚的，忠实的

住 3．正式提出 4 存放，寄存 n．小屋

开，放宽（限制）

loyalty／110ialti／n．忠实，忠贞

lodging／‘IDd3iJ／n．

loot／lu:t／n．掠夺物，赃物 y．掠夺，

lubricant／ilu:brikant／n．润滑油

所 2．(pZ)出租的房间（公寓）

抢劫

lubricate

loft／IDft／n．阁楼，顶楼

lop／IDp／y．剪去，砍掉（树枝等）

给…上油 2．起润滑作用

lofty／iIDfti／adj.1．
（思想等）崇高的

lopsided

2．高耸的 3．高傲的

边的，不平衡的

脑清醒的

log／IDg／n．1．大木头，原木，木材

lord／lo:d／n．1．统治者，主人 2．贵

luck／IAk／n．运气，命运，幸运』be

2．航海或飞行日志

族 3．
（对某些高级官员的尊称）大人，

in luck 交好运／be out of luck 倒霉

logic／IDd3ik／n．逻辑（学）
，逻辑性

阁下 4．(cap)耶稣基督，上帝

lucky／iIAki／adj.幸运的，好运的

logical／IDd3ika1／adj.符合逻辑的，逻

lorry／IIDri／n． (BrE)大卡车，运货

lucrative／ilu:krativ／adj.生利的，赚钱

辑上的

汽车

的

lose／lu:z／y．1．遗失，丧失 2．失败，

ludicrous

输掉 3．亏损，减少

蠢的

-条（只）面包，块

／‘IDnd3itju:d／n．经度

抽签 3．命运』a lot of; lots of 许多的，

／

ilaud ispi:ka／n．扩

lounge／laund3／n．休息室 y．1．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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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fl／lauf／n．

／llaunsam／adj.1．孤单的，

location／lau'keij'zn／n．

logistics

1.位置，地

1．住所，寓

／lau 'd3istiks／n．后勤

logo／IDgau／n．标识

／IIDp isaidid／adj.倾向一

loin／loin／n．1．
（动物）腰部的肉 2．印

可爱的，讨人

／ilu:brikeit／y.

无知识的，

1.使润滑，

lucid／ilu:sid／adj.1．明白易懂的 2．头

／ilu:dikras／adj.可笑的，愚

lug／IAg／y．用力拖，费力搬运
93

luggage／IAgid3／n．行李

machine／maJ'i:n／n．1．机器，机械

maiden／meidan／n 少女，处女 adj.1

lukewarm／ilu:kwo:m／adj.1．
（液体）

2．
（政党等的）核心机构

首次的，初次的 2．未婚的，处女的

微温的 2．不热心的

machinery／ma'J'i:nari／n．1．
（总称）

mail／meil／n．1．邮政 2．邮件 y．邮

lull／IAI／y．1．哄（婴儿）入睡 2．使

机器，机械 2．
（政府、政党等）机构

寄』mailing list 邮寄名单

（风暴、波浪等）平息，使（感情等）

macho／mQ：t，9u／adj.有男子气概的

mailbox／imeilbDks／n．邮箱，信箱

平息

强壮的

maim／meim／y．使残废，使负重伤

lullaby／iIAlabai／n．摇篮曲，催眠曲

mackerel

lumberl／iIAmba／y 缓慢而笨拙地移

mackintosh／rrizekintDJ'／n．1．防水

main2／mein／n． （输送水、电、煤

动

胶布 2．(BrE)雨衣

等的）总管道，干线

lumber2／iIAmba／聆．1，木材 2．无

macroeconomic ／ imzekr9U-/:kanDmik

mainland／rneinland／n．大陆，本土

用杂物

／adj.宏观经济的

mainspring／meinspriJ／n．1．
（钟表内

luminous／ilu:minas／adj.发光的,光亮

mad／mzed／adj.1．疯的，精神错乱的

的）主发条 2．原动力，主要原因

的

2．愚蠢的 3．愤怒的 4．狂热的

mainstay／‘meinstei／n．1.（船）主牵

lump／IAriip／n．1．
（一）块 2．大量

madam／rnzedam／n 夫人太太，小姐

条 2．主要依靠

3 肿块

madame／mzedam／n．…夫人

mainstream ／Imeinstri:m／n．主流，

lunacy／ilu:nasi／n．精}中错乱

madden／imzedan／y 使发狂，使恼火

主要倾向 adj.主流的

lunar／ilu:na／adj.月的，月球的，阴历

Mafia／rnzefia／n． (cap)黑手党

maintain

的

magazine

／imzekaral／n．

鲭鱼

／meinltein／v.1.维修，保养

严 co
ww
m
禁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c
严
ww
om
禁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严 co
ww
禁 m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严 co
ww
禁 m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mzega lzi:n／n．1．杂

main1／mein／adj.主要的，最重要的

2．赡养，供养 3．保持 4．坚持认为，

志，期刊 2．
（枪上）弹盒，（相机等）

主张

神失常者 2．极愚蠢的人 adj.1．精神失

底片盒 3．弹药库

maintenance／meintanans／ n．1．维

常的，疯的 2．极愚蠢的

maggot／mzegat／n．蛆

修，保养 2．（分居丈夫给妻儿的）生

lunch／IAntj'／n．午餐

magic／‘mzed3ik／n．1．魔术，法术

活费 3．维持，保持

2．魔力，魅力 adj.1．魔术的 2．不可

maize／meiz／n．1．玉米 2．
（玉米似

餐会

恩议的

的）淡黄色

lung／IAIJ／n．肺

magical／mzed3ika1／adj.1.魔法的，魔

majestic／ma'd3estik／adj.壮丽的，威

lunge／IAnd3／y．猛向前冲，刺，戳

术的 2 不可思议的，迷人的，有魅力的

严的

lurch／13:tj'／y．蹒跚而行，突然倾斜

magician／mald3ij'2n／n 魔术师，术士

majesty ／ ‘mzed3isti ／ n ． 1.(cap) 陛 下

n．蹒跚的步态』leave sb in the lurch 弃

magnanimous

某人于危难之中

／adj.宽宏大量的，高尚的

majori／-meid3a／adj.主要的，重要的，

lure／ljua／n．引诱物，诱惑力 y．引

magnate／‘mzegneit／n．大富豪，权贵

重大的

诱，诱惑

magnesium／mzeg Ini:ziam／n．镁

major2／meid3a／n．（陆军或美空军）

lurk／13:k／y．潜伏，暗藏

magnet／‘mzegnit／n．1．磁铁，磁石

少校

luscious／IAJ'as／adj.1．美味的，芬芳

2．有吸引力的人（物）

major3／-meid3a／y．（大学里）主修

的 2．性感的

magnetic／mzeg inetik／adj.1．磁的，

n．主修的专业

lush／IAJ'／adj.（植物）繁茂的葱翠的

有磁性的 2．有吸引力的，有魅力的

majority／ma'd3Drati／n．大部分，大

lust／IAst／n．1．强烈的欲望 2．性欲

magnetism ／‘mzegnitizam／n．1．磁

多数

luster／IIAsta／n．光泽，荣耀

性，磁性作用，磁学 2．吸引力，魅力

makel／meik／n（产品的）牌子，样式

lute／lu:t／n．诗琴，琵琶

magnificent ／ mzegInifisant ／ adj. 富 丽

make2／meik／y．1．做，制造 2．使，

堂皇的，宏伟的，极好的

迫使 3．赚（钱）4．制定 5．成为，使

lunatic，ilu:natik／n．

luncheon

1．疯子，精

／IIAntj’an／n． 午餐，午

luxuriant

／

IAg' zjuariant

／adj.

繁密的，茂盛的
luxurious

／

／

mzegnzemmas

magnify／‘mzegnifai／y.
IAg'zjuarias

／adj.豪

1.放大，扩

大 2．夸大

（对国王或王盾的称呼）2 宏伟，庄严

成为 6．整理，准 7．等于，总计 8．造
成，构成 9．认为，估计 10.实行，进

华的，奢侈的

magnitude

／‘mzegnitju:d／n．1．巨

行』be made from 由…制造／be made

luxury／‘IAkj'2ri／n．1．奢侈 2．奢侈

大，庞大 2．重要性，重大 3．大小，

of 由…制造／make one's way 去，前去

品 3．豪华

量，亮度

／make believe 假装／make for①走向

lychee／laitj'i／n．荔枝

magnolia／mzeg inauha／n．木兰

②促进，有助于／make…into 把…转变

lynch／lInt 丁／v．私刑处死

magpie／mzegpai／n．鹊

为／make it 做成，
成功／make off 逃走

lyric／ihrik／n．抒情诗 adj.抒情的

mahogany

lyrical／ihrika1／adj.1．抒情的 2．极

花心木

明白／make up①编造②化妆③组成④

热情的

maid／meid，n．1．女佣 2．未婚少女

和解／make up for 弥补，补偿

3．未婚女子

make-believe／‘meikbili:v／n．1．假装，

macaroni／

imzeka 'rauni／n．通心

／ma'hDgani／n．红木，桃

／make out①写出，开出②看懂，听懂，

虚构，幻想

粉，通心面
94

makeshift／meikj'ift／n．临时替代品，

manager／‘mzenid3a／n．经理，主管

2．宅第，公馆

权宜之计 adj.临时的，代用的

managerial／Tnzena'd3iarial／adj.经理

manslaughter／rnzenislo:ta／n．过失杀

make-up／meikAp／n。1．化妆 2．构

的，管理的

人（罪）

造，组织 3．气质，性情

mandarin

／imzendarin／n．1．
（中国

mantelpiece／‘mzent2lpi:S／n．壁炉台

making／‘meikiJ／n．作，制作』be the

清朝）高级官员 2．(cap)（中国的）官

mantle／mzentl／n 覆盖物，披风，斗

making of sb 使某人成功／have the

话（普通话的 1 日称）

篷

making of sth 有条件成为某物／in the

mandate／imzendeit／n． 1.授权，命

manual／imaenj ual／adj.1.手工的，用

making 在制造、形成或发展的过程中

令 2．委托统治权 y．1．将（某地）委

手的 2．体力的 n．手册，指南

托某国管理 2．命令（某人）做某事

manufacture／mzenju fzektj'a／y．（用

mandatory ／

机器大量）生产，制造，z．制造，制

maladjusted

／ imzela 'd3Astid ／ adj.

不能适应环境的，调节不好的
／ imzeladTninisIt

-mzendatari

／adj.强

制性的，义务性的

造业，(p/)严品

reij'2n／n．处理不善

mane／mein／n．鬃毛

manure／manjua／n．粪，肥料 y．施

malady／mzeladi／n．1．病，疾病 2．
（社

manful／rnzenfUl／adv.有男子气概的，

肥于

会的）弊病，弊端

勇敢的，果断的

manuscript／‘mzenjuskript／n．手稿，

malaria／mailearia／n．疟疾

manger／‘meind3a／n（牲畜的）饲料

原稿

male／meil／adj.男性的，雄性的 n．男

槽 a dog in the manger 霸占某些东西而

many／‘meni／

人，雄性动（植）物

不让他人使用的人，占茅坑不拉屎的人

的，大量的』a good many;a great many

maladministration

(more，most) adj.许多

mango／mzengau／n．芒果，苦果树

很多的 pron.许多，大量

malfunction／TnzelfAJkj'2n／n．失灵，

manhood／imzenhud／n．成年，成年

Maori／rnauri／n．1．毛利人（新西兰

故障

时期，男子气概

土著人）2．毛利语

malice／imzelis／n 恶意，敌意，怨恨

mania／-meinia／n．1．狂躁症 2．狂

map／mzep／n．地图

malicious／maIij'as／adj.有恶意的，心

热，癖好

maple／imeipl／n．槭树，槭木，枫树

怀恶意的

maniac／imeinizek／adj.狂躁的，疯狂

mar／ma:／y．破坏，毁坏，糟蹋掉

的，狂热的 n．躁狂者，疯子

marathon

的，有害的

manic／mzenik／adj.躁狂的 n．躁狂者

赛跑 2．长距离赛跑 adj.持续不断的

malignancy ／ma'lignansi／n．1．
（疾

manicure

病）恶性 2．恶意，敌意，怨恨

y．为…修指甲

malignant／malignant／adj.1．（疾病）

manifest

恶性的，致命的 2．有恶意的

易明白的 y．表明，显示

march／mQ：t，／y．&n．
（如士兵般）

mall／mo:l／n．购物中心

manifestation ／ rmzenifes rteiJ'2n ／

行进

malnutrition／Tnzelnj u:ltrij'2n／n．营

n1．表明，证明 2．表现形式 3．现象

mare／mea／n．母马，母驴

养不良

manifesto

malnutritious ／ .mzelnju:trij'2s ／ adj. 营

言，声明

margin／1ma:d3in／n．1．页边的空白

养不良的

manifold／imzenifauld／adj.多种的，多

处 2．余额，富裕 3．边界，边缘地区

malpractice／．mzeliprzektis／n．玩忽

方面的

marginal

职守，渎职

manipulate

malt／mo:lt／n．
（用于制啤酒的）麦芽

练地使用，巧妙地处理 2．操纵，摆布

微不足道的 3．边缘的

maltreat／Tnzelltri:t／y．虐待

mankind／mzenikaind／n．人类

marijuana

mammal／Imzemal／n．哺乳动物

manly／mzenli／adj.男子气概的，适合

大麻中的毒质

mammoth／imzema0／adj.巨大的，庞

男子的

marine／malri:n／adj.1．海的，海里的

大的 n．1．猛犸 2．庞然大物

man-made

man／mzen／n．1．成年男子 2．入类

造（工）的，合成的

军陆战队士兵

3．人

manner／Imzena／n． 1．方式，方法

marital／mzerita1／adj.婚姻的

manacle／rnzenakl／n．(p/)镣铐，手铐

2．态度，举止 3．印 Z）礼貌

maritime／‘mzeritaim／adj.海洋的，海

manage／mzenid3／y．1．经营，管理

manoeuvre，

2．设法做到

／n．1 部署，巧妙的调动 2．策略，花

mark／ma:k／n．1．斑点，痕迹 2．分

招 y．
（敏捷地）操纵，
（灵巧地）移动

数 3．标记，符号 y．1．弄脏，留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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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formed／mzel ifo:md／adj.畸形的

malign／ma ilain／adj.

manageable

（疾病）恶性

／‘mzenid3abl／adj.易支

配的，易管理的
management

manpower
／ ‘mzenid3mant ／

n．1．管理，经营 2．主管人员，管理

／ ‘mzeni.kjua ／ n ． 修 甲

imzeni'festau／n．宣

／ma inipjuleit／y．1．熟

／

‘mzenmeid

maneuver

／adj.人

／ma-nu:va

／‘mzenpaua／n．人力，

劳动力
mansion

marble／ima:bl／n．大理石 adj.大理石
的，大理石般的

／imzenifest／adj.明显的，

／

／rnzeraODn／n．1.马拉松

March／mQ：t，／n．三月

margarine／rna:d3ari:n／n．人造黄油

／‘ma:d3ina1／adj.1．空白

边缘的，栏外的 2．微小的，少量的，

／imzeri ihwa:na，n．大麻，

2．船舶的，航海的 n．1．海运业 2．海

运的，海事的

迹 2．给予分数 3．标志，表示
marked／ma:kt／adj.

／‘mzenj'2n／n．

1.大厦

显著的，明显的

marker／ma:ka／n1．做标记的人（或
工具）2 记分员 3（旗、杆等）标示物

部门
95

market／ima:kit／n． 1．市场，集市

大规模的』mass media（电视、报纸等）

源地 2．矩阵

2．销路，需求』market economy 市场

大众传播媒体

matron／meitran／n．1．（学校的）女

经济

massacre

marketing／ma:kitiJ／n．销售学，市场

massage／rnaesa:3／n．&y.按摩，推拿

matter／Imzeta／n．1．问题，事情 2．物

推广

massive／rnzesiv／adj.1 巨大的，大而

质，材料 3．重要性，重大关系』a matter

marking／‘ma:kiJ／n．作记号，记分

结实的 2．大量的，大规模的，强大的

of course 理所当然的事／as a matter of

／ma:ksman／n．神枪手

mast／ma:st／n．船栀，（挂旗用的）

fact 事实上／no matter 不管…y．有关

marmalade／rna:maleid／n．橘子酱，

长杆，天线杆

系，要紧

果酱

master／rna:sta／n．1．主人 2．男教

mattress／rnzetris／n．床褥，床垫

marquee／ma:iki:／n．大帐篷

师 3．艺术大师，名家 4．(cap)硕士 y．掌

mature／maltjua／adj.成熟的，理智的

marriage／mzerid3／n．1．婚姻，婚姻

握，精通

y．（使）成熟 maturity

生活 2．婚礼

mastermind

married／rnzerid／adj.1．已婚的 2．婚

妙地）策划 n．聪明人，智多星

姻的

masterpiece

marrow／rnzerau／n．1．骨髓 2．精髓

作，代表作

独立见解者

3．葫芦科蔬菜

mastery／ma:stari／n．1．控制权，统

maxim／mzeksim／n．格言

治权 2．精通，掌握

maximum／mzeksImam／n．最大值，

marksman

娶，嫁，和…结

marry／‘mzeri／y．

／imzesaka／n & y．大屠杀

／ima:stamaind／y．（巧
／

‘ma:stapi:s

舍监 2．(old use)女护士长

maul／mo:l／y．抓伤，拉伤
mauve／mauv／n． &adj.紫红色（的）

／n．杰

maverick／mzevarik／n．持异议者，持

mat／mzet／n．席子，垫子

顶点扰巧．最大的，最高的，最多的

Mars／ma:z／n．火星

match1／m 茁 t，／n．1．比赛，竞赛

May／mei／n．五月

marsh／mQ：J’／n．沼泽，沼泽地区

2．
对手 3．匹配物 y．
1．
与…相配 2．
与…

may／mei／aux.y．1．可能，也许 2．可

marshal／‘mQ：
，al／n．元帅 y．整理，

相匹敌

以 3．祝，愿』may as well 还是…为好

排列

match2／m 茁 t，／n．火柴

maybe／meibi:，adv.也许，大概

mart／ma:t／n．市场，商业中心

mate／meit／n．1．伙伴 2．伴侣 3．船

mayhem／meihem／n 大混乱，大破坏

martial／‘m：，al／adj.战争的，军事的

长的副手』the first (second) mate 大

mayor／mea／n．市长

martyr／Ima:ta／n．烈士，殉道者

（二）副

maze／meiz／n1 迷宫 2 混乱，迷惑

marvel／Ima:va1／n．令人。晾奇的事

material／maltiarial／n． 物质，材料，

me／mi:／pron.我（宾格）

物 y．惊奇，惊异

资料，素材 adj.1．物质的，非精神的

meadow／rnedau／n．草地，牧地

2．重要的，必需的

meagre, me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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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使…成婚

marvellous,
／adj.

／ ma:-valas

marvelous

很好的，妙极了的

materialize

／

瘦的，（土地）贫瘠的，少量的

ma-tiarialaiz／y． （使）具体化，
（使）

meal／mi:l／n．-餐，用餐时间

主义

实现

mean1／mi:n／y．1．表示…意思，意

Marxist／ma:ksist／n．马克思主义者

materialism ／maitiariahzam／n．唯物

指 2．意欲 3．意味着

mascot／imzeskat／n． 吉祥物，吉祥

主义，物质主义

mean2／mi:n／adj.1．自私的，吝啬的

的人

maternal／rrialt3:na1／adj.母亲（般）

2．卑鄙的，令人讨厌的

的，母性的，母系的

mean3 ／ mi:n ／ n ． 平 均 值 ， 平 均 数

adj.1．男性的，有男子气的 2．阳性的

maternity ／rria lt3:nati／n．母性，产

adj.1．平均的 2．中等的，普通的 3．中

masculinity／Tnzeskjuliniti／n 男子气

科医院 adj.孕妇的，产妇的

间的，中庸的

概

mathematical／FnaeOimaetikal／adj.数

meander／milenda／y.1．漫游，闲荡

mash／m 茁，／v．捣烂，压碎 n．土

学（上）的

2．蜿蜒而流

豆泥

mathematician／imzeOim9'tiJ'2n／n．数

meaning／mi:niJ／n．意义，含义，重

mask／ma:sk／n．面罩，假面具 y．掩

学家

要性

饰，伪装

mathematics／imze.I'mzetiks／n．数学

means／mi:nz／n．1．方式，方法，手

masked／ma:skt／adj.1．戴面具的 2．隐

maths ／ mzeOs ／

段，工具 2．收入，财富』by all means

蔽的

formathematics)，z．

Marxism

／

materialise,

／‘mi:ga／adj. （人）

masculine

ima:ksizam，n．马克思

／

-mzeskjulin

／

(abbre

数学

当然可以／by means of 用，靠／by no

matinee／Imzetinei／n．
（电影院或剧院

means 决不

masquerade／imze sko ireid／y．假装，

的）下午扬

meantime／mi:ntaim／n．期间，同时

冒充 n．1．化装舞会 2．假装，伪装

rnating／rneitiJ／n．交配

／in the meantime 与此同时 adv.
（与此）

mason／‘meisan／n．

Mass，mass

石匠，泥瓦匠

／mzes／n．

1．弥撒

matriculate

／maitrikjuleit／y．被录取

同时

2．弥撒曲

入大学

meanwhile

／

mass／mzes／n．1．-大块，大堆 2．许

matrix／imeitriks／n．1．发源地，策

adv.1．在某段期间 2．与此同时 n．其
时，期间，同时

多，大量 3．群众，民众 adj.群众的，
96

-mi:nhwail

／

会，会见 3．汇合点

mercantile

megaphone／megafaun／n．扩音器

易的，商业的

adj.1．可量度的，可测量的 2．明显的，

melancholy／melankah／n．& adj.忧郁

mercenary／m3:sinari／adj.图利的，市

相当大的

（的），悲伤（的）

侩的

measure／me3a／y．1．测量 2．有…

mellow／rnelau／adj.1．
（水果）甜熟的，

merchandise

长（或宽，高等）n．1．度量，量度单

甘美的 2．（颜色）柔和的

品，货物

位 2．标准，尺度 3．措施，办法 4．程

melodrama／melauldra:ma／n．1．情节

merchant／rri3:tj'ant／n． 商人 adj.商

度，范围

剧 2．轰动的事件，感情冲动的言行

业的，商人的

measurement／‘me3amant／n．1．测定，

melody／imeladi／n．旋律，曲调，美

merciful／im3:siful／adj.仁慈的宽大的

测量 2．
（量得的）尺寸，大小

妙的音乐

merciless／Tri31silis／adj.贱忍的，冷

meat／mi:t／豫．肉

melon／melan／n．瓜，甜瓜

酷无情的

Mecca／mek~／n．1． （cap)麦加（伊

melt／melt／y．1．（使）融化，
（使）

mercury／im3:kjUri／n． 1.水银（柱）

斯兰圣地）2．许多人想参观的地方

熔化 2．
（使）消散，
（使）消失 3．
（态

2．(cap)水星

mechanic／miikzenik／n 机械师，技工

度等）软化

mercy／1II13ISI／n．宽大，仁慈，怜

member／rnemba／n．成员，会员

悯』at the mercy of 由 …支配／have

机械的，靠机械的，机械制造的 2．机

membership／‘membaj'ip／n．1．会员

mercy on 对…表示怜悯

械的，呆板的

资格 2．全体成员；成员数

mere／mia／adj.1．仅仅，只不过 2．纯

measles／rni:zlz／n．麻疹
／

measurable

／mi ikzenika1

／

／adj.1。

im3:kantail

／adj.贸

／ ‘m3:tj'andaiz ／ n ． 商

粹的

严 co
ww
m
禁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c
严
ww
om
禁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严 co
ww
禁 m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严 co
ww
禁 m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mechanical

‘me3arabl

／

mechanics／miikzeniks／n．1．力学，

membrane／imembrein／n．膜，薄膜

机械制造学 2．结构，技巧

memento

mechanise， mechanize

／me-kanaiz

／y．使（过程、工厂等）机械化
mechanism

／imekanizam／n．1．机

／milmentau／n．纪念品

merely／imiah／adv.仅，只不过

memo／memau／(abbre for

merge／m3:d3／y． （使）合并，
（使）

memorandum)n．备忘录，便函

并入

memoir／memwa:／n．

merit／rnerit／n．优点，长处，功绩，

(p/)自传，回

械装置 2．结构，机制，机构

忆录

medal／imeda1／n．勋章，奖牌，徽章

memorable

meddle／imedl／y．干预，干涉，插手

得纪念的，难忘的 rnernorablv

media／mi:dia／n． (p/)（电视、报纸

memorandum

等）大众传播媒介

n．备忘录，便函

n．（儿童玩的）旋转木马

mediate／rni:dieit／y．调停，斡旋

memorial／mImo:rial／n．纪念碑，纪

mesh／mej'／n．1．网状物，网眼 2．网

medicaid／imedikeid／n．(AlrlrlE)医疗

念物 adj.纪念的，追悼的

状结构 y．1．啮合 2．协调，配合

补助

memorise, memorize ／ Imemaraiz ／

mesmerise, mesmerize

y．记住，熟记

／y．1．对…催眠 2．使…着迷

memory／memari／n．1．记忆，记忆

mess／mes／n．1．杂乱的一团 2．混

力 2．回忆，怀念 3．存储器

乱的情形 y．1．把…弄糟 2．干涉

menace／‘menas／n． 1．咸胁，危险

message／mesid3／n．1．信息，口信

2．讨厌的人（或物）y．威胁

2．
（故事等的）启示，主旨

学，医术

mend／mend／y．1．修理，修补 2．逐

messenger

medieval／．mediii:va1／adj.中世纪的

渐康复

使者 2．通信员，传令兵

mediocre／Fni:di'auka／adj.平庸的，低

menial／imi:nial／adj.

劣的

的，枯燥的 n．做粗重工作的人

星 2．耶稣

meningitis／imenin-d3aitis／n．脑膜炎

metabolism／mirtzebahzam／n 新陈代

medical／imedika1／adj.

医学的，医

术的，医疗的
medication

／imedi'keij'2n／n．药物

治疗，药剂，药物
medicine

／imedisin／n． 1.药 2．医

meditate／imediteit／y.

1.沉思，冥想

2．仔细计划，策划

menopause

功劳 y．应得到，值得

／

／

-memarabl

／adj.值

merry／Imeri／adj.欢乐的，愉快的

／ imema lrzendam ／

（工作）低贱

‘menaupo:z

mermaid／im3:meid／n．美人鱼

／n．停

merry-go-round

／ ‘merigauraund ／

／ me-zmaraiz

／‘mesind3a／n．1．信使，

Messiah／mi-saia／n．1．救世主，救

谢

经期，更年期

metal／met21／n．金属

n．地中海

menstrual／rnenstrual／adj.月经的

meta 川 c／miitzehk／adj.

medium／imi:diam／adj.中等的，适中

mental／Imenta1／adj.1．心智的，思想

的，金属制的

的 n．1．媒介，方法，手段 2．中间，

的 2．精神病的

metallurgy／me'tzelad3i／n．冶金学

中庸

mentality ／men itzelati／n．1．脑力，

metaphor／rnetafa／n．隐喻

meek／mi:k／adj.温顺的，逆来顺受的

智力 2．思想，心态

metaphysical

meet／mi:t／y．1．遇到，碰上 2．会

mention／rnenj'2n／n．&V.提及，谈到

adj.1．形而上学的 2．
（思想）玄奥的

见，相会 3．迎接 4．满足，符合 n．运

menu／imenju:／跑． 菜单，
（计算机

meteor／mi:tia／n．流星

动会

荧屏上显示的）选择单，菜单

meteorology，rmi:tia'rDlad3i／n 气象学

Mediterranean

， imedita lreinian ／

meeting／‘mi:tiJ／n．
1．会议，
集会 2．
聚

金属（性）

／ imeta'fizik21 ／

meteorological／imi:tiaraIDd3ik21／adj.
97

气象（学）的

might2／mait／n．1．力量，威力 2．势

模仿 n．模仿他人言行者 adj.假装的

meter／rni:ta／n．1.(ArnE)米 2 计量器

力，强权

mince／mins／y．剁碎，绞碎 n．肉馅

mighty／Imaiti／adj.强大的，有力的，

mind／maind／n．1．思想，精神，头

巨大的

脑 2．心情，情绪 3．看法，见解 4．智

methane

／imi:Oein／n．甲烷，沼气

method／imeOad／n．方法，办法

migraine／‘mi:grein／n．偏头痛

力，有才智的人』bear in mind; keep in

法的，有条理的，有秩序的

／mi iODdika1／adj.有方

migrant／‘maigrant／n．移民，候鸟

mind 牢记／change one's mind 改变主

methodology／meOa'dDlad3i／n．1．方

migrate／mai'greit／y.（鸟等）定期迁

意／make up one's mind 下定决心／

法论，方法，方式 2．一套方法

徙，移居，迁移

speak one's mind 直 言 不 讳 ／ to my

migration／mai'greij'2n／n 迁徙，移居

mind 依我看 y．1．介意 2．注意，小

mild／maild／adj.1．温和的 2．温暖的

心 3．专心于

3．味淡的 4．轻微的

minel／main／pron.我的

2．韵律，拍子

mile／mail／n．英里

mine2／main／n．1．矿藏，矿 2．地

metric／imetrik／adj.公制的，米制的

mileage／‘maihd3／n．英里数，按英里

雷，水雷 y．开矿，采矿

metro／rnetrau／n． （大城市的）地

计数的运费

minefield／mainfiald／n．布雷区

下铁路系统

mileometre,

metropolis／miitrDpahs／n．大城市，

n．（汽车等的英里数）计程器

都会，首府

milestone

methodical

／mi itikjulas／adj.极细致

meticulous

的，体察入徵的
metre／rni:ta／n．

(BrE)1.米，公尺

milometer mai-IIDmita／

mineral／rninara1／n．矿物，矿石 adj.

／imailstaun／n．1．里程

碑 2．重大事件

都市的，首都的

militant／imilitant／adj.

含矿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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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pOlitan／metra ipDhtan／atlj.大

miner／rnaina／n．矿工

Mexican

／

imeksikan／adj.墨西哥

的，墨西哥人的，z．墨西哥人

／imaikraubailDlad3i，

microbiology

n．微生物学
microchip

／

‘maikrautj'ip

／n．微

型芯片，集成电路片

／

microcomputer

mingle／‘mijgl／y．使混合，混入

好斗的，富有

miniature／miniatj'a／n．缩样，缩影 adj.

战斗精神的 n．好斗的人，富有战斗精

小型的，微小的

神的人

minibus／rninibAs／n．小型公共汽车，

militarism

／rnilitarizam／n．军国主

小巴

义，尚武精神

minimum／minimam／聆．&adj.最小量

military／mihtari／adj.军事的，军用的，

（的），最低限度（的）

军人的 n．军人，军方

minister／rninista／n．1．部长，大臣

militia／milli ra／n．民兵，民兵队伍

2．牧师

‘maikraukampju:ta／n．微型电脑

militiaman／milli raman／n．民兵

ministry／‘mInistri／n．1.（政府的）

microorganism

milk／milk／n．乳，牛奶，白色汁液』

部 2．牧师的职务，全体牧师

／

milk shake 奶昔 y 挤（牛的）奶，出奶

mink／mijk／n．水貂，貂皮

milkman／imilkman／n．送牛奶的人

minor／maina／adj.较少的，较小的，

milky／Tnilki／adj.1．牛奶的 2．掺奶

较欢要的

的 3．多乳的 4．乳白色的，像牛奶的』

minority／mailnDrati／n．少数，少数

／n．微型处理机

Milky Way 银河

派，少数民族

microscope／maikraskaup／n．显微镜

Mill／mil／n．1．碾磨机，磨坊 2．工

mintl／mint／n．薄荷，薄荷糖

厂 y．碾磨，磨碎

mint2／mint／n．1．铸币厂 2．巨款

.maikraub:ganizam／n．微生物

microphone

／‘maikrafaun／n．麦克

风，扩音器

microprocessor

microwave

／

imaikrauprausesa

／imaikrauweiv／n．微波

adj.微波的』microwave oven 微波炉

millennium

mid／mid／adj.中间的中央的，中部的

千年期 2．（未来的）太平盛世

(state)完美的，崭新的

midday／mididei／n．正午，中午

millet／miht／n．小米

minus／rnainas／prep.1．减去 2．（气

middle／midl／n．&adj.

中间（的）
，

／miileniam／n．1．千年，

milligramme ，

m 川 igram

／

adj.崭新的，完美的』 in mint condition

温）零下 adj.1．负的，零下的 2．劣（低）

中部（的）

mi-hgrzem／n．毫克

于…的

middleman／imidlmzen／n．经纪人，

millimetre，m 川 imeter，Imih- Tni:ta

minutel／- minit／n．

中间人

／n．毫米

2．片刻 3．
（文书等的）草稿 4．(BrE)

midget／mid3it／n．侏儒，矮人 adj.极

million／miljan／n．1．百万 2．印 Z）

摘要，备忘录 5．(p/)会议记录』in a

小的

无数』millions of 好几百万…

minute 立刻，马上

midnight／midnait／n．午夜

millionaire／．milj9'nea／n．百万富翁，

minute2／maiinju:t／adj.

midst／midst／n．中部，中间』in the

巨富

小的

midst of 在…之中

millipede／imihpi:d／n．千足虫

miracle／mirakl／n．奇迹，不可思议

midway／‘mid.wei／adj.中途的 adv.中

mime／maim／n．哑剧，哑剧演员 y．作

的事

途地

哑剧表演

miraculous ／ miirzekjulas／adj. 奇迹般

midwife／rnidwaif／n 助产士，接生婆

mimic／imimik／y．（尤指为逗笑而）

的，非凡的

mightl／mait／aux.y．

也许，可能

1．

分（钟）

细微的，极

mirage／‘mira:3／n．海市蜃楼，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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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e／maia／n．沼地，泥潭

mist／mist／n．薄雾，朦胧，模糊

modest／mDdist／adj.1．谦虚的 2．适

mirror／rnira／镜子 y．反映，映出

mistake／miisteik／y．误解，弄错』

度的，不过分的 3．端庄的 4．朴素的

mirth／II13:0／n．欢笑，高兴

mistake sb for 挹…错认为 n 错误，过失

modesty／imDdisti／n．

misadventure ／ rnisadrventj'a ／ 托 ． 厄

mistaken／miisteikan／adj.错误的，误

modify／rnDdifai／y.1.（略微）修改，

运，灾祸

解的，弄错的

变更 2．调节，缓和 3．
（形容词或副词

Mister／mista／n．先生

的）修饰

y．误解，误会

mistress／mistris／n．1．女主人，老板

modular／mDdjula／adj.1.标准化的，

misapprehension ， miszeprihenj'2n ／

娘 2．情妇

模块化的 2．分单元的

n．误解，误会

misty／rnisti／adj.1．有薄雾的，薄雾

module／rnDdju:l／n 太空船上的）舱

misappropriate／rmisa'prauprieit／y．盗

笼罩的 2．朦胧不清的，模糊的

moist／moist／adj.潮湿的，多雨的

用，侵吞，滥用

misunderstand

misbehave／Fnisbiheiv／y.行为不检，

y．误会，误解

举止无理

misunderstanding

／ Imis izepriihend ／

misapprehend

misbehaviour,

／

misbehavior

／

.mISAndastzend／

谦虚，虚心

moisture／‘moistj'a／n． 潮湿，湿度，
水分

／ misAnda-

moisturise,

／ mois-t

moisturize

stzendiJ／n．误会，误解

faraiz／y．给…增加水分

Tnisbiheivja／n．行为不检，举止无理

mitigate／‘mitigeit／y．减轻…的严重

molel／maul／n．1．田鼠，鼹鼠 2．(BrE)

miscalculate ／ Tnis'kzelkjuleit ／ y ． 误

性，缓和

间谍，内奸

算，失算

mitten／Imitan／n 露指手套，连指手套

mole2，maul／n．黑痣

mix／miks／y1（使）混合，调制 2 交

molecule／mDhkju:l／n． 分子，微粒

败，失策 2．
（邮件等）误送，未送到 3．小

往

molest／mauilest／y．骚扰，干扰，使

产，流产

mixer／rniksa／n．1．搅拌器 2．调酒

烦恼

miscellaneous／Tnisaleinias ／adj. 各式

用的饮料

mollify／rnDhfai／y．抚慰，平息

各样的，混杂的，多方面的

mixture／‘mikstl'a／n．混合物，混合

moment／Imaumant／n．

mischief／rnistj'if／n．1．调皮，恶作

moan ／ maun ／ y ． 1 ． 呻 吟 2 抱 怨

瞬间 2．某一时刻 3．重要性

剧 2．伤害，损害

耽．1．呻吟（声）
，呜咽（声）2 抱怨

momentary

moat／maut／n．壕沟，护城河

间的，短暂的

恶作剧的，有害的

mob／mDb／n．1．喧嚷的群众 2．暴

momentous

misconduct／rmiskan'dAkt／n．品行不

民，暴徒

的，重大的

良，行为不检，不贞

mobile／rnaubail／adj.可移动的，机动

momentum

miser／maiza／n．守财奴，吝啬鬼

的』mobile phone 移动电话

力，冲力，势头 2．动量

mobilise,mobilize，maubilaiz／y．1．动

monarch／rnDnak／n．君主，帝王

的，悲惨的 2．令人难受的，糟糕的 3．低

员，调动，集合 2．动员起来

monarchy／‘mDnaki／n．

劣的，少得可怜的

mobility／mau ibilati／n．可动性，机

2．君主国

misery／mizari／n．痛苦，悲惨

动性，流动性

monastery／‘mDnastari／聆．修道院，

misfit／rnisfit／n．1．不合身的衣着

mock／mDk／y．&n．嘲笑，嘲弄

寺院

2．不适应环境的人

mockery／rnDkari／n．嘲弄，挖苦

Monday／rnAndi／船．星期一

misfortune／mis fo:tj'an／n 厄运，不幸

mode／maud／n．1 方式，模式 2 时尚

monetary／ImAnil ~ri／adj.货币的，金

misgiving／Tnis'giviJ／n．疑虑，担忧

model／imDda1／n．1．模型 2．模特

钱的，金融的

mislead／Tnisli:d／y．把…引入歧途，

儿 3．模范，典范 4．式样，型号

money／ImAni／n．金钱，货币，财富

使误解

modem／maudam／n．调制解调器

Mongoiian

misplace／imis ipleis／y.1.把…放错地

moderate／imDdareit／adj.1．适度的，

adj.1．蒙古的 2．蒙古人的 3．蒙古语

方，遗失 2．把（感情等）误给不该得

中等的 2．温和的，有节制的 y． （使）

的 n．1．蒙古人 2．蒙古语

到的对象

和缓，变缓和，
（使）减轻，节制

mongrel／rnAJ gral／n．1．杂种狗 2．混

missl／mis／y．1．未击中，未接住 2．错

modern／rnDdan／adj.现代的，近代的，

血儿 3．杂种动物或植物，起源混杂的

过，未听到 3．惦念

时髦的

事物

Miss2／mis／n．小姐

modernise， modernize

missile／rnisail／n．导弹，发射物

／y．使现代化

missing／‘misiJ／adj.1．找不到的，下

modernism

落不明的 2．失踪的

主义，现代派

mission／‘mij'2n／n． 1．使命，任务

modernization

2．代表团，特使团

／n．现代化

／imis'kzerid3／n．1．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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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carriage

mischievous

miserable

／

‘mistj'ivas

／ adj.

／ imizarabl ／ adj.1 ． 痛 苦

／mD-danaiz

1．片刻，

／‘maumantari／adj.瞬息
／maulmentas／adj.重要

／maulmentam／n．1．动

／ IIIDIJ

1.君主制

'gauhan ／

monitor／maunita，y．监听，监视 n．
1．
显
示屏，监护仪 2．监听员 3．班长

／imDdanizam／n．现代

monk／mAJk／n．

僧侣，和尚，修

道士
／

.mDdanaizei-J'2n

monkey／rnAJ ki／n．猴子
monochrome

missionary ／‘mI,anari／n．传教士

／ imDnakraum ／

adj.1．黑白的 2．单色的 n．单色复制
99

more／mo:／adv.1．更，越发 2．另外，

motor／mauta／n．
1．
马达，发动机 2．汽

附加的』all the more 更加，越发／more

车 ， 机 动 车 adj. 机 动 的 ， 汽 车 的 』

妻（制）

or less 几乎，大约／no more 不再／no

motor-car 汽车／motorcycle 摩托车

monolingual ／ ． IIIDnaulijgwa1 ／ adj.

more than 至多，不超过／once more 再

motorist／Imautarist／n．汽车驾驶者

只用一种语言的

一次／not any more 不再／what's more

motorway

monolith／TIIDnauli0／n．单块巨石

而且

路，快车道

moreover／mo:Irauva／adv.此外，而且

motto／IIIIDtau／n．箴言，座右铭

mores／‘mo:reiz／n．风俗,道德风尚

mould，

moribund／‘mDribAnd／adj.垂死的

mould， mold2／mauld／n．模子 y．浇

morning，rno:niJ／n．早晨，

铸，塑成

morphine／rno:fi:n／n．吗啡

mound／maund／n．土堆，小丘

mortal ／ mo:tal ／ adj.1 ． 终 有 一 死 的

mountl／maunt／y．1．上升，增加 2．登

唱歌）单调音

2．人类的，凡人的 3．致命的 n．凡人

上，骑上 3．准备，发动

monotonous ／ rriaInDtanas ／ adj. 单 调

mortality／mo:Itzelati／n．1.必死的命

mount2／maunt

的，无变化的，令人厌倦的

运 2．死亡人数，死亡盎

mountain

mortar／rno:ta／n．1．灰浆，灰泥 2．迫

山 2．大量

击炮

mountainous／Imauntinas／adj.1．多山

品，单色的画、照片等
／mD'nDgami／n．一夫一

monogamy

monologue

／‘mDnaIDg／n．独白

monopolise,

monopolize

／

ma-nDpalaiz／y．垄断，独占
monopoly

／rria inDpah／n．垄断，

独占，专卖（权）
monotone

monotony

／lrriDnataun／n．
（说话或

／rria InDtani／n．单调，

无变化

／‘mautawei ／n．高速公

moldl／mauld／n．霉（菌）

／

n．

…山

／Imauntin／n． 1.山，高

mortgage／‘mo:gid3／n．1.抵押，抵押

的，山地的 2．巨大的

monster／rriDnsta／n．1．
。隆物，怪兽，

借款 2．抵押契据，按揭

mourn

庞然大物 2．凶残的人 adj.巨大的，像

mortuary／mo:tjuari／n．停尸房，殓房

mournful／rno:nful／adj.悲哀的，令人

怪物的

mosaic／mauizeiik／n．1．镶嵌细工

伤心的

monstrous／mDnstras／adj.1．穷凶极恶

2．马赛克

mouse／maus／

的，可怕的 2．巨大的，畸形的

mosque／mDsk／n．伊斯兰教的寺院，

胆小怕事的人 2．鼠标

montage／mDn'ta:3／n．

清真寺

mousse／mu:s／n．冻奶油甜点

2．
（电影）蒙太奇

mosquito／ma iski:tau／n．蚊子

moustache ，

month／rriAn0／n．月

moss／IIIDS／n．苔藓，青苔

ma-sta:J'／n．1．髭，小朗子 2．
（哺乳

monthly／nIAnoh／adj.每月的，每月一

most／maust／adv.最，非常 adj.1．最

动物的）触须

次的 n．月刊

多的 2．大多数的 pron.最大量，大部

mouth／mau0／n．嘴，出入口 y．装腔

／

分』at (the) most 至多，不超过／make

作势地说

n．1．纪念碑，纪念馆 2．遗址 3．
（不

the most of 充分利用 mostly／‘maustli

mouthful／imauOful／n． 满口，一口

朽的）作品，成就，事业，

／adv.

movable／mu:vabl／adj.1.可动的，可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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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soon／rriDnlsu:n／n．季候风

monument

1.合成照片

‘rriDnj um 甜 it

／

多半，主要地

／mo:n／y．为…哀痛，哀悼

(p/ mice)n．1．老鼠，

mustache

／

motel／mautel／n．汽车旅馆

动的 2．逐年不同的 3．
（财产）动产的

adj.1．纪念性的 2．不朽的

moth／IIIDO／n．蛾，蛀虫

move／mu:v／y．1．移动，搬动 2．行

mood／mu:d／n．1．心情，情绪 2．心

mother／rriA6a／n．母亲

动，活动 3．感动 4．提议，动议 n．-

境不好，闹脾气 3．语气

mother-in-law／rnA6arinl0:／n．岳母，

着棋，步骤，行动

moon／mu:n／n．1 月壳，月光 2 卫星

婆婆

movement

moonlight／rnu:nlait／n．月光

motherland／mA6alzend／n．祖国

行动，运动 2．乐章

motif／mauIti:f／n．1．
（图案的）基本

movie／mu:vi／n．

兼两个职业（本职工作外第二职业）

花纹 2．
（文艺作品的）主题

moving／rnu:viJ／adj.1．活动的 2．感

moorl／mua／n．荒野，旷野

motion／‘mauj'2n／n．1．动作，移动

人的

moor2／mua／y．使（船）停泊

2．动议，提议

mow／mau／y．割（草、禾）

mop／IIIDp／n．拖把 y．用拖把擦（拖）

motionless

mope／maup／y．抑郁不乐，顾影自怜』

动的，静止的

Mrs．／misiz／n．太太，夫人

mope around 无精打采地徘徊

motivate／mautiveit／y．促动，激发，

much

moral／ImDra1／adj.道德上的，有道德

作为…的动机

adv.

的 n．

motivation

monumental

moonlighting

／

FnDnjU'menta1

／

／‘mu:nlaitiJ／n．同时

（故事等的）教训，寓意

／

‘mauj’anlas

／adj.不

／imauti'veij'2n／n．动力，

／Imu:vmant／n．1．移动，
电影

Mr．／rnista／n．先生
／

IIIAtj'

／

( more，most)

很，非常，几乎 adj.大量的 pron.

大量，许多

morale／rriDr(l:l／n．士气，斗志

促动（激发）因素

muck／mAk／n．垃圾，粪肥 y．闲逛，

morality／ma irzelati／n．道德，教训，

motive／mautiv／n．动机，目的

鬼混

寓意

motley／TriDth／adj.混奈的，胡乱凑合

mud／mAd／n．泥，泥浆

morbid／imo:bid／adj.病态的，不正常

的

muddle／mAdl／n．混乱 y．搞乱，使

的

糊涂，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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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ddy／rnAdi／adj.1．泥泞的，多泥

Muslim ／ muzlim ／ n ． &adj. 回 教 徒

namely／neimh／adv.即，就是

的 2．浑浊的，模糊的 3．糊涂的

（的），伊斯兰教徒（的）

namesake

muffin／imAfin／n．松饼，小松糕

mussel／nIAsal／n．

muffle／imAfl／y．抑住（声音），蒙

must／rriAst／aux.

住（头部或眼睛）

2．不可 3．-定，必定 n．必须做的事，

nape／neip／n．颈，颈背，后颈

mugi／mAg／n．
（有柄的）大杯子

不可少的事

napkin／nzepkin／n．餐巾

mug2／mAg／y．抢劫

mustard

mule／mju:l／n．骡

末 2．芥末色，淡黄色

narcissus／na:'sisas／n．水仙（花）

multilateral ／ imAlti'lzetaral ／ adj. 多 边

muster／TriAsta／y 集合，召集，收集

narcotic／nQ:ikDtik／n 安眠药，麻醉剂

的，涉及多个国家的，涉及多方面的

mutant／imju:tant／n． （生物的）突

narrate／nareit／y．叙述，描述

multimedia／imAlti imi:dia／n．多媒体

变体

narration／na 'reij'2n／n． 叙述，讲述

multinational／piAlti TizeJ’anal／adj.多

mute／mju:t／adj.沉默的，不说话的

narrative／Inzerativ／adj.

国家的，（公司等）跨国的，多国籍的

n．哑巴

事体的 n．1．叙述，诅事 2．叙述手法

n．多国籍的人

mutilate／imju:tileit／y．肢解，使残废

narrator／nalreita／n．叙述者，讲述者

mutter／rriAta／y．喃喃低语，抱怨

narrow／‘nzerau／adj.1．狭窄的，有限

合的，多倍的 n．倍数

mutton／rriAtan／n．羊肉

的 2．目光短浅的，气量狭小的

multiply，imAltiplai／y.1.使相乘 2．增

mutual／‘mju:tj'ual／adj.1.相互的 2．共

y．

多 3．繁殖，增殖

同的，共有的

nasal／neizal／adj.鼻的，鼻音的挖．鼻

multitude／imAltitju:d／n．1．众多，

muzzle／rriAzI／n．1．动物的口鼻部

音，鼻音字母

大量 2．大群（人）
，大众

分 2．
（动物的）口套 y．给（动物）戴

nasty ／ Ina:sti ／ adj.1 ． 令 人 讨 厌 的

mumble／rnAmbl／y．含糊地说，咕哝

口套

2．
（气味等）令人作呕的 3．卑鄙的

n．含糊的话，咕哝

my／mai／pron.我的

nation／neij'2n／n．

mummy／IIIIAIIII／n．木乃伊，千尸

myriad／miriad／n．&adj.无数（的）
，

national／‘nzej'2nal／adj.

mumps／rriArrips／n．（传染性的）腮

极大数量（的）

全国的，国内的 2．民族的

腺炎

myself／maiiself／pron.我自己，我本人

nationality / /nzej'2 inzelati／民族

／irriAltipl／adj.多重的，复

ineimseik／n．相同姓

名的人

y.1．必须，应当

／imAstad／n． 1．芥，芥

nap／nlep／n．&y．小睡，打盹

nappy／nzepi／n．尿布，尿片

叙述的，叙

（使）变狭窄，
（使）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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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riple

淡菜

／

mundane

／．mAn idein／adj.世俗的，

平凡的

mysterious

／

mi' stiarias

／adj.神

国家，民族

1.国家的，

nationwide adj.全国性的

秘的，难以解释的

native／neitiv／adj.1．出生地的 2．本

mystery／Imistari／n．1．jc 中秘的事

国的，本土的 3．天生的 n．1．本地人，

物，奥秘 2．神秘小说，推理小说

本国人 2．土人，土著

mju: imsipzelati ／

mystic／imistik／adj.1．神秘的，难以

natural／‘nzetj'aral／adj. 1.天然的 2．自

n．1．自治市，自治地区 2．市政府，

理解的 2．神秘主义（者）的 n．神秘

然的，正常的 3 天生的，天赋的

市政当局

主义者，幻想者

naturalise, naturalize ／ Inzetj'aralaiz ／

munitions／mju: nij'2nz／n 军火，弹药

myth／mi0，聆．1 神话 2．神话式的

y．使（外国人）归化，入籍

mural／mjuaral／n．壁画，壁饰

人（或物）3 虚构的故事，荒诞的说法

nature／‘neitj'a／n． 1．大自然 2．本

murder／m3:da／v．&n．谋杀（罪）

mytholOgy／miloDlad3i／n．神话，神

性，性质

murmur／IDr13:1ria／n．1．沙沙声，

话集，神话学

naughty／Ino:ti／adj.颃皮的，淘气的

潺潺声 2．怨言，咕哝 3．低语声 y．1．低

nab／nzeb／y．1．抓住，逮捕 2．抓，

nausea／Tio:zia／n．1．作呕，恶心 2．极

声说 2．发低沉连续的声音 3．咕哝，

获取

端的厌恶

抱怨

nag／nzeg／y．不停地唠叨，不断地责

nautical

muscle／irriAsl／n．1．肌肉 2．力量

骂 n．

船舶的，海员的

muscular ／imAskjula／adj.1．肌肉的

nail／neil／n．1．钉 2．指甲，爪 y．将…

naval／neival／adj.海军的，军舰的，

2．肌肉发达的，强而有力的

钉牢，使固定

船的

muse／mju:z，y．沉思，冥想

naive／na:i:v／adj.幼稚的，无知的，天

navel／neiva1／n．

museum／mju:iziam／n．博物馆

真的

navigate

mushroom／rnAJ'rUm／n．蘑菇，菌类

naked／neikid／adj.1．裸体的，赤裸的

海，导航 2．驾驶 3．横渡

植物 y．迅速生长或发展

2．暴露的，赤裸裸的，无掩饰的

navigation

music／mju:zik／n．音乐，乐曲，乐谱

name／neim／n．1．名字，名称 2．名

行 2．航海，航空

musical／mju:zika1／adj.音乐的，擅长

声，名誉』in the name of 以…的名义

navy／neivi／n．海军

音乐的，悦耳的 n．音乐片，音乐喜剧

y．1．给…取名 2．叫出…的名称 3．提

Nazi／Ina:tsi／n．纳粹分子，法西斯分

名，任命

子 adj.纳粹党的

municipal

／

mju:‘nisipal

／adj.都

市的，市政的
municipality

musician

／

／imju:‘zij'2n／n．音乐家

爱唠叨的人（尤指妇女）

／inO:tika1／adj.

（肚）脐

／‘nzevigeit／y.
／

航海的，

1.航行，航

inzevi'geij'2n／n．1．航

Nazism ／Ina:tsizam／n．纳粹主义

musk／mAsk／n．麝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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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r／nia／adj.1．近的，不远的 2．近

nephew／inevju:／n．侄儿，外甥

五分硬币

似的，接近的 prep.靠近

nerve／n3:v／n．1．丰申经 2．勇气，

nickname／inikneim／n．绰号，爱称

nearby／niabai／adj.附近的 adv.在附近

胆量

nicotine／Inikati:n／n．尼古丁

nearly／niah／adv.几乎，差不多

nervous／Ti3:vas／adj.1.}中经的 2．紧

niece／ni:s，n．侄女，外甥女

neat／ni:t／adj.1．整洁的，整齐的 2．简

张的，胆怯的

nigger／niga／n．黑人（对黑人的蔑称）

洁的，匀称的 3．（酒）纯的

nest／nest／n．1．窝，巢，穴 2．掩体，

nigh

藏匿处 3．安乐窝

use)近，靠近

nestle／nesl／y．安居，偎依

night／nait／n．夜晚，黑夜

netl／net／n．1．网，网织品 2．网状

nightclub／inaitkIAb／n．

然，必定

系统 3．罗网 y．以网捕捉

nightgown 睡衣

necessary ／‘nesasari，adj.1．必需的，

net2／net／adj.净得的，实得的

nightingale/ 'naitirjgeil / n. 夜莺

必要的 2．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network／netw3:k／n．网状系统，网络

nightmare／naitmea／n． 1.噩梦 2．可

neural／inj uaral／adj.神经的，神经系

怕的经历

要，使成为必须

统的

nimble／nimbl／adj.1．敏捷的，迅速

necessity／nilsesati／n．1.必需，必要

neurological ／ pjuaraIDd3ika1 ／ adj. 神

的 2．机智的，反应快的

（性）2．必需品 3． (p/)贫穷，危急

经病学的

nine／nain／n． &adj.

neck／nek／n1 颈，颈状部分 2 领圈

neurosis

nebulous

／．nebjulas／adj.1．星云的，

星云状的 2．模糊的，朦胧的
／

necessarily

‘nesaserili

／adv.必

／nilsesiteit／y.使成为需

necessitate

／njua 'rausis／n．神经（机

／nai／adv.，adj.

&prep.

(old

夜总会

九（的）
，九

个（的）

能）病，神经官能症

nectar／inekta／n．1．花蜜 2．甜蜜的

neurotic

饮料

能）病的，神经过敏的

nineteenth

need／ni:d／n．1．需要，必要 2．需

neutral／nju:tral／adj.中立的，中性的

十九（的）
，第十九个（的）

用的东西 3．贫穷 y．1．需要 2．必须

neutralise,

needle／ni:dl／n．针，针状物

y．1．使中立化 2．使无效 3．中和

九十个（的）

needless／ni:dhs／adj.不需要的

never／-neva／adv.从未，永不

ninth／nain0／n．&adj.

needy／ni:di／adj.贫困的

nevertheless

negate／nigeit／y．1．否定，否认 2．取

adv.&conj.然而，不过

nip／nip／y．1．夹，钳，掐 2．阻碍，

消，使无效

new，nju:／adj.1．新的，新近的 2．不

阻止 n．1．夹，钳 2．霜寒，严寒

熟悉的，生疏的

nipple／nipl／n．1．乳头 2．
（奶瓶的）

2．消极的 3．
（电）负极的 n．1．否定

newborn／nju:bo:n／adj.新生的

奶嘴

词，否定语 2．底片

newly／Tiju:h／adv.1．最近，新近 2．以

nirvana

neglect／ni'glekt／y.1．忽略，忽视 2．遗

新的方式，重新

解脱

忘（做某事）

news／nju:z／n 新闻，消息，新闻报道

nitrate／naitreit／n．硝酸盐

negligent／neghd3ant／adj.疏忽的，粗

newscast

／‘nju:zka:st／n．新闻广播

nitrogen／naitrad3an／n．氮

心大意的

newsletter／inju:z ileta／n．简讯，时事

no／nau／adv.不，毫不 adj.无，没有，

negligible ／ neghd3abl ／ adj. 微 不 足 道

通讯

并非 n．不，拒绝，否定

的，可以忽略的

newspaper／nju:s peipa／n．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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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klace／nekhs／n．项链

negative／‘negativ／C4tdj.

／

negotiable

ni' gauj'iabl

1.否定的

，adj.可

谈判的，可协商的

nineteen／.nainlti:n／n．

／njua irDtik／adj.神经（机

newsreel

neutralize

／

／nju:-tralaiz／

ineva6a iles

／

／inju:zri:l／n．新闻影片

&adj.十九，

十九个（的）

／inainiti:n0／n．& adj.第

ninety／Inainti／n． &adj.九十（的）
，
第九（的）
，

第九个（的）

／inia'va:na／n．涅粲，圆寂，

nobility／nauibilati／n．1．贵族，贵族
身份（或气质）2．高贵，崇高

next／nekst／adj.1．下一个的 2．紧邻

noble／inaubl／adj.1。高尚的 2．宏伟

的 adv.1．然后 2．下一次 n．下一个人

的 3．贵族的，高贵的 noblv

（或物）

nobleman

判，协商

nib／nib／n．1．钢笔尖 2．（工具的）

nobody／naubadi／pron.没人，无一人

Negro／ni:grau／n．黑人

尖头

n．无足轻重的人

nibble／inibl／y．啃，一点一点地咬

nod／nDd／y．1．点头，向…点头示

n．啃，轻咬

意 2．打瞌睡

nice／nais／adj.1．美好的 2．微妙的

node／naud，n．1．节，结，瘤 2．茎

neibahud／n．四邻，附近地区

3．和蔼的

节，硬肿块

neither／nai6a／adj.,pron.& conj.两者

nicely／naish／adv.1．美好地，出色地

noise／noiz／n．喧闹声，噪音

都不 neither…nor 既不…也不 adv.也不

2．精密地，严谨地

noisy／‘noizi／adj.嘈杂的，喧闹的

niche／nit，／n．壁龛

nomad／inaumzed／n．游牧民的一员，

nickei／inika1／n．1．镍 2．(AlrlrlE)

流浪者

negotiate

／ni'gauj'ieit／y.谈判，协商

negotiation

／ni gauj'i'eij'2n／n．谈

neighbour，

neighbor

／neiba

／n．邻居，邻国 y．邻近，邻接
neighbourhood,

neoclassical

neighborhood ／

／ni:au'klzesika1／adj.新

古典主义的
neon／TiiIDn／n．1．氖 2．霓虹灯

／inaublman／n．贵族

nomadic／nauimzedik／adj.游牧的，流
102

浪的

y．1．记下，摘录 2．注意，注意到
／

nomenclature

naumenklatj'a

notebook／inautbuk／n．

笔记本

nude／nju:d／adj.裸体的 n．裸体者，
裸体艺术品

／n．命名法，专门用语，名称

noted／nautid／adj.著名的，知名的

nudge／nAd3／y．&n．用肘轻推

nominal ／ InDrriinal ／ adj.1. 名 义 上 的

nothing／TIAOIlO／n．1．无事，无物

nudity／inju:dati／n．裸体，裸露

2．极小的，微薄的 3．名词（性）的

2．微不足道的事物 nothing but 只不过

nuisance／‘nju:sans／n． 令人讨厌的

1.提名 2．任

notice／Ti9Utis／n．1．告示，通知 2．注

人（或事）

意 3．介绍，短评 y1．注意到 2．通知

numb／nArri／adj.失去知觉的，麻木的

noticeable ／ nautisabl ／ adj. 显 而 易 见

y．使麻木

任命

的，引人注目的 noticeably

number／inAmba／n．

nominee／pDIIII Tll:／n．被提名者

notification

nominate／InDmineit／y.
命 3．命名

／inDmi'neij'2n／n．提名，

nomination

‘nDnj'2larit

，inautifi-keij'2n／n．1．通

1．数字，数

量 2．号码，
（期刊等）期，册』a number

知，告示 2．通知书

of 许多，若干 y．1．给…编号 2．总

淡的，漠不关心的

notify／nautifai／y． （正式）通知（某

计 3．把…计入

none／nAn／pron.无一 none but 只有

人）
，告知

numeral／Inju:maral／n．

notion／Tiauj'2n／n．
1．
概念，
观念 2．想

数的，表示数的

尽管如此，然而

法，见解 3．打算，意图

numerical

nonsense／InDnsans／n． 1.胡说，废

notoriety

话 2．荒谬的念头（想法）

著，声名狼藉

numerous／nju:maras／adj.大量的，为

nonstop／TiDn-stDp／adj.直达的，不断

notorious ／ naulto:rias ／ adj. 臭 名 昭 著

数众多的

的 adv.中途不停地，不断地

的，声名狼藉的

nun／nAn／n．修女，尼姑

noodle／nu:dl／n。面条

notwithstanding

／

noon／nu:n／n．正午，中午

／adv.

尽管，还是

nor／no:／conj.也不

nought／ no:t／n．

Nordic／ino:dik／n 北欧人 adj.北欧人

naught)

育室 2．苗圃

的

noun／naun／n．名词

nurture／T13:tj'a／y．1．养育，教育

norm／no:m／n．1．标准，规范，准

nourish／nArij'／y．1．滋养，养育 2．怀

2．培育，扶植

则 2．
（工作量）定额

有（希望，怨恨等）

nut／nAt／n．坚果，坚果仁

normal／Ino:mal／adj.1 正常的，标准

nourishment

的，常态的 2 智力正常的，精神健全的

养品，食物 2．滋养状况

normally／no:mah／adv.正常情况下，

novel1／TIDv21／n．

通常

nove12／InDv21／adj.新颖的，新奇的

2．营养物，食物

north／no:0／n． 北，北方 adj.北的，

novelist／TiDv2hst／n．／J、说家

nutritious，nju:‘trIj'as／adj.有营养的，

北方的 adv.向北方

novelty／TiDv2lti／n．1．新颖 2．新

营养价值高的，滋养的

northeast／．no:Oli:st／n． 东北，东

颖的事物 3．新颖而价廉的小物件

nuzzle／iIIAzI／y．用鼻子触（擦，掘）

November／nauivemba／n．十一周

nylon／naiIDn／n．尼龙

novice／InDvis／n 初学者，生手，新

nymph／nimf／n．仙女

／

nonchalant

／

inAn6a iles

／adv.

／inauta lraiati／n．臭名昭

数字 adj.

／nju: imerika1

／adj.数

字（上）的，用数字表示的

严 co
ww
m
禁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c
严
ww
om
禁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严 co
ww
禁 m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严 co
ww
禁 m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nonetheless

／adj.冷

东北方的 adv.向东北方

北方 adj.

northern／Tio:6an／adj.北部的

／,no:Olwest／n．西北 adj.

&prep.

inDtwi0stzendiJ

1 ．零 2 ．无(=

／‘nArij'mant／n．1．滋

nurse／n31s／n．
1．护士 2．保姆 y．
1．看
护，照料 2．哺乳 3．抱（希望等）

nursery／‘n3:sari／n．1．托儿所，保

nutrient／nju:triant／adj.营养的，滋养
的 n．营养物品，养分

长篇／J、说

nutrition／nju:‘trij'2n／n．1.营养，滋养

手

oak／auk／n．橡树

西北 adv.向西北方

now／nau／n．1．现在，即刻 2．这时

oar／3：／n．桨，橹

nose／nauz／n．1．鼻子 2．嗅觉

候，当时』now and then 不时，常常／

0asis／aueisis／n．1（沙漠中的）绿洲

just now 刚才 conj.既然

2．
（在枯燥或不愉快环境中的）胜地

northwest

nostalgia

／nD 'stzeld3ia／n．怀 1 日，

／

‘nauadeiz

／n．现今，

留恋往事

nowadays

oath／au0／n．1．誓言 2．辱骂』on oath;

nostalgic／nD'stzeld3ik／adj.怀 1 日的，

现在

留恋过去的

nowhere

nostril／nDstril／n．鼻孔

地方都没有 n．不知道的地方，没有…

obedience／9ibi: djans／n 服从，顺从

not／nDt／adv.不…』not at all 别客气

的地方

obedient

notable／nautabl／adj.值得注意的，显

nuance／nju: la:ns／n．
（色彩，意义，

从的，听话的

著的 notably

感情等）细微差别

obese／auibi:s／adj.肥大的过度肥胖的

notary／nautari／n．公证人

nuclear／nju:kha／adj.1．原子核的，运

obesity／auibi:sati／n．过度肥胖

notation／nau'teij'2n／n．1.记号，标记

用核能的 2．核心的，中心的

obey／aibei／V．服从，听从

法 2．记录

nucleus／nju:khas／n．1．细胞核，原

obituary／aibitjU9ri／n．讣告，讣闻

note／naut／n．1．笔记，记录 2．注

子核 2．核，核心，中心

objectl／'Dbd3ikt／n．1．物，物体 2．目

under oath 发誓说真话
／

inauhwea

释 3．便条 4．音符 5．名望 6．钞票

／adv.任何

oats／auts／n．燕麦
／9ibi:diant／adj.顺从的，顺

的，目标 3．宾语 4．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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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2／ab'd3ekt／y．反对，不赞成
／ab 'd3ekj'2n／n．1．反对，

objection

obstruct／abistrAkt／y.

1.阻碍，阻塞

2．
（故意）妨碍

感情，令人不愉快的事物
offend／aifend／y．1．冒犯，触怒，

异议 2．反对的理由

obstruction

objectivel／ab 'd3ektiv／adj.1．客观的，

n．1．阻塞，阻碍 2．障碍物

offender／aifenda／n．冒犯者，犯罪者

公正的 2．外界的，真实的

obtain／abitein／y．得到，获得

offensive／afensiv／adj.1.冒犯的 2．进

objective2／ab d3ektiv／n．目的，目标

obvious／lDbvias／adj.

／iDbh'geij~n／n．责任，

obligation

／ ab 'strAkj'2n

／

明显的，显而

易见的

给人不愉快的感觉 2．犯过错，犯罪

攻性的 3．极讨厌的
offer／IDfa／y．1．提供，提出，建议

义务

occasion／9ikei3an／n．

obligatory，Dibhgatari／adj.1．
（法律或

刻 2．时机，机会 3．理由

道义上）应尽的，强制性的 2．必修的

occasional

oblige／a'blaid3／y．1．迫使 2．对…

尔的，不经常的

感激 3．施恩惠于

occidental

obliterate／aibhtareit／y．擦掉，消去，

西方的，西方人的

office／iDfis／n．

去掉…的痕迹

occupancy／rokjupansi／n．1．占有，

务处，事务所 3．（政府的）部、局、

oblivion／aiblivian／n．1．被忘却 2．忘

居住 2．占有（居住）期间

处 4．官职，处

记，遗忘

occupation

oblivious／ziblivias／adj.不注意的，被

n．1．职此 2．消遣 3．占有，占用，

员，职员

忘记

占领

official／9'fij'21／adj.官方的，正式的

oblong／‘DbIDJ／n．&adj.长方形（的）

occupational

／
／

1.场合，时

2．出价，开价 3．
（对神）供奉 n．1．提
供，提议 2．报价

／adj.偶

9'kei3anal

offhand ／ iDf ihzend ／ adj.1. 即 席 的
2．草率的，随便的 adv.即席地，没准

iDksi idental

iDkjU 'peij'2n ／

备地
1．办公室 2．服

officer／IDfisa／n．
1．军官 2．
警察 3．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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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j.

n．官员，公务员

职业的，职业造成的

offset／IDfset／y．补偿，抵消 n．1．分

obscene／absi:n／adj.猥亵的，淫乱的

occupy／lDkjupai／y.1．占，占用 2．占

支，旁支 2．补偿，抵消

obscenity／ab senati／n．猥亵的活动

领，占据 3．使忙碌，从事

offshore ／ iDfj'O: ／ adj.1 ． 近 海 岸 的

（或行为）

occur／aik3:／y 发生，出现 occur to（念

2．离海岸的 adv.1．近海 2．离海岸

obscure／abiskjua／adj.1.模糊的，不清

头）出现（在某人的脑子里）
，想到

offspring／lDf spriJ／n．1．子孙，后

楚的 2．费解的 3．不出名 y．使朦胧，

occurrence

遮掩，使难理解

发生的事情 2．发生，出现

often／lDfan／adv.经常，常常』as often

obscurity／abiskjuarati／n．1．暧昧，

ocean／buran／n．海洋

as not 往往，多半／more often than not

费解 2．不引人注目

oceanography／luj'aInDgrafi／n 海洋学

多半

observance／ablz3:vans／n．1．遵守，

o'clock／aikIDk／adv.…点钟

oh／au／int.（表示惊讶、悲痛等）啊，

奉行 2．
（宗教）仪式，庆祝（节庆）

October／Dktauba／n．十月

哦，噢

observant／ab123:vant／adj.1．机警的，

octopus／lDktapas／n．章鱼

oil／oil／n．油，石油 v．给…注油

善于观察的 2．严格遵守的

odd／Dd／adj.1．奇异的，不同寻常的

oily／bih／adj.1．（似）油的 2．涂有

2．奇数的 3．不固定的，临时的 4．…

油的，含油多的 3．油滑的

寨，注意 2．观察力 3．
（观察后发表的）

带零数的

ointment／lointmant／n．药膏，软膏

评论

odds／Ddz／n．1．可能性，机会 2．差

Okay,0. K.

oboe／raubau／n．

observation

双簧管

／ iDkjU'peij'2na1 ／ adj.

／iDbza'veij'2n／n．1．观

／aikArans

／n．1．事件，

代 2．结果，产物

／'au ikei／adj.& adv.1．好

异 3．投注赔率』at odds 意见不一致

的，令入满意的 2．行，可以 n．&y． 同

台，气象台

ode／aud／n．颂诗

意，许可

observe／ablz3:v／y．1．观察 2．遵守，

odour，odor／iauda／n．

奉行 3．评论

of／DV; 3V／p 侈 p．1．…的 2．…之

2．…岁的 3．以前的，过去的 4．陈 1

observer／ablz3:va／n．1．观察者，旁

中的 3．由…制成的 4．关于…的 5．
（表

日的 5．熟悉的

听者 2．评论者

示同位关系）即 6．具有…性质（特征）

old-fashioned

obsess／abises／y．1．使着迷，萦绕

的 7．在…期间 8．
（表示动作的对象）

adj.1．过时的，老式的 2．守旧的

2．使困扰

9．
（表示主格关系）

olive／lDhv／n．1．橄榄 2．橄榄绿

off，Df／prep.1．从…离开 2．从…脱

Olympic／auilimpik／adj.奥林匹克运

离 adj.1．（离人）较远的（一侧），反

动 会 的 the Olympics; the Olympic

（面）的 2．停止了的，休歇的 adv.1．离

games 奥林匹克运动会

开，脱离 2．距，离 3．（电等）切断，

omega／'aumiga／n．希腊字母表的最

关掉

后一个字母(Q)

／ab lz3:vatari／n．天文

observatory

obsessive

／ ab lsesiv ／ adj. 妄 想 的

n．有妄想的人
obsolete／iDbsali:t／adj.

己废弃的，

过时的
obstacle／iDbstakl／n．

障碍（物）
，

干扰
obstinate

offence, offense
／iDbstinat／adj.1．固执的，

／aifens

气味

／n．1．过

错，犯罪 2．冒犯，触怒 3．伤害人的

顽固的 2．难以驾驭的，顽强的

old／auld／adj.1．年老的，年代久的

omelette,

／ auld if zej'2nd ／

omelet

／iDII-iht／n．煎蛋

卷（饼）
，炒鸡蛋
omen／'auman／n．征兆，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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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nous／lominas／adj.预兆的不祥的

空旷的，开阔的 3．悬而未决的 4 坦率

乐观主义

omission／au'mij’an／n． 1.省略，删

的 5．可自由参加的，公开的 y．1．开，

optimistic／.Dpti' mistik／adj.乐观的，

节 2．遗漏，忽略

打开 2 开始，开发 3．展现 n．户外 in the

乐观主义的

omit／aumit／y．1．省略，删除 2．遗

open 在户外（意见，秘密等）公开

optimum

漏，忽略

opener／bupana／n．开启用的工具

的，最佳的

／DIIl Inisiant

omniscient

／adj.无

opening

／‘aupaniIJ／n．

1.孔，通

／ 'Dptirriarri ／ adj. 最 适 宜

option／‘Dpj’an／n．选择，选择权

所不知的

路 2．开端 3．
（林中）空地，
（职位）

optional／iDpj'anal／adj.

非强制的，

on／DIl／prep.1．在…上 2．朝向，针

空缺 adj.开头的，第一次的

可任意选择的

对 3．依靠，根据 4．处于（某种状态）

opera／IDpara／n．歌剧

opulent／iDpjUlant／adj.1.富裕的 2．富

5．在…时候 6．关于 adv.1．穿着 2．
（连

operate／'Dpareit／y.1．操作，
（使）运

饶的，充足的

接）上去，（安置）上去 3．继续，向

转 2．经营 3．动手术，开刀

opus／bupas／n．作品

前 adj.正茌发生，正在上映

operation／iDpa 'reij'2n／n．1 操作 2．
业

or／3：／conj.1．或，还是 2．否则，

once／wAns／adv.1．-次，一回 2．从

务 ， 经 营 3 手 术 4 军 事 行 动 in

不然 3．或者说』or so 大约，或许

前，曾经』all at once 突然／at once①

operation①操作中，运转中②实施中，

oracle／iDrakl／n．1．（古希腊的）神

立刻，马上②同时／once and for all -

生效／put into operation 使实施，使生

论，神论处 2．贤哲，圣人

劳永逸／once in a while 偶尔，有时／

效

oral／io:ral／adj.

once more 再一次／once upon a time 从

operational／iDpa 'reij'2n01／adj.1．可

口述的

前 conj.一…就…

操作的，可使用的 2．操作上的

orange／‘DrInd3／n． 1．橘，柑，橙

oncoming ／ }DIJkArriiIJ ／ adj. 即 将 到

operative

来的

作用的，转动的』the operative word 最

orator／lorata／n．演说家，演讲者

关键的词

orbit／io:bit／n．1．轨道 2（活动）范

个（的）
』one by one 依次地 pron.1．-

operator／bpareita／n．操作人员，接

围 y．环绕…作轨道运行，沿轨道运行

个人，任何人 2．某人，某物』one another

线员

orbital／iO:bita1／adj.轨道的，活动范

互相 adj.1．-个，一种 2．某-3．惟一

opinion／aipinjan／n．1．意见，看法，

围的

的 4．同一的，相同的

评价 2．舆论

orchard／b:tj'ad／n．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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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的，口语的，

one／wAn／n． &adj.

oneself／wAnself／pron.

一（的），一

2．橘黄色 adj.橘黄色的，橙色的

交响乐团，

opium／bupiam／n。鸦片

orchestra／io:kistra／n．

身 2．亲自』(all) by oneself 独自地

opponent／apaunant／n．1.对手，敌手

管弦乐团

ongoingadj.持续的，继续的

2．反对者

orchestrate

onion／iAnj an／n．洋葱

opportunity／iDpa itju:nati／n．机会，

乐团谱写（音乐）2．筹划，精心安排

online ／ iAnlain ／ adj. 联 机 的 online

时机

orchid／io:kid／n．1．兰花 2．淡紫色

shopping 网上购物 adv.联机地

oppose／apauz／y．反对，反抗

ordain／o:idein／y．1．任命（某人）

onlooker／IDnluka／n．旁观者

opposite／'Dpazit／adj.

任圣职 2．（上帝的）命令

only／iaunli／adj.1．惟一的 2．独一无

立的 2．对面的 n．相对应的人或物，

ordeal／o:idi:l／n．严峻的考验，痛苦

二的，最好的 adv.仅仅 conj.可是，不

对立物 prep.在…的对面

的经历

过』if only 要是…多好／only too 非常，

opposition

完全 not only…but (also)…不但…而

对抗 2．相反，对立 3．反对者，反对

常状态 3．秩序，程序 4．命令 5．订

且…

派 4．反对党，在野党

货，点菜 6．汇票，汇单簿』in order that

onomatopoeia /.Dnarrizetapi:a ／ n ． 拟

oppress／apres／y．1．压迫，压制 2．压

为了…／in order to 为了／on order 己

声，象声词

抑，使烦恼

订购的 y．1．命令 2．订购，点（菜）

onset／IDnset／n．开始，突击

oppressive／9'presiv／adj.1．压迫的，

3．安排，整理

残酷的 2．抑郁的，难忍的

orderly／b:dalI／adj.1．有秩序的 2．整

opt／Dpt／y．选择，抉择

洁的 n．
（医院的）护理员，勤杂工

optical／iDptika1／adj.1．视力的，视

ordinal／io:dinal／adj.序数的 n 序数词

觉的 2．光学的

ordinance／b:dinans／n．法令，条例

optics／lDptiks／n．光学

ordinary／io:dinari／adj.普通的，平常

ooze／u:z／v。渗出，慢慢地渗出 n．污

optimal／rDptimal／adj.最适宜的，最

的』out of the ordinary 木平常的，非凡

泥，混浊的液体

理想的

的 ordinarily

onslaught

1.自己，自

／'Dparativ／adj.有效的，起

／iDnslO:t／n．猛攻，猛袭

onto／lontu／prep.到…上
onward

／‘Dnwad／adj.

&adv.向前

的（地）
onwards／lDnwadz／adv.

opal／bupal／n．

向前地

（乳色）蛋白石

optimise，

1.相反的，对

／iDpa 'zij’an／n．1．反对，

optimize

opaque／auIpeik／adj.不透明的，意义

／y．使最优化

不明确，晦涩的

optimism

／Dptimaiz

／io:kistreit／y.1．为管弦

order／io:da／n．1．次序，J|顷序 2．正

ore／3：／n．矿石，矿砂
organ／b:gan／n．1．器官 2．机构，

／‘Dptirriizarri／n．乐观，

open／'aupan／adj.1 开着的，敞开的 2。

机关 3．管风琴，类似风琴的乐器
organic／3：‘gzenik／adj.1.有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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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体的 2．有组织的，有系统的
organization ／

organisation,
p:ganaizeij'2n／n．

1．团体，组织，

机构 2．组织，安排

除…之外／the other day 几天前
／1A6awaiz／adv.1．不同

otherwise

outpost

／'autp9ust／n． 前哨，前哨

基地

地，另外 2．在其他方面 3．否则，不

output／autput／n．1．产量，产品 2．输

然 adj.1．另外的 2．其他方面的

出，输出量

1 应该 2．本当

outrage／autreid3／n．1．暴行，残暴

ounce／auns／n．1 盎司 2 少量，少许

2．（暴行激起的）义愤 y．1．激起…

our／aua／pron.我们的

的义愤 2．违背

体，生物 2．有机组织

ours／'auaz／pron.我们的（东西或人）

outrageous

orgasm／‘O:gzezam／n（性交的）高潮

ourselves／auaselvz／pron.我们自己

adj.1．残暴的，激起义愤的 2．令人震

orgy／13:d3i／n．1．狂饮乱舞的聚会

oust／aust／y．驱逐，赶走

惊的，骇人听闻的

2．狂欢活动

out，aut／adv.1．向夕 h 2．离家，外

outreach／aUt ri:tr／y.1．超过 2．比…

Orient／b:riant／n．东方，亚洲

出 3．
熄灭 4．
完全 5．
有差错地』
out of①

到达更远

orient／b:riant／y．1．使适应 2．确定

从…里②…之中③缺乏，没有④出于，

outright

位置

由于 adj.向外的，外面的

全部地 2．直率地 3．立刻 adj.彻底的，

outbreak／autbreik／n．
（丰旨坏事）突

完全的，直率的

organise，

organize

／o:ganaiz

／y．1．组织，安排 2．筹备，筹办
organism

／‘O:ganizam／n．1．有机

oriental／．o:riiental／adj.

东方的，

来自东方的 n．东方人

ought／O:t／aux.

y.

，

aut 'reid3as

／lautrait／adv.

／

1.彻底地，

然发生，爆发

outset／lautset／n．开始，开端

／lo:rien'teij'2n／n．1 倾向

outcast／iautka:st／n．被逐出家门的

outside／autsaid／n．外部，外面，外

性 2．确定方位（方向），熟悉，适应

人，被社会遗弃者 adj.被遗弃的，无家

观，外界 adj.1．外部的，室外的 2．外

origin／lDrid3in／n．
1．
起源，
开端 2．
血

可归的

界的 adv.向外面，
在外面 prep.1．
在
（向）

统，出身

outcome／iaUtkAm／n．结果，后果，

…外 2．超出…的范围

original／9'rid3ina1／adj.1.最初的，最

成果

outskirts／iautsk3:ts／n． 郊区，郊外

早的 2．独特的，有创造性的 3．非抄

outcry／autkrai／n．口内喊，抗议

outspoken

袭的，原作 n．原版，原样

outdated

originality／9irid3i inzelati／n．1．独创

陈 1 日的

outstanding

性，独特性 2．新颖

outdoor／iautdo:／adj.户外的，野外的

出的，优秀的 2．未付款的，未解决的

originate／arid3ineit／y．发源，创始，

outdoors／utldo:z／adv.在户外，在野外

（问题）

开始

outer／auta／adj.外面的，外侧的，远

outward／iautwad／adj.1.向外的，外出

ornament／b:namant／n． 装饰品，饰

离中央的

的 2．表面上的，外表上的 3．向海外

物，装饰 y．装饰，美化

outfit／iautfit／n．1．全套设备或用具

的 adv.向外，在外

ornate／o:lneit／adj.大加装饰的，矫揉

2．全套衣装 y．为…提供设备

outwarcls

造作的

outgoing

orphan／‘o:fan／n．孤儿 y．使…成为

2．外向的，善于交际的

outweigh／4utIwei／y． 比…更重要，

孤儿

outgrow／put grau／y.1．长得太大而不

在（价值、影响等）超过

orphanage／13:fonid3／n．孤儿院，孤

再适合于 2．长得比别人快

oval／buval／adj.椭圆形的，卵型的

儿的身份

outing／'autiJ／n．短途旅行，远足

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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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tion

orthodox

／ 一 o:OadDks ／ adj. 正 统

／．aut ideitid／adj.过时的，

／‘aut.gauiJ／adj.1．卸任的

outlandish

／ laut'lzendij' ／ adj. 奇 异

／

laut ispaukan／adj.直

言的，坦率的

／laut istzendiJ／adj.1．杰

／

iautwadz／adv.向外，

在外，向海外

，au-veij'2n／n．

欢迎，热

烈鼓掌

的，传统的

的，古怪的

orthodoxy／io:OadDksi／n 正统，正统

outlaw ／ autlo: ／ n ．

的观念（做法）

y．1．剥夺…的法律保护 2．使…成为

优于 3．遍布，在…的各部分 4．越过

非法

5．在…方面 6．在…期间 adv.1．在上，

outlay／laut ilei／n．开支，支出，费用

向上 2．遍布，到处 3．越过，向那边

outlet／iautlet／n． （液体或气体的）

4．结束 5．剩下』over and over (again)

装地，表面上地

排泄口，出口，出路

反复，再三

ostentatious ／ psten 『 teij'as ／ adj. 炫 耀

outline／autlain／n．1．轮廓 2．提纲，

overall／lauvaro:l／adj.全面的，总的

的，招摇的，卖弄的

要点概括 y．画出…的轮廓，打出…的

adv.总体上，总的来说

ostrich／lDstritj'／n．鸵鸟

草图

overboard

other／1A6a／adj.1．另外的，其他的

outlook／autluk／n．1．景色 2．前景，

从船上落入水中

2．另一方的，其余的 pron.另外的人（或

前途 3．观点，看法

overcast

物）each other 相互，彼此／none other

outnumber／autinAmba／y.比…多，数

阴暗的 2．忧郁的

than 不是别的（人或物）…正是…／one

量上超过…

overcoat

oscillation

／．DSI'leij'2n／n．1．振

动，来回摆动 2．摇摆，动摇
ostensibly ／

DS itensibh

／adv.伪

oven／'Avan／n．烤箱，烤炉

after the other -个接一个地／other than

歹徒，罪犯

over／buva／prep.1．在…上方 2．高于，

／rauvabo:d／adv.向船外，
／‘auvaka:st／adj.1．多云的，
／iauvakaut／n．长大衣

overcome／luva'kAm／y.1.战胜，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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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auvavju:，n． 概观，概略

2．制服，压倒
／

overcrowd

／adj.

lauva ikraud

overweight

／

.auva' weit

／adj.超

仰的人 adj.异教徒的，无宗教信仰的
page／peid3／n．1．页，一页 2．印 Z）

挤满，拥塞

重的

overdo／luvaldu:／y．做（使用）…过

overwhelm

度，把…煮太久

胜，压倒，克服 2．（指感情）压倒，

的展览，壮观的游行

overdose／rauvadaus／n．按量用药

控制

pager／peid3a／n．寻呼机

overdraft

／

iauvadra:ft

／n．透支

记录 3．
（报刊的）专页
／lauva‘hwelm／ y．1．战

overwhelming

／lauva‘hwelmiIJ／adj.

pageant

／‘pzed3ant／n．庆典，华丽

pagoda／pa'gauda／n．塔，宝塔

（额）

压倒一切的，无法抗拒的

pail／peil／n．桶，提桶

overdue／rauvaidju:／adj.延误的，过期

ovum／'auvam／n．卵，卵细胞

pain／pein／n．1．痛苦，悲痛 2．疼

的

owe／au／y．1．欠 2．把…归功于

痛 3．(pZ)努力，费心 take pains 尽力，

owing ／ ‘auIIJ ／ adj. 该 付 的 ， 未 付 的

煞费苦心

owing to 由于

painful／peinful／adj.1．疼痛的，痛苦

owl／aul／n．猫头鹰

的 2．费心的，费力的

overflow

／

lauva iflau

／

y.

（使）溢出，（使）泛滥，涌出
overgrown

／

lauva 'graun

／adj.

草木丛生的，成长过快的

ownl／aun／adj.&pron.

overhead／rauvahed／adj.&adv．在头顶

one's own 独自地，独立地

上（的）
，在上面（的）

own2／aun／y．

overhear／lauva ihia／y.

1.无意中听

自己的』on

pain killer／‘peiJ．kila／n．止痛药
painstaking

拥有

／‘peinz.t eikiJ／n．刻苦

的，费力的，艰苦的

owner／buna／n．所有人，业主

paint／peint／n．1．油漆，涂料，颜料

ownership／bunarip／n．物主身份，所

2．化妆品，彩色 y．1．给…上油漆 2．
（用

有权

颜料）画，绘

高采烈的，欣喜若狂的

ox／Dks／n．牛，公牛

painter／peinta／n．画家．油漆匠

overlap／lauva ilzep／y．部分重叠，交

oxide／lDksaid／n．氧化物

painting／IpeintiJ／n．1．绘画（艺术）

搭 n．重叠（部分）

oxidize／iDksidaiz／y 使氧化，使生锈

2．油画，水彩画 3．涂漆，着色

overleaf／luvali:f／n．在一页的背面，

oxygen／IDksid3an／n．氧气

pair／pea／n．1．一队，一双 2．（成

下一页

oyster／bista／n．牡蛎

对物的）一方 3．一对夫妇（或舞伴）』

overlook／pUvaluk／y.1．眺望，俯瞰

ozone／buzaun／n．臭氧

a pair of 一副，
一双，
一条，一把 y．
（使）

2．忽略，没注意到 3．宽容，不追究

pace／peis／n．1．步伐，速度 2．-步，

成对，（使）配对

步距』keep pace with 与…并驾齐驱

pajamas, pyjamas／pald3a:maz／n 睡衣

y．1．踱步（于）2．为…定速度；为…

pal ／ pzel ／ n ． (infinl) 伙 伴 ， 好 朋 友

的标兵

y．（与人）结交，为友

Pacific／paisifik／adj.太平洋的 n．太平

palace／pzelis／n．宫，宫殿

2．推翻，使无效

洋

palatable

overrule／lauva lru:l／y． 否决，驳回

pacify／pze sifai／y．1．抚慰，使…镇

可口的 2．愉快的，宜人的

静 2．平息，平定，绥靖

palatal／Ipzelata1／adj.1．腭的 2．腭

海外

pack／pzek／n．1 包，包裹 2 一群，一

音的

overseas／buva si:z／adj.海外的，在国

组，一堆 3．一副（纸牌）y．1．包装，

palate／ipzelat／n．1．上颚 2．味觉，

外的 adv.在国外，向海外

把…打包，整理行装 2．装进，塞进

鉴赏佳肴美酒的能力

overshadow／．auva Tzedau／y．1．使

package

担忧，使伤心 2．使黯然失色

裹 2．-整套

淡的 y．1．变暗淡 2．变苍白

oversight／lauvasait／n． 疏忽，忽略

packet／ipzekit／n．／一包，／一捆

palette／pzeht／n．调色板

pact／pzekt／n．契约，公约，条约

palml／pa:m／胎．棕榈树

pad／pzed／n．1．垫子，衬垫，填料

palm2／pa:m／n．手心，手掌

2．便笺簿 y．（以软物）衬填、填塞

palpable ／ ipzelpabl ／ adj.1. 可 触 知 的

超过 2．
（不愉快的事）突然发生

paddle／pzedl／n．
船桨，
桨状物 y。
1．荡

2．明显的，明白的

overthrow／luva Orau／y.&n．推倒，

桨 2．
（用桨状物）拍打

pamper／一 pzempa／y．纵容，娇养

颠覆

paddock／pzedak／n．1．放牧的）围

pamphlet／ipzemfli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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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偶然听到 2．偷听，窃听
overjoyed

／

.auva' d30id

overly／iauvah／adv.

／adj.兴

过度地，极度

overnight／。auva Inait／adj.& adv.

一

夜间（的）
，突然（的）
override／lauva iraid／y.

oversea／lauvalsi:／adv.

overstate／luva'steit／y．

1.优先，胜过

在国外，向

言过其实

overt／aulv3:t／adj.公开的，明显的
overtake／lauva iteik／y.

1.超（车）
，

／‘pekid3／n．

1．包，包

／ipzelatabl／adj.1．味美的，

pale／peil／adj.1．苍白的 2．淡的，暗

小册子

场 2．
（赛马前）马集中的场地

pan／pzen／n．平底锅，盘子

地 n．1．加班时间，加班费 2．
（体育

paddy／pzedi／n．稻田

panacea／．pzena 'sia／n．

竞赛中）延长时间

padlock／pzedIDk／n．挂锁，扣锁 y．用

2．
（社会弊端等的）补救方法

overture／‘auvaltjua／n．序曲，前奏曲

挂锁锁，把…锁上

pancake／pzenkeik／n．薄煎饼

overturn／lauva lt3:n／y.

pagan／peigan／n．异教徒，无宗教信

panda／pzenda／n．寅乓猫

overtime

／lauvataim／adv.加班加点

1.翻倒，打

翻 2．推翻，颠覆

pane／pein／n．窗上的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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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灵药

说／for the most part 主要地，就绝大部

panel／ipzena1／n．1．
（门窗上的）方

患麻痹的 2．(BrE)烂醉的

格，镶板 2．仪器板 3．评议小组，讨

parameter

论小组

参数，（事物的）限定性因素

／play a part in 在…起作用／take part

pang／pzeIJ／n．一阵剧痛，一阵极度

paramilitary／pzera rnihtari ／adj.准军

in 参加 y．1．（使）分开 2．(与…)分

悲痛

事的

手，断绝关系

panic／pzenik／n．
恐。
蔗，
。晾 v．（使）

paramount

恐慌，（使）惊惶 adj.恐慌的，惊慌的

adj.1．至高无上的，首要的 2．胜过…

享，分担

panorama／pzena ra:ma／n．1．风景的

的，阜越的

partial／pQLra1／adj.1．部分的，局部

全貌，全景 2．概论，概观

paranoia／pzeraInoia／n．偏执狂，妄

的 2．偏袒的，不公正的

想狂

partiality／pa:J'ilelati／n．1.偏袒，偏心

panoramic

／．pzena irzemik／n．全

／pa'rzemitz／n．（数学）

／

‘pzeramaunt

／

partake／pa: iteik／y.1．
参与，
参加 2．
分

景的，全貌的

paranoid

pant／pzent／n．&y．喘气，喘息

的，患妄想狂的，患偏执狂的

participant／pa:'tisipant／n．参与者，

panther／'pzen00／n 豹，黑豹，美洲豹

paraphrase／pzerafreiz／n．&y．释义，

参加者

意译

participate／pa:-tisipeit／y.参与，参加

parasite／pzerasait／n．1．寄生虫，寄

participle／pa:tisipl／n．（语法）分词

生植物 2．食客，靠他人供养的人

particle／pa:tikl／n．分子

parcel／pa:sal／n．包，包裹

particular／pa itikjula／adj.1．特别的，

pantomime

／'pzentamaim／n．圣诞

节上演的儿童哑剧
pants ／ pzents ／ n ． 1.

(BrE) 短 内 裤

2．(AlrlrlE)裤子

／ipzeranoid／adj.过分猜疑

分而言／in part 部分地，在某种程度上

2．偏爱

pardon／ipa:dan／n． &y．原谅，宽恕

特 殊 的 2 ． 挑 剔 的 3 ． 详 细 的 』 in

卷，论文 4．(pZ)证件，身份证

pare／pea／y．切去…的边缘或表皮

particular 尤其，特别 n．-项，一条，

paperweight／‘peipaweit，n 镇纸，纸压

parent／pearant／n．父或母

细节

paperwork／Ipeipaw3:k／n．文书工作

parentage

par／pa:／n．1．
（两种货币间的）等价，

母的身份

平价 2．票面价值 3．常态，标准』above

parenthesis

par①在票面价值以上②在标准以上／

n．1．(usu p/)圆括号 2．插入语

at par 与票面价值相等／on a par with

parenthetical

和…同等／up to par 达到水平（或标

adj.1．
（词语）插入的 2．括号的

准）adj.1．与票面价值相等的，平价的

parenthood

2．常态的，平均的

身份

partition／pa:Itij'2n／y.1．分裂，分割

parable／ipzerabl／n．寓言，比喻

parish／‘pzerif／聆．1．教区 2．英国）

2．分隔，隔开 n．1．分割，隔开

郡以下的行政区

partly／ipa:tli／adv.1．部分地，不完全

y．用降落伞降落，空投

parkl／pa:k／n．1．公园 2．停车场

地 2．在某种程度上

parade／pareid／n．1．行游行 2．阅兵

park2／pa:k／y．停放（车辆）

partner／'pa:tna／n．

v．1．列队行进 2．游行

parking／pa:kiJ／n．1 停车场 2 停车

2．合伙人，合股人，合作者

paradigm ／ipzeradaim／n．1．范例，

parliament，ipa:lamant／n．国会，议会

part-time／．pa:t ltaim／adj.部分时间

事例 2．
（名词、动词的）词形变化表

parliamentary／pa:la rnentari／adj.议会

的，兼职的 adv.花部分时间，兼职地

paradise／ipzeradais／n． 天堂，乐园

的，国会的

party／pa:ti／n．1．聚会，宴会 2．政

paradox／‘pzeradDks／n．自相矛盾的

parlour parlor／pa:la／n．1.客厅 2．
（旅

党 3．-伙人

事物（思想、言论等）

馆中的）休息室 3． (AlrlrlE)店铺

pass／pa:s／y．1．越过，超过 2．穿

parody／pzeradi／n．游戏文章或音乐

过，通过 3．终止，消失 4．传递 5．
（时

自相矛盾的

y．模仿

间）流逝，消磨（时间）6．正式通过，

paraffin／pzerafin／n．石蜡

parole／paraul／n．&y．假释，有条件

批准 7．通过（考试）
，及格』pass away

的释放

去世／pass by 漠视，不理会／pass off

parallel／pzeralel／adj.1．平行的 2．同

parrot／'pzerat／n．鹦鹉 y．鹦鹉学舌

冒充／pass out 昏过去 n．1．考试及格

类的，相似的 n．1．平行线 2．纬线，

般地复述，随声附和

2．通行证，护照，入场券 3．关口，

纬度圈 3．极相似且可相比的事物

parry／pzeri／y．闪开，避开

要隘

paralyse paralyze／ipzeralaiz／y．1．使

parsley／pa:sh／n．香菜，欧芹

passage／pzesid3／n．1．通道，过道

麻痹，使瘫痪 2．使停止活动，使丧失

parson／'pa:san／n．牧区牧师

2．通行，通过 3．
（法案等）通过 4．
（时

作用

part／pa:t／n．1．部分，片段，部件

间）流逝 5．
（讲话或乐曲等的）一段，

paralysis／palraehsis／n．1.麻痹，瘫痪，

2．
（争论的）一方 3．角色，台词 4．区

一节

中风 2．无能，无力

域 5．部位 for my part 至于我，对我来

passenger／‘paesind3a／n．乘客，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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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peipa／n．1．纸 2．报纸 3．考

parachute ／ pzeraj'u:t ／ n ．

paradoxical

paragraph

降落伞

／iPzera idDksika1／adj.

／‘pzeragra:f／n．段，段落

／‘pearantid3／n．出身，父

particularly

／

pa itIkjijlah

／adv.

特别，尤其

／ pa

／

irenOisis

pzeranleetika1

／

聆．1．分离，分开，离别 2．分界

／

／ipearanthud／n．父母的

paralytic／．pzera ihtik／adj.1．瘫痪的，

parting／‘pa:tiIJ／adj.分离的，分开的
partisan／pa:ti'zzen／adj.有党派昀，有

偏袒的 n．1．游击队员 2．党徒，坚决
支持者

1．搭档，伙伴

passerby／pa:saibai／n．过路人
108

有爱国热忱的

peak／pi:k／n．1．巅峰，最高点 2．山

情 2．强烈爱好

patrol／paitraul／n．1．巡逻 2．巡逻

顶 adj.最高的，高峰的

passionate／'pze f2nat／adj.1．易动情

队，巡逻兵 y．巡逻，巡查

peanut／pimAt／n 花生

的，充满激情的 2．热烈的，激昂的

patron／peitran／n．1．赞助人，资助

pear／pea／n．1．梨 2．梨树

passive／'pze siv／adj.1．被动的，消极

人 2．老顾客，主顾

pearl／p3:1／n1 珍珠 2 珍珠色 3 珍品

的 2．被动语态的 n．被动语态

patronage

passion

／‘pzej'2n，n．1．激情，热

passport

／ ‘pa:spo:t ／ n ．

1. 护 照

／‘pzetranid3／n．1．赞助，

资助 2．光顾 3．官职任命权
／

'pzetranaiz／

peasant／，pezant／n．农夫，乡巴佬
peat／pi:t／n．泥炭

2．保障，手段

patronise, patronize

password／pa:sw3:d／n．口令

y．1．保护，赞助 2．对…以恩人自居

peck／pek／y．（鸟）以喙啄 n．啄，

past／pa:st／adj.1．过去的，从前的

3．惠顾

啄痕

2．结束了的 n．1．过去，从前 2．往

patter／‘pzeta／n．1．滴答声 2．顺口

peculiar／piikju:lia，adj.1.奇怪的，怪

事 prep.越过，超过 adv.过

溜 y．发出滴答声

癖的 2．独特的，特有的

pasta／pzesta／n．面食，通心粉

pattern／pzetan／n．1．图案，花样 2．方

peculiarity／piikju:h lzerati／n．1．特

paste／peist／n．浆糊，糊状混合物

式，模式

色，特性 2．怪癖 3．特殊的东西

y．贴，粘贴

pause／po:z／n&y．停顿，暂停，中止

pedagogic

pastel／pzesta1／n．彩笔粉笔 adj.1．彩

pave／peiv／y．筑（路），铺（路）』

pedagogical／pedagDd3ika1／adj.教育

色粉笔的 2．
（色彩）淡而柔和的

pave the way for 为…铺平道路

学的

／n．(BrE)

／ ipeda 'gDd3ik ／ ，

pedal／ipeda1／n． 踏板 y．踩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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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ivmant

pebble／pebl／n．卵石，石子

pastime／'pa:staim／n．消遣，娱乐

pavement

pastoral／pa:staral／adj.1.田园生活的，

人行道

骑（车）

乡村的 2．牧师的

pavilion／parvilj an／n．1．选手席，

pedantic

pastry／peistri／n．糕点，酥皮点心

看台 2．（展览会的）馆 3．（公园的）

的，卖弄学问的

pasture／‘pa:stra／n．牧场牧草，放牧

亭子，楼阁

peddle／pedl／y．叫卖，到处贩卖

pat／pzet／y．&n．轻拍，轻打

paw／po:／n．脚爪，爪子 y．用爪抓

pedlar, peddler／pedla／n．小贩

patch／p 茁 t．r／n．1．补丁，碎片 2．小

或扒

pedestal／pedista1／n．柱石或雕像的

块土地 3．眼罩

pawn1／po:n／n．1．（国际象棋中的）

基座

patchy／p 茁 t．ri／adj.1．斑驳的，不

兵，卒 2．爪牙，走卒

pedestrian

完整的，有补丁的 2．不调和的

pawn2／po:n／n．1．典当，抵押 2．当

n.行人

出物，抵押品 y．1．典当，抵押 2．以…

pedigree／‘pedigri:／n．家谱，血统 adj.

专利证书 adj.1．专利的，专卖的 2．公

作担保

（动物）纯种的

开的，显然的

pay／pei／y．1．支付，付清 2．
（对…）

peek／pi:k／y。&n．
（从缝隙或隐蔽处）

path／pa:0／n．路，小路，路线

有利，合算 3．给予，致以』pay back

偷看，窥视，一瞥

pathetic／paiOetik／adj.1.招人怜悯的，

偿还，向…报复／pay for 为…而付出

peel／pi:l／y．去掉…的皮，剥落．果

悲惨的 2．感伤的，感情（上）的 3．令

代价／pay off①偿清（债务）②出钱收

皮，蔬菜皮

人生厌的

买③支付工资后解雇 n．工资

peep／pi:p／n．&y．偷看，一瞥

payable／ipeiabl／adj.应付的可支付的

peeri／pia／n．1．贵族 2．同等地位的

payment／‘peimant／n． 1.支付 2．付

人，同辈

款额，报酬，报偿

peer2／pia／y．凝视，盯着看

adj.1．病理学的 2．病态的 3．疾病引

payoff／ipeiDf／n．1．结清，付清 2．报

peg／peg／n．木栓，楔子，桩钉

起的

偿，得益 3．
（事件）结局，了结

pelican／pehkan／n．鹈鸲

patience／‘peij'2ns／n．耐性，忍耐

payout／peiaut／n．花费，支出

pen／pen／n．钢笔，蘸水笔

patienti／'peij'nt／adj.有耐心的忍耐的

payroll／peiraul／n．1．受雇人员的名

penalize／pi:nalaiz／y.>（寸…处以刑

patient2／peij'2nt／聆．病人

单，工资名单 2．发放的工资总额

罚，
（使）处罚

patio／'pzetiau／n． （与房屋相连的）

pea／pi:／n．豌豆

penalty／ipenalti／n 惩罚，刑罚，罚款

石地板凉台，院子

peace／pi:s／n．1．和平，安定 2．安

pencil／pensa1／n．铅笔

静，寂静 3．（精神上的）安宁』make

pendant, pendent／pendant／n．垂饰，

peace with 与…讲和

下垂物

peaceful／pi:sful／adj.1．平静的，安宁

pendent／ipendant／adj.1.下垂的，悬挂

adj.1．家长的，族长的 2．元老的

的 2．和平的

着的 2．未决的，未定的

patriot／pzetriat／n．爱国者，爱国主

peach／pi:tr／n1.桃子，桃树 2．桃红色

pending ／ ‘pendiJ ／ adj.1. 待 决 ， 未 决

义者

peacock／pi:kDk／n．孔雀

2．即将发生，逼近的 prep.直至，在…

patent／'peitant／n．

专利；专利权，

／paloDlad31／n．病理学

pathology

pathologic ／ iPzeOallDd3ik ／ ，
pathological

patriarch

／

pzeOaIDd3ika1

／

／ipeitria:k／n． 1.德高望重

的老人，族长 2．东正教的主教
patriarchal

／

ipeitri ia:ka1

／

期间

patriotic／．pzetri iDtik／adj.爱国的，
109

／ pi idzentik ／ adj. 学 究 式

／piidestrian／adj.徒步的，

pendulum／ipendjulam／n．1．摆，钟

perform／pafo:m／y.1 做，实行 2 表演

摆 2．摇摆不定的事态

performance
1.刺入，进入

／pa ifo:mans／n．1．履

在，使不朽
perplex／paipleks／y.1．使困惑，难住

行，执行 2．演出

2．使复杂化

2．看穿，识破 3．渗透

performer／pafo:ma／n 表演者，演奏者

persecute

penguin／peJ gwin／n．企鹅

perfume／ip3:fju:m／n． 香味，香水，

教方面）迫害 2．困扰，不断麻烦

peninsula／piininsjula／n．半岛

香料

perseverance

penis／pi:nis／n．阴茎

perfunctory

penny／‘peni／ ( pence,pennies)n 便士

的，马虎的 perfunctorily

persevere／p3ISI'via／y．坚持不懈，不

pension／‘penj'2n／n．1．养老金，抚

perhaps／paihzeps／adv.也许，可能

屈不挠

恤金，退休金 2．津贴，补助金

peril／Iperil／n．1．严重的危险 2．危

Persian／‘p3:J'an／adj.波斯的，波斯人

pensioner／penj'2na／n．领养老金或抚

险的事物

的，波斯语的 n．波斯语，波斯人

恤金者

perilous／perilas／adj.多险的，危险的

persimmon

／pa'rimita／n．（机场或营

2．柿子树

penetrate／Ipenitreit／y.

pentagon

／pentagan／n．1.五角形，

perimeter

，pa 'fAjktari／adj.敷衍

‘p3:sikju:t

／

／y.1．
（宗

／p3:siviarans／n．不屈

不挠，坚持不懈

／p31‘siman／n．1．柿子

五边形 2．
（cap）五角大楼（美国国防

地）周围，周边，周长

persist／pa'sist／y．1．坚持 2．持续

部办公大楼）

period／piariad／n．1．一段时间 2．一

persistence／pa lsistans

pentathlon／pen『tzeOlan／n．五项全

节课 3．
（妇女）例假期 4．句号

／pa lsistansi／n．1 坚持 2 持续存在

能运动

periodic／．piari iDdik／adj.周期的，

persistent／pa'sistant／adj.1 坚持的，不

定期的

屈不挠的 2 持续不断的，反复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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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enthaus／n．楼顶房间，

／persistency

penthouse
小棚屋

periodical

peony／piani／n．牡丹，芍药

定期的，周期的 n．期刊，杂志

称』in person 茉自

people／pi:pl／n．1．人，人们 2．人

peripheral／pairifara1／adj.1．非本质的

personage

民，国民 3．民族

2．外围的，周边的

个人 2．要人，名人

pepper／'pepa／n1 胡椒粉，胡椒 2 辣

periphery／pa irifari／n．外围，周界，

personal／p3ISanal／adj.1.个人的，私

椒

边缘

人的 2．本人的，亲自的 3．身体的，

peppermint／'pepamint／n．1．薄荷，

perish／perij'／y．
（使）枯萎，
（使）腐

容貌的

薄荷味 2。薄荷糖

烂，夭折

personality n．1．个性，人格 2．富于

per／p3:; pa／prep.1．由，经，靠 2．每

perjury／p3:d3ari／n．假誓，伪证（罪）

个性 3．名人

per annum 每年

perk／p3:k／n．额夕}津贴 y．
』perk up

personify ／ paisDnifai ／ y.1. 是 … 的 典

per se 目，自身，本来

（使）快活起来

型，表现 2．拟人，使人格化

perceive／pa lsi:v／y.1．察觉，发觉

permanent

2．理解，颔悟

久的，持久的

2．人事部门

percent／paSent／n．百分之

permeate ／‘p3:mieit／y.1.渗入，透 过

perspective／paispektiv／n．1．观点，

2．弥漫，充满

看法 2．前景，展望 3．
（对事物的）正

percentage

／paisentid3／n．1．百分

率，百分数 2．比例
perceptible

／

／

pa iseptabl

／

‘p3:rrianant

／

／

permissible

／adj.

ipiari iDdika1

pa- misabl

／adj.永

／adj.容

许的，可准许的

person／'p31san／n．1．人，自身 2．人

／ip3:sanid3／n．1．人，

personnel ／ p3:sanel ／ n ． 1. 全 体 人 员

确判断，洞察力，视角 4．透视画法，
透视图

／pa-mI,an／n 许可，同意

persuade／paisweid／y.j 兑服，劝服，

adj.1．可感知的 2．可理解的，看得出

permission

的 3．相当的 perceptibly

permit／pa'mit／y．允许，许可 n．执

使…相信

照，许可证

persuasion／pa'swei3an／n．1．说服，

知觉 2 观念，看法 3 洞察力，理解力

pernicious／paIni ras／adj.有害的，有

劝服，说服力 2．信念，信仰

perceptive ／ pa'septiv ／ adj. 感 觉 灵 敏

毒的

persuasive

的，有洞察力的，有理解力的

perpendicular

perch／p3:tj'／y．1．
（鸟）栖息 2．位

adj.1．垂直的，成直角的 2．竖立的，

pertain／pa'tein／y.1．与…有关联 2．依

于高处 n．1．
（鸟的）栖木 2．高的地

直立的 3．陡峭的

附于（或从属于）3．适合，相配

位或位置

perpetrate

perception

percussion

／pa'sepj'2n／n1．感觉，

／pa 'kAJ'2n／n．1．打击

／

.p31pandikjula

／

／‘p3:pitreit／y.犯（罪），

作（恶）

／

pa' sweisiv

／adj.有

说服能力的，劝诱的

pertinent

／'p3:tinant／adj.1．恰当的，

中肯的 2．与…有关，关于…的
‘p3:patreita／n．犯罪

乐器 2．冲突，撞击

perpetrator

perfect／ip3:fikt／adj.1．完美的，极好

者，作恶者

pervade／paiveid／y．弥漫，遍及，充

的 2．完全的，绝对的 3．熟练的，精

perpetual／paipetjual／adj.1．永远的，

满，渗透

通的

永恒的，不断的 2．四季开花的

perverti／pa-v3:t／y．1．使反常，颠倒

perpetuate ／ paipetjueit ／ y. 使 永 久 存

2．误用，滥用 3．使入邪路、堕落

perfection

／pa'fekj'2n／n．1．尽善尽

／

美 2．完美的典型

perturb／paIt3:b／y．使不安，扰乱

pervert2／'p3:v3:t／
110

n．堕落者，性变

态者

phosphorus

pessimist／pesimist／n．悲观主义者，

photo／fautau／n．照片

go to pieces 精神崩溃

厌世者

photocopier／fautau kDpia／n．影印机

pier／pia／n．1 码头，观光码头 2 支柱

／ipesi imistik／adj.悲观

pessimistic

／ifDsfaras／n 磷，磷光体

‘fautau ikDpi

／

photocopy

的，悲观主义者的，厌世的

n．影印，影印本 y．影印

pest／pest／n．1．害虫 2．讨厌的人

photograph

pester／pesta／y．麻烦，纠缠

片 y．为…照相

pesticide／pestisaid／n．

杀虫剂

／

‘fautagra:f

／

pierce／pias／y．刺穿，刺破，突破
piety／paiati／n．虔诚，孝顺

／n．照

pig／pIg／n．猪
pigeon／pid3in／n．鸽子

／fa'tDgrafa ／n．摄影

photographer

一张，一个 3．（文艺作品）篇，首』

pigsty／pigstai／n．猪圈，肮脏或邋遢

pet／pet／n．1．宠物 2．受宠爱的人

师，摄影者

的地方

petal／peta1／n．花瓣

photography／fa'tDgrafi／n．摄影术

pike／paik／n．1．梭鱼，狗鱼 2．长

petition／pi'tI，an／n．1．请愿 2．请

phrase／freiz／n．短语，词组 y．用某

矛，标枪

愿书 y．

种措辞表达

pile／pail／n．1．堆 2．大量，咸堆

petrol／ipetr21／n．汽油=(ArnE) gas，

physical／fizika1／adj.1．物质的，有

y．1．堆起，积累 2．拥，挤

gasoline

形的 2．身体的 3．自然（界）的 4．物

pilgrim／‘pilgrim／n．朝圣者，香客

petroleum ／piitrauham／n．石油

理的

pill／pil／n．药丸

petty／'peti／adj.1．不重要的，次要的

physician

2．偏狭的，气量小的 3．微小的，小

医生

规模的

physicist／fizisist／n．物理学家

pillow／pilau／n．枕头

phantom ／ifzentam／n．幽灵．鬼怪

physics／fiziks／n．物理学

pillowcase

pharmaceutical ／ fa:ma'sju:tika1 ／ adj.

physiological ／ fizia'IDd3ika1 ／ adj. 生

pilot／ipailat／n．1．飞行员 2．领航

（制）药的，药剂的，药学的

理学的，生理的，生理机能的

员，领港员 y．

／fi'zij'2n／n．医生，内科

pillar／ipila／n．1．柱，柱石 2．栋梁，
重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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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请愿（祈求）

／ifa:masist／n．1．制药

pharmacist

physiology

／

ifizi 'Dlad3i

／adj.

／ipilaukeis／n．枕套

驾驶（飞机等），为

（船舶）引航

生理学，生理机能

pin／pin／n．1．别针，大头针 2．(AlrlrlE)

physiotherapy／fiziauoerapi／n．物理疗

胸针，徽章 y． 1．
（用别针）别住 2．使

2．药房 3．制药，配药

法，理疗

固定

phase／feiz／n．1．阶段，状态 2．方

physique／fiizi:k／n．体格

pinch

面 3．
（月相）盈亏 y．使分阶段进行

pianist／pianist／n．钢琴家钢琴演奏家

掐，夹紧 2．夹脚』pinch off 掐掉某物

PhD／pietj'ldi:／n．博士学位

piano／pilenau／n．钢琴

／at a pinch 必要时

pheasant／fezant／n．雉，野鸡

pick／pik／y．1．挑选 2．采，摘 3．挑，

pine／pain／n．松树

剔 4 扒窃』pick out①选出，拣出②辨

pineapple／painlepl／n．菠萝

别出／pick up①拣起②自然学会③（车

pink／pijk／adj.粉红的 n．粉红

辆）中途搭人

pinpoint／pinpoint／n．针尖 y．1．精

phenomena)n．现象

picket／pikit／n．1．劳资纠纷中劳方

确地找出（描述出）2．强调

philanthropic ／ filan'OrDpik ／ adj. 博 爱

的）纠察员 2．哨兵 y．用纠察包围

pint／paint／n．品脱（液量单位）

的，慈善的

pickle，Ipikl／n．1．腌菜，泡菜 2．腌

pioneer／paiania／n．先锋，开拓者』

者 2．(BrE)药剂师
pharmacy

／ ‘fa:masi／ n ．

phenomenal

1.药学

／fi InDmina1／adj.1．现

象的 2．异常的，非凡的

／ fiinDminan ／ (p/

phenomenon

1．捏，

汁，泡菜水 3．困境，逆境 y．腌制（食

Young Pioneer 少先队员 y 作先锋倡导

philosophic/philosophical ／ filaSDfik(a1)

品）

pious／'paias／adj.1．虔诚的，笃信的

／adj.1．哲学的，富于哲理的，精通哲

pickpocket

学的 2．冷静的，沉着的

picnic／‘piknik／n．野餐 y．去野餐

pipe／paip／n．1．管子，导管 2．烟

philosophy／fiiIDsafi／n．1.哲学，哲

pictorial／pikIto:rial／adj.有图的，以图

斗 3．管乐器，风笛

理 2．人生观，宗旨 3．
（某一门学科的）

片表示的，形象化的 n．画刊，画报

piracy／paiarasi／n．1．海盗的掠夺

基本原理

picture／piktj'a／n．1．画，图片，照

2．非法复制，侵犯版权

phobia／faubia／n 恐惧症，病态昀恐惧

片 2．图像，画面 3．电影

pirate／paiarat／n．1．海盗，海盗船

phoenix／ifi:niks／n．凤凰，长生鸟

picturesque

phone／faun／n．电话 y．给…打电话

adj.1．似画的，迷人的 2．（语言）生

播者

phonetic／fau netik／adj.语音的，语音

动的，形象的

piss／pis／y．尿，小便 8 piss about 胡

学的

pidgin／pid3in／n．洋泾浜英语，混杂

闹，浪费时间／piss off①走开②使厌

phonology／faunDlad3i／n．1．音位学，

的语言

恶，使失去兴趣

音系学 2．语音体系

pie／pai／n．馅饼

pistol／pistal／n．手枪

piece／pi:s／n．1．片，块 2．一件，

piston／pist3n／n．活塞

philosopher

phosphorous

／fiiIDSafa／n．哲学家

／pim．r／y．&n．

／

-fDsfaras

／adj.磷

／‘pik iPDkit／n．扒手

／

ipiktj'a iresk ／

的，含磷的

2．假虔诚的，虚伪的

2．盗版者，非法复制者 3．无执照广

pit／pit／聆。1．坑，小凹陷 2．煤矿
111

3．乐池

plausible／plo:zabl／adj.1.（声明、争

plumb／pIAIII／n．铅锤，测锤 y．1．用

pitcher／pitra／n．1．（有柄和嘴的）

论等）似乎正确的 2．能说会道的

铅锤测量 2．探测，了解

水壶，大水罐 2．（棒球）投手

play／plei／y．1．游戏，玩耍 2．演奏，

plumber／ipIArria／n 铅管工，管道工

pitfall／pitfo:l／n 未料到的因难
（危险）

表演 3．进行（体育或文艺）比赛 n．1．玩

plume／plu:m／n．
羽毛，
羽毛饰物 y．用

pity／‘piti／n．1．怜。悯，同情 2．可

耍，游戏 2 剧本，戏剧 3 玩笑，玩弄

羽毛装饰

惜的事，遗憾的事 y．

player／pleia／n．游戏的人，（运动）

plummet／ipIArriit／y．垂直（或突然）

pivot／pivat／n．1．支点，枢轴 2．中

选手，比赛者，演奏者

落下

心或最重要的人或事物

playground

pivotal／rpivata1／adj.1．枢轴的 2．中

戏场，运动场

枢的，关键的

playmate／ipleimeit／n．

pizza／ipi:tsa／n 意大利薄饼，比萨饼

playoff／pleiDf／n．加时赛

plunger／pIAnd3a／n．活塞，柱塞

place／pleis／n．1．地方，位置 2．名

playwright／ipleirait／n 剧作家编剧家

plural／‘pluara1／n． &adj.复数（的）

次 3．职位，职责 4．家，住所』in place

plaza／pla:za／n．广场，集市场

plus／pIAs／prep.

of 替代／in the first place 首先／out of

plea／pli:／聆．1 一恳求，请求 2．
（法

的，…以上的 2．附加的，有增益的

place 不合适的，不相称的／take place

庭上）辩解

n．1．加号 2．附加物，多余

发生／take the place of 代替 y．1．放

plead／pli:d／y．1．恳求，祈求 2．
（法

plush／pIAJ'／n．长毛绒

置，安置 2．发出（订单）3．任命

庭上）辩护 3．以…为理由（或借口）

plutonium

／

‘pleigraund

／n．游

plump／pIArrip／adj.丰满的，圆胖的
plunder／ipIAnda／y．掠夺，抢劫 n．掠

游戏伙伴

令人愉快的，

夺，掠夺物

加，加上 adj.1．正

／plu:‘tauniam／n．钚
／nju:‘maunia／n．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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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怜悯

placid／iplze sid／adj.安静的，平和的

pleasant／iplezant／adj.

plague／pleig／n．瘟疫，祸患

（尢指人）可爱的，友善的，（天气）

poach／pautr／y1 偷猎（或捕杀）2 水

plaid／plzed／n．方格呢

晴朗的

煮

plain1／plein／adj.1．朴素的，简单的

please／pli:z／y．
（使）高兴，
（使）满

pocket／ipDkit／n．衣袋，／J、袋子

2．明白的，清楚的 3．坦白的，直率

意 int.请

adj.袖珍的，小型的 y．1．把…装入袋

的 4．相貌平常的

pleased／pli:zd／adj.高兴的，满意的』

内 2．盗用，侵吞（钱等）

plain2／plein／n．平原，旷野

be pleased to do 乐意做（某事）

pockmark／pDkma:k／n．麻点，痘痕

plaintiff／pleintif／n．原告

pleasing／pli:ziIJ／adj.令人愉快的，快

pod／pDd／n．豆荚

plan／plzen／n．1．计划，规划 2．设

乐的

poem／pauim／n．诗

计图，平面图 v.计划，打算

pleasure／‘ple3a／n．

plane／plein／n．1．飞机 2．水准 3。

足 2．令人愉快的事物，乐事』take (a)

poetess／'pauitis／n．女诗人

平面 adj.平面的

pleasure in 以…为乐，欣然

poetic／pauietIk／tatdj.1．像诗的，诗

planet／plzenit／n．行星

pleat／pli:t／n．（布上的）褶 v．将…

意的 2．诗的

planetary／plzenitari／n．行星的

打褶

poetry／p3UItri／n．诗，诗学

plank／plzejk／n．1．板条 2．政策条

pledge／pled3／n．1．誓言，誓约 2．保

poignant／poinjant／adj.辛辣的，伤人

目，政策要点

证物，信物 y．1．保证 2．抵押

感情的

plant／pla:nt／n．1．植物 2．工厂，车

plenary／pli:nari／adj.1．全体出席的

point／point／n．1．尖（端）2．特定

间 3．重型机器，机械设备 y．1．种植

2．完全的，绝对的

的地点或时刻 3．得分 4．论点，要点

2．栽（赃）3．安插（某人）

plenipotentiary／plenipaten-J'ari／n．全

5．目的 6．小数点 y．指向，暗示，
（使）

planter／pla:nta／n1 种植者，栽培者 2

权大使 adj.全权代表的，全权大使的

对准

播种器，种植器 3 种植园主 4 花盆

plentiful／plentiful／adj.丰富的充裕的

poise／poiz，n．1．沉着，泰然自若 2．平

plaque／pla:k／n．板饰，匾

plenty／‘plenti／n．充足，大量』plenty

衡 y．1．使平衡 2．使（头等）保持一

plasma／plzezma／n．血浆

of 大量的，充足的

定姿势

plaster／pla:sta／n．1．灰泥 2．石膏

plight／plait／n．困境

poison／poizan／n．毒物，毒品 y．1．使

y．1．用灰泥涂抹（墙壁）2．给（受

plot／pIDt／n．1．情节 2．阴谋 3．
（地）

中毒，下毒于 2．毒害

伤处）打石膏

一块 y．1．密谋，策划 2．绘制

poisonous／‘poizanas／adj.有毒的，有

plastic／iplze stik／n．塑料 adj.塑料的，

plough，plow／plau／n．犁 y．1。犁，

害的

可塑的

耕 2．费力地前进

poke／pauk／y．1．伸出 2．刺，戳，

plate／pleit／n．1．盘，碟 2．板，片

pluck／pIAk／y．1．拔，拉 2．拨（弦）

捅，触 n．刺，触

plateau／plzetau／n．高原

3．采，摘』pluck up 鼓起（勇气）

poker／ipauka／n． 1．拨火棒，通条

platform／iplzetfo:m／n． 1.站台，月

plug／pIAg／n．1．塞子，栓 2．电插

2．扑克游戏

台 2．讲台，表演台

头 y．把…塞住

polar／ipaula／adj.

plum／pIArri／n．梅子，李子

的，近极地的 2．正好相反的』polar bear

platinum／Iplzetinam／n．
platoon

白金，铂

／pla ltu:n／n．
（军队）排

1．。陕乐，满

pneumonia

poet／pauit／n．诗人

北极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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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极的，北极

polarity／pau llzerati／n．1.极性，磁性

poor／pu9／adj.1．贫穷的 2．糟的 3．不

确的 2．确信的 3．积极的，有效的 4．正

引力 2．
（性格）正相反

幸的，可怜的

极的，阳性的

popi／pDp／y．1．
（使）砰地响 2．
（突

possess／pa'zes／y．1．拥有 2．
（感情

等的）杆，柱

然）来，去，进，出 n．砰的一声

或思想等）控制（某人）3．掌握（技

pole2／paul／n．1．（地球的）极点

pop2／pDp／adj.流行的，普及的 n．流

能）

2．
（看法等）极端相反

行音乐，流行歌曲

possession

polemic／pa ilemIk／n．争论，论战

pope／paup／n．教皇

所有权 2．所有物 3．自制

police／pa ili:s／n．警察，警方，公安

popcorn，pDpkO:n／n．爆玉米花

possibility／iPDsibilati／n．1．可能，

poplar／pDpla／n．白杨树

可能性 2．可能的事

(p/policemen)n．男警察

poppy／pDpi／n．罂粟

possible／pDsibl／adj.

policewoman ／ paili:s iwuman ／ (p/

popular／ipDpjUla／adj.

policewomen)，z．女警察

的，流行的 2．通俗的，普及的 3．民

possibly／ipDsabh／adv. 可能地，也许

policy／ipDlasi／n．1．政策，方针 2．保

众的，大众的

posti／paust／n． 柱，杆

险单

popularise,

polio／pauhau／n．小儿庥痹症，脊髓

pD-pjUlaraiz／y．

灰质炎

欢迎 2．普及

（旗、电线、钓鱼

polel／paul／n．

／

policeman

paili:sman

Polish／‘paulir／adj.

／

波兰的，波兰人

1.大众喜爱

popularize

1．使（事物）受

可能的，可接

受的，合理的
y．贴出，

公布
post2／paust／n．1．邮政 2．一批邮件
y．邮寄

／

popularity

／

／pa 'zej'2n／n．1．拥有，

iPDpjU llzerati ／

post3／paust／n．1 职位 2 岗位，哨位

n．1．通俗性，普及 2．受欢迎

／‘paustid3／n．邮资，邮费

polish／pDIij'／y．1．磨光，擦亮 2．使

population

完善，润饰 n．1．上光剂 2．
（磨后的）

人口总数，全体

光泽

populous

politburo ／pDhtpjuarau／ n ．（共产 党

的，人口稠密的

的 2．死后的，作者死后出版的

的）政治局

porcelain／po:salin／n．瓷，瓷器

postman／paustman／n．

polite／pailait／adj.有礼貌的，文雅的

porch／po:tr／n．门廊，入口处

postpone

political／pailitika1／adj.政治的，政策

porei／po:／n．
（皮肤的）毛孔

postscript／paustskript／n．1．
（信上的）

上的

pore2／po:／y．深思熟虑，细心研读

附笔，又及 2．补遗，附录

politician ／ pDhItij'an ／ n ． 1. 政 治 家

pork／po:k／n．猪肉

postulate，pDstjUleit／y．假定

2．政客，玩弄权术者

pornography

politics／‘pDlitiks／n．1．政治，政治

描写，色情书刊或电影

y．1．故作姿态 2．摆出…样子

活动 2．政治学 3．政见

porridge／pDrid3／n．粥

pot／pDt／n．锅，罐

poll／paul／n．1．民意测验 2．选举投

port／po:t／n．1．港，港口城市 2．机

potato／pa-teitau／n．

票 3．投票数 y．1．对…进行民意测验

场，航空站

potency

2．投票，得票

portable／po:tabl／adj.轻便的，手提式

效力 2．潜能

pollen／pDlan／n．花粉

的

potent／'pautant／adj.有影响力的，很

pollster／paulsta／n．民意测验者

porter ／ po:ta ／ n ． 1 脚 夫 ， 搬 运 工

效力的，有说服力的

pollutant／pailu:tant／n．污染性物质

2．(BrE)守门人

potential／paltenj'21／adj.潜在的，可能

pollute／pailu:t／y．污染（空气、水、

portfolio

土壤等）

夹，公事包 2．有价证券清单 3．部长

potluck／pDtiIAk／n．1．聚餐（客人

pollution／pa 'lu:J'2n／n． 1.污染 2．
腐

（大臣的）职位

自带菜参加）2．家常便饭

败，堕落

portion／pO:J'2n／n．1．部分 2．-份

pottery／pDtari／n．陶土，陶器

polo／paulau／n．马球

portrait／po:trit／n．肖像，画像

pouch／pautj'／n．／J、手袋，邮袋

polyester／．pDliiesta／n．聚酯

portray／po:‘trei／y.1 描绘，描写 2 扮

poultry／p 钡 jltri／n．家禽

演

pounce／pauns／y．猛手|、，忽然攫住』

合技术学院（校）

pose／pauz／y．1．摆姿势 2．装腔作

pounce on 急忙抓住，攫捕

pompous／prripas／adj.浮夸的，自负的

势 3．提出（问题）
』pose as 假装，摆

poundl／paund／n．1．英镑 2．磅（重

pond／pDnd／n．池塘

出…的样子

量单位）

ponder／ipDnda／y．仔细考虑，沉思

position／pa'zij'2n／n．1 方位，位置

pound2／paund／y．1．连续猛击，猛

pony／pauni／n．小马

2．姿态，姿势 3．情况，状态 4．身份，

打 2．捣碎

pooll／pu:l／n．1．水塘，水池 2．游

地位 5 职位，职务 y．放置，给…定位

pour／po:／y．1．倒，灌 2．蜂拥 3．倾

泳池 3．共用物（人员）

positive／'pDzativ／a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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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兰语的

polytechnic

／

iPDIi iteknik／n．综

／iPDpjU'leij'2n／n．人口，

postage

postcard／paustka:d／n 明信片

poster／pausta／n。招贴，海报

／ ‘pDpjulas ／ adj. 人 口 多

／po:‘nDgrafi／n．色情

／po:t ifauhau／n．1．文件

po012／pu:l／y 把…集中在一起，共用

1.确定的，明

posthumous／ipDstjUrrias／adj.1．遗腹
邮递员

／paust'paun／y.延期，延缓

posture／pDstj'a／n．1．姿势 2．态度

的 n．

马铃薯，土豆

／‘pautansi／n．

1.权势，

潜在的可能，潜力

诉
poverty／pDvati／n．1．贫困 2．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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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der／pauda／n．1．粉末 2．爽身

好的

on{秀发，鼓励

粉 3．火药

precision／pri-si3an／n． 精确（性），

premonition／pri:maInI,an／n．1．预感，

power／paua，n．1．力量 2．电力，

精密（度）adj.精密的，精确的

预警 2．前兆

动力 3．控制力，影响力 4．权力，权

preclude／priiklu:d／y．阻止，排除

prenatal／pri: neital／adj.出生前的，胎

限 5．强国

predatory／ ‘predatari ／ adj.1 ． 食 肉 的

儿期的

powerful／ipauaful／adj.1.强有力的，

2．掠夺的

preoccupation

强大的 2．有影响力的 3．效力大的

predecessor

／

practicable

-przektikabl

／

／

predicament

行的

境，穷途
／iprzektika1／adj.1．实际

／

n．1．前任者 2．被取代的事物

adj.1．行得通的，可以实施的 2．可通
practical

ipri:disesa

／pri idikamant／n．困

／

pri: iDkjUpei- f2n，

n．1．全神贯注，专心 2．令人全神贯
注的事物
preoccupied

／pri: iDkjUpaid／adj.全

神贯注的，心事重重的

predicate／ipredikat／n．

谓语

／iprepa 'reij'2n／n．准备，

preparation
筹备，安排

的，实践的 2．实用的 3．讲实效的

predict／pridikt／y．预言，预测

practicality／przekti'kzelati／n．1．实

prediction

际，实用，实用性 2．实际的事

预言的事物

筹备的

practice／przektis／n．1．实习，练习

predominant／pri idDminant／adj.占优

prepare ／ pri-pea ／ y.1 ． 准 备 ， 筹 备

2．实践，实施 3．开业 4．习惯做法』

势的，占主导地位的，最显著的

2．使…有思想准备

put…in (into) practice 实行，实施

prefabricate／pri: fzebrikeit／y．（用预

preposition

制构件）组装

prerequisite／pri:Irekwizit／n．先决条

preface／prefis／n．前言，序 y．给…

件，前提

作序，作为…的开始

preschool

prefer／prif3:／y．更喜欢，宁愿

n．幼儿园，托儿所

preferable／iprefarabl／adj.更适合的，

prescribe／priskraib／y.1.处（方），开

更好的，更可取的

（药），2．命令，指示，规定

preparatory／pri'pzeratari／adj.预备的，

／iprepa 'zij'2n／n．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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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rzektis／y．1．实

／pri'dikj'2n，n．预言，被

practise, practice

习，练习 2．开业
practitioner

／przek'tij'2na／n．1．开

业医生（律师）2．习艺者，实习者

从

业者，从医者
pragmatic

／przeg imzetik／adj.重实

效的，实用主义的

preference

prairie／preari／n．
（尤丰旨北美洲的）

先，偏爱 2．优先权，特惠

大草原

preferential

praise／preiz／y． &n．表扬，赞美

先的，优待的，优惠的

到场 2．在，存在 3．仪容，风度

pram／przem／n．（手推）婴儿车

prefix／pri:fiks／n．前缀

presenti／pri-zent／y.1．给予 2．造成

prawn／pro:n／n．对虾，明虾

pregnancy

pray／prei／y．祈祷，祈求

怀胎期 2．蕴含

prayer／prea／n．祷告，祈祷文；祈求

pregnant

preach／pri:tj'／y．1．讲道，布道 2．说

2．含蓄的，意义深长的

教，宣扬

prehistoric

precarious

／

pri' ke3rias

／

adj.1．不稳定的 2．根据不足的
precaution

／‘prefarans

／‘pregnansi／n．1．怀孕，

presence

／‘prezans／n．

3．呈递 4．上演 5．介绍

ipri:hi istDrik／adj.史

‘pred3udis

present3／prezant／adj.1。现在的，现

present 暂时，暂且

／n．偏见，

成见 y．1．使抱偏见 2．损害

presentation

／iprezan'teij'2n／n．1．赠

送，授予 2．介绍，引见 3．呈现，展

preliminary

precede／priisi:d／y． 先于 …，位于…

的，初步的 n．预备步骤 preliminarily

presently

之前

prelude／prelju:d／n 序言，序幕，序曲

一会儿 2．(AlrlrlE)现在

， ipresidant

／n．1．
（过

premature

目前，

现在』at present 现在，目前／for the

预防措施 2．谨慎

precedent

1.出席，

存的 2．出席的，在座的 n．

前的 prehistorically
／

／pri'skripj'2n／n．1．处

present2／prezant／n．礼物

／‘pregnant／adj.1．怀孕的
／

prescription

方 2．指示，规定

／iprefa 'renj'21 ／adj. 优

prejudice

／pri'kO:J'2n／n．1．预防，

／n．1．优

／ipri:sku:l／adj.学龄前的

／pri iliminari／adj.预备

／‘prema itjua／adj.1．过早

示，提出 4．演出

／iprezantli／adv.1．不久，

preservation／prezaIveij'2n／n．1．保

的，提前的 2．不成熟的，早熟的 3．仓

存，贮藏 2．保护，保持，维护

促的

preserve／priz3:v／y．保存，保护，维

2．(AlrlrlE)选举区，警区

premier／'premia／n．首相，总理 adj.

护，维持

precious／prej'as／adj.珍贵的，宝贵的

首位的，首要的

preside／pri izaid／y．

precipitate／pri'sipiteit／y.1．使突然发

premiere／primia／n&y.初次演出（放

等）
，负责指挥

生 2．猛然抛下 3．使沉淀

映）

president／prezidant／n．1.总统，国家

premise／'premis／n．1．前提 2．(pZ)

主席 2．总裁，会长，校长

adj.1．陡峭的 2．匆忙的，仓促的

房屋（及其附属建筑、基地等）

presidential

precis／ipreisi:／n．摘要，梗概 y．做

premium／ipri:miam／n。
1 保险费 2．额

的，总裁的，会长的，校长的

摘要，写…大意

外费用

presidium

去的）惯例 2．先例，前例
precinct

precipitous

／ ‘pri:sijkt ／ n ．

／

1. 区 域

pri- sipitas

／

』 put(set, place)a premium

会，主席团

precise／prisais／adj.1．精确的 2．恰
114

主持（会议

／iprezi'denj'21／adj.总统
／pri isidiam／n．常务委员

pressi／pres／y．1．压，按 2．紧握，

pride／praid／n．1．自豪 2．自尊（心）

probation

紧抱 3．榨，压，榨取 4．催促，迫使

3.自负 4．
引以自豪的人（或物 y． 以…

期 2．缓刑

5．熨平（衣服等）

为自豪

probe／praub／n．1．探针 2．探测飞

press2／pres／n．1．新闻界，报界 2．压，

priest／pri:st／n．牧师，神父，教士

船 3．探查，彻底调查 y．探查，查究

按 3．印刷业，出版社 4．夹具，

primary／'praimari／adj.1.主要的，首要

problem

pressing／presiJ／adj.急迫的，紧急的

的 2．最初的，基本的

problematic,

n．1．模压制品 2．唱片，同批制成的

prime／praim／adj.

rnzetik (a1)／adj.有疑问的，未解决的，

唱片

佳的 3．最初的 n．
（某人的）鼎盛期

未定的

pressure／‘prej'a／n． 1．压力，气压

primitive／primitiv／adj.1.原始的 2．粗

procedural

2．
（精神上的）压力，压迫感

糙的 3．纯朴的 n．原始人

序上的 2．程序性的

prestige／presti:3／n．威望，威信

prince／prins／n．1．王子 2．
（封建时

procedure

代的）诸侯

2．手续，步骤，工序

声望的，有威信的

princess／prin'ses／n．公主，王妃

proceed／praisi:d／y.1．
开始，
着手 2．前

presumably／priizju:mabh／adv.假定，

principal／prinsipa1／adj.主要的，首要

进 3．继续进行』proceed against 起诉

可能，大概

的 n．校长

（某人）／proceed from 源于某物

presume／priizju:m／y.1.（没有根据地）

principle

相信，假设 2．擅自，敢于

主义 2．行动准则，道义 3 原理』in

聆．1．诉讼(程序)2．过程，议程 3．会

presumption／prizAmpj'2n／n．1．假定，

principle 原则上

议录，（文献）汇编

推测 2．冒昧做某事，放肆，擅作主张

print／print／n．1．印刷字体 2．印痕，

process，prauses／n．1．步骤，过程 2．工

痕迹 3．照片，版画 y．1．印，印刷 2．出

序，制作法』in the process of 在…过程

先假定，预料 2．以…为前提

版 3．晒印（照片）4．把…写成印刷

中 y．加工，处理

pretence, pretense／priItens／n1．假装，

字体 5．
（用计算机）打印

procession

矫饰 2．借口，托词 3．自命，自吹

printer／'printa／n．1．印刷机，打印

的）行列

pretend／priitend／y.1．假装 2．自命，

机 2．印刷者

proclaim／pra ikleim／y．宣布，宣告

自称

prior／'praia／adj.1．预先的，在前的

procure ／ praikjua ／ y.1 ． 取 得 ， 获得

／

pre 'stid3as

／adj.有

／iprinsapl／n．

1.原则，

／iprDblam／n．问题，难题
problematical ／ prDbla

／pra 'si:d3ara1／adj.1．程
／pra 'si:d3a／聆．1．程序

proceeding( s)

／ pra 'si:diJ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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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tigious

1．主要的 2．最

／pra 'beij'2n／n．1．试用

／ipri:sa 2pauz／y．1．预

presuppose

， pri' tenj'as

2．较重要的』prior to 在…之前

2．为…作淫媒

负的，自命不凡的 2．矫饰的，做作的

priority／praiIDrati／n．1．优先，优先

prod／prDd／y．1．刺，戳 2．激励，

pretext／pri:tekst／n．借口，托词

权 2．优先考虑的事

刺激

pretty／'priti／adj.漂亮的，迷人的 adv.

prism／‘prizam／n1 棱柱（体）2 棱镜

prodigal／prDdiga1／adj.1.铺张的，挥

相当，颇

prison／prizan／n．监狱

霍的 2 慷慨的 the prodigal 回头的浪子

prevail／pri『veil／y．1．战胜 2．盛

prisoner／prizana／n．囚犯，俘虏

prodigy／prDdid3i／n．1．奇才，天才

行，流行

pristine／'pristain／adj.

pretentious

／adj.1．自

／pra 'sej'2n／n．
（人或车

纯洁的，原始

2．奇观，奇迹

状态的

producel／pra idju:s／y.

流行的，盛行的

privacy／Ipraivasi／n．1．独处，隐私

2．拿出，出示 3．制作，出版

prevent／pri-vent／y．阻止，防止』

2．秘密，私下

produce2／iprDdju:s／n． 产品（尤指

prevent sb from 阻止某人做…／prevent

private／praivit／adj.

sth from 阻止某事发生

人的 2．私立的，私营的 3．秘密的，

producer／praldju:sa／n．

私下的 4．幽僻的

制造商 2．制片人

privilege／‘prIvilId3／n．特权，特殊权

product／prDdakt／n．1．产品，产物

益，特殊荣幸

2．结果，成果 3．创作，作品

前的

prize／praiz／n．奖品，奖赏 adj.1．得

production／praldAkj'2n／n．1．生产，

prey／prei／n．1 猎物，牺牲品 2．捕

奖的，值得给奖的 2．作为奖品的

制造 2．生产过程 3．产量 4．戏剧，

食 y．1 捕食 2．
（疾病等）折磨，困扰

proi／prau／n (infinl)内行，职业选于

影片，广播节目

price／prais／n．价格，代价』at a price

pros／prau／n．赞成的论点或理由』the

productive

以极高的代价 y．给…定价，标价

pros and cons 赞成和反对的两方面的

adj.1．多产的 2．出产…的，产生…的

prevalent

／iprevalant／adj.普遍的，

prevention

／pri'venj'2n／n．阻止，防

止，预防
previous／ipri:vias／adj.

前一个，以

农产品）

／

1.生产者，

pra- dAktiv

／

意见

productivity／prDdAkItivati／n．生产

价的，极其珍贵的

probability／iprDba ibilati／n1 可能性 2

能力，生产率

prick／prIk／y．1．戳穿，刺 2．
（使）

可能发生的事，可能的结果 3 概率

profess／prafes／y．1．公开表示，声

感到刺痛 n．1．刺痛

probably

2．束 0 痕，刺孑 L』prick up one's ears

能，或许

priceless／IpraislIs／adj.

无

1．私人的，个

1.生产，产出

／

iprDbabh

／adv.很可

称 2．自称 3．表明信仰
profession

竖起耳朵听

／pra 'fej'2n／n．1．
（尤指

从事脑力劳动或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
115

2．专业人员 3．表白，声明
／pra 'fej'2nal／adj.1．专

professional

／‘prDminans／n．1．显

prominence

业的，职业的 2．高水准的，内行的 n．专

著，杰出 2．凸出部分，凸出物

业人员

prominent
教授

成比例

prolong／pra IIDJ／y．延长，拖延

‘prDminant

／

／pra'po:J'2nal／adj.成比

proportional

例的，相称的
／

／prapauzal／n． 1.建议，

prc~posal

adj.1．著名的，杰出的，显著的 2．凸

提议 2．求婚

proficiency／pra fij'2nsi／n 精通，熟练

出的

propose ／prapauz ／ y.1 ． 建 议 ， 提议

proficient／prafij'2nt／adj.熟练的，精通

promise／'prDmis／n．1．诺言 2．希

2．企图，打算 3．求（婚）

的

望，出息 y．1．允诺，答应 2．给人以…

proposition

profile／Ipraufail／n．1．
（头像的）侧

指望

议，建议 2．主张 3．命题

面 2．形象，轮廓 3．人物简介，传略

promising／‘prDmisiJ／adj.有希望的，

proprietor／pra'praiata／n 所有人，业主

y．作简介，画…的侧面像

有前途的，有出息的

prose／prauz／n．散文

profit／prDfit，n．1．利润 2．益处 y．获

promote／pra maut／y.1．提升 2．促成，

prosecute／iprDsikju:t

益，有益于

促进 3．宣传，促销 4．发起，创立

诉，告发 2．彻底进行，执行

profitable ／ iprDfitabl ／ adj. 有 利 可 图

promotion／pra rnauj'2n／n．1．提升

prosecution／prDsikju:J'2n／n．1．起诉，

的，有益的

2．促成，促进 3．宣传，促销

检举，告发 2．执行，贯彻

profiteer／prDfiItia／n 暴发户，发横财

prompti／prDmpt／y．1．敦促，促使，

prospect／iprDspekt／n． 1.前途，前

的人，投机商 y 牟取暴利，投机倒把

激励 2．给（演员）提词

景 2．情景，景色 3．指望，预期

prompt2／prDmpt／adj.立刻行动的，果

prospective

断的，及时的

的，可能的，未来的

professor／pra ifesa／n.

／y.1．对…起

／ praispektiv ／ adj. 预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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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 ifaund／adj.1．深厚

，iprDpa'zij'2n／n．1．提

profound

的，深刻的，深奥的 2．知识渊博的
programme,

program

／ prau-grzem

prone

／praun／adj.

／n．1．节目，节目单 2．计划 3．电

有…倾向的 2．俯卧的

脑程序 y．1．计划，安排 2．
（为电脑）

pronoun

编制程序

pronounce

programmer／‘praugrzema／n．1．订计

2．宣布，宣告

划者，节目编排者 2．程序编制员

pronunciation

progress／‘praugres／n．

／‘praunaun／n．

prosperity／prD'sperati／n 繁荣，昌盛
／

prosperous

代词

／pra'nauns／y.1．发…音

／adj.繁

荣的，昌盛的

prostate／prDsteit／n．前列腺

／iprDstitju:t／n．妓女 y．出

prostitute

／ pranAnsi'eiJ'2n ／

'prDsparas

卖，滥用（才能等）

／iprDstiitju:J'2n／n．卖

n．发音

prostitution

展 2．前进，行进』in progress 在进行

proofl／pru:f／n．1．证据，证明 2．校

淫，滥用

中／make progress 取得进步，取得进

样 3．检验，考验

protagonist／prau'tzeganist／n．1．主角

展 V．进步，进展，前进

proof2／pru:f／adj.防…的，耐…的

2．首创者

progressive／

pra 'gresiv

1.进步，进

1． 易于…的，

／adj.1．不

proofread／ipru:fri:d／y．

校对

protect／prartekt／y．保护

断前进的，渐进的 2．进步的，先进的

prop／prDp／n．1。支柱，支持，支撑

protection

3．
（动词）进行式的 n．进步人士

物 2．舞台道具

防护 2．防护物

prohibit／praihibit／y.1．禁止 2．阻止，

propaganda／prDpa'gzenda／n．宣传

protective／prartektiv／adj.1．保护的，

妨碍

propagate

／iprauhi ibij'2n／n．1．禁

／‘prDpageit／y.1．传播，

／pra'tekj'2n／n．1．保护，

防护的 2．保护贸易的

宣传 2．
（使）繁殖

protein／iprauti:n／n．

止 2．禁令

propel／prapel／y．推进

protest／pra-test／n．&y.抗议，反对

project／prDd3ekt／n．方案，规划，

proper／prDpa／adj.1．正当的，适当

Protestant

工裎，项目 y．1．发射，投掷，投（影）

的 2．合乎礼节的，规矩的 3．特有的，

基督教徒

2．使凸出，突出 3．规划，设计

专门的 4．彻底的，十足的

protocol

property／prDpati／n．1．财产，所有

礼节 2．草案，议定书

规划，计划 2．投影图 3．凸出，凸出

物 2．不动产，房地产 3．性质，属性

prototype

／'prautataip／n 原型，典型

部 4．发射，投掷

prophecy

预言，预

protracted

／ pra itrzektid

projector／prad3ekta／n．投影机，幻

言能力

长的，拖延的

灯机，放映机

prophesy／iprDfisai／y． 预言，预示

protrude／praitru:d／y．突出，伸出

prophet／prDfit／n．预言家，先知

proud／praud／adj.1．自尊的，自蒙的

proponent／prapaunant／n。倡导者，支

2．骄傲的，妄自尊大的』be proud of

持者

以…为骄傲

prohibition

／prald3ekj'2n／n．1．设计，

projection

／iprauh ltearian／n．& adj.

proletarian

无产者（的），无产阶级（的）
proliferation

／pra ilifar'eij'2n／n．激

／iprDfisi／n．

／'prDtistant／n．新教徒，

／iprautakDI／n． 1.礼仪，

／adj.延

增，扩散，增值

proportion

prolific／praihfik／adj.多产的

比率 2．相称，平衡 3．份，部分』in

明是，表明是

proportion 成比例／out of proportion 不

proverb／prDv3:b／n．谚语，格言

prologue

／‘prauIDg／n． 1.开场白，

／pra'po:f2n／n．1．比例，

蛋白质

序言 2．开端，序幕

prove／pru:v／y．1．证明，证实 2．证

provide／prarvaid／y．提供，供给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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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 for①供养②（法律上）允许
provided

／ prarvaidid ／ conj. 以 … 为

的 3．公开的 n．公众，大众』in public

买 2．购得之物

公开地

pure／pjua／adj.1．纯粹的，纯的 2．纯

条件，假如

publication

provident ／ rprDvidant ／ adj. 有 先 见 之

版，发行 2．出版物

明的，节俭的

publish／‘pAbhj'／y.

province／prDvins／n．1．省 2．领域，

2．公布，发布

整肃 2．洗涤，涤除 3．泻药 y．清洗，

范围

publisher／pAbIij'a／n 出版商，出版者

整肃

pudding／‘pudiJ／n．布丁（甜点心）

purify／ipjuarifai／y．使纯净，净化

2．偏狭的，乡气的

puff／pAf／y．1．喘气 2 喷（烟等）

Puritan／pjuaritan／n．清教徒

provision／pralvi3an／n． 1.供应 2．
准

n．

备，预备 3．规定，条款 4．劬 Z）粮

pull／pUI／y．1．拉，拖，拔 2．拉伤

purple／p31pl／n．紫色 adj.紫色的

食，食品

3．
（车辆）驶进，驶出 4．吸引』pulla

purport／p31po:t／n．主要大意，要领

face 板起脸，拉长脸／pull down 拆毁

purpose／‘p31pas／n．

（建筑物）／pull in（火车）进站，
（车

图 2．用途，效果 3．决心，毅力』on

provincial

／pra'vinj'al／adj.1．省的

／pra'vi3anal

provisional

／adj.暂时

的，临时的
／prDva'keij'2n／n．1．挑

provocation

／iPAbli'keij'2n／n．1．出

洁的，无邪的 3．完全的，彻底的
purely／pjuah／adv.完全地

1．出版，发行

1．-股（气、烟等）一阵 2 松饼

辆）靠边停下／pull out①（火车）离

purge／p3:d3／n．1．
（政治上）清洗，

purity／pjuariti／n．纯洁，纯净，纯粹

1．目的，意

purpose 故意地

衅，激怒 2．激怒的原因，惹人恼火之

站②（使）撤离，
（使）退出耽．1．拉，

purse／p3IS／n．钱包

事

拖，扯 2．拉组，把手

pursue／paisju:／y．1．追捕 2．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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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 iVDkativ

provocative

pullover／pulluva／n．套头毛衣

3．实行

adj.1．刺激的，挑衅的 2．挑逗的

pulp／pAlp／n．1．肉质，髓 2．纸浆

pursuit／paisju:t／n．1．追捕 2．追求，

provoke／pra ivauk／y．激怒，煽动，

3．低级粗劣的书刊 y．使成浆状

寻求

挑起

pulpit／pulpit／n．1．讲道坛 2．牧师，

push／pUr／y．1．推，推进 2．催逼，

prowess／Iprauis／n 英勇，杰出的才能

教士

促使 n．推，推动，促进

proximity，prDkisimati／n 接近，邻近

pulse／pAls／n．1．脉搏，脉冲 2．节

put／put／y．1．放，安置 2．表达 3．提

奏，拍子

交』put across 使…被理解／put away

明的

pump／pArrip／n．泵，抽水机，打气

储存，把…放好／put down①击败，镇

prune／pru:n／n．梅干，李脯 y．修剪，

筒 y．用泵打入或抽出，为…打气

压②写下来／put forward 建议，提出／

删除

pumpkin／ipAmpkin／n．南瓜

put off 推迟，延误／put on①穿，戴②

pun／pAn／n．双关语

增加③上演／put out 扑灭，熄灭／put

谨慎的，精

prudent／‘pru:dant／adj.

假的，伪的，

pseudo／isju:dau／adj.
冒充的

punchl／pAntj'／n．

／sai ikaiatrist／n．精神病

psychiatrist

医生，精神病学者
psychiatry

／sai ikaiatri／n．精神病

1．冲压机，打

through①（电话）把…接通②使经历

孔机 2．
（打出的）孔 y．打孔

／put up①举起②张贴③留宿（某人）

punch2／pAntj'／y．用拳猛击 n．猛击

④把…拍卖／put up with 忍受，容忍

的一拳，力量

puzzle ／ pAzI ／ y ． 使 迷 惑 ， 使 困 惑

学，精神病疗法

punctual

psycho／isaikau／n．1．精}中分析（学）

按时的

解之事

2．神经病患者 3．精神变态者

punctuation／iPAJktjU'eij'2n／n．1．标

pyramid／piramid／n．1．棱锥体，角

／‘pAJktjual／adj.准时的，

n．1．拼合游戏（或玩具）2．谜，难

点法 2．标点符号

锥体 2．金字塔

n．精神分析学家

puncture／IpAJ kra／n&y.刺，戳，穿孔

python／paiOan／n．蟒蛇

psychological

' pungent／pAnd3ant／n．
（气味等）浓

quackl／kwzek／n．冒牌医生，江湖骗

／

烈的

子，假行家

punish／pAnij'／y．1．惩罚，处罚 2．狠

quack2／kwzek／int. （鸭叫的）嘎嘎

狠地对付，痛击

声 y．作鸭叫

／

psychoanalyst

.saikauzenal-ist ／

． saikaIDd3ika1／adj.1．心理

的，精神的 2．心理学的
／sai'kDlad3ist／n．心理

psychologist
学家

punishment

‘pAnijhiant

／

／

quadrangle

／‘kWDdrzeJ gl／n．1．四

耽．惩罚，处罚，刑罚

边形，正方形，长方形 2．方形庭院

punitive／pju:nitiv／adj.1.惩罚的，刑罚

quadrant／ikWDdrant／n．

的 2．严厉的

圆周，九十度弧，扇形体

pupill／pju:pa1，n．学生

quadratic ／ kwD drzetik ／ adj. 二 次 的

pupi12／pju:pa1／n．瞳孔

n．二次方程式

n．心理疗法，精神疗法

puppet／pApit／n1 木偶，布偶 2 傀儡

quadrilateral／kwDdrilzetaral／adj.四边

pub／pAb／n．／J、酒吧，／J、旅馆

puppy／pApi／n．小狗

形的，四边的 n．四边形

puberty／ipju:bati／n．青春期

purchase／p3:tj'as／y．购买 n．1．购

quadruple／ikwDdrUpl／adj.由四个（部

psychology

／

sai 'kDlad3i

／n．心

理学
psychotherapist

／

.saikaOera-pist／

n．心理治疗学家
psychotherapy

／

.saikauOera-pi ／

四分之一

分、个体、群体）组成的 n．& adv.

public／pAbhk／adj.1．公众的 2．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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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倍，四倍的数（量）y．变成四倍

（地），每季一次的（地）n．季刊

quail1／kweil／n．鹌鹑（肉）

quartet／kwo: ltet／n．

quai12／kweil／y．畏惧，颤抖

曲）
，四重唱乐团

轻声的 2．寂静的，僻静的，宁静的 3．温

quaint／kweint／adj 古雅的，古色古香

quartz／kwo:ts／n．石英

和的，文静的 4．（颜色等）素净的 y．

的，离奇有趣的

quash／kwDJ'／y．1．拒绝接受，取消

（使）安静，平静 n．安静，静谧，安

quake／kweik／y．震动，颤抖，哆嗦

2．镇压，平息

宁』at quiet 安静的（地）
，平静的（地）

Quaker／ikweika／n．基督教教友派教

quaver／ikweiva／y．用颤声说（唱、

／on the quiet 悄悄地，秘密地

徒，贵格会教徒

演奏），颤抖 n．颤音

quietly／ikwaiath／adv.1.轻声地，安静

qualification／kwDhfikeij'an／n．1．限

quay／ki:／n．码头，驳岸

地，平静地 2．文静地，静止地 3．在

制，条件 2．授权，批准，使具有资格

queen／kwi:n／n．1．女王，王后 2．出

暗中，秘密地

3．资格，资历， (p/)考试合格证明书

众的女人，
（同类中）首屈一指者

quilt／kwilt／n．被褥

qualified／ikwDhfaid，adj.1．有资格的，

queer／kwia／adj.1．

合适的，胜任的 2．有限度的，有条件

的，可疑的 2。稍感不适的，想呕吐的

范，完美的典型或实例

的，有保留的

quell／kwel／V．击败，制止，镇压

quintet／kwinitet／n．五重唱（奏、曲），

qualifier／ikWDhfaia／n． 1.饰词（如

quench／kwentj'／y． 扑灭，解（渴），

五重唱（乐团）

形容词、副词）2．
（有资格进入下一轮

终止

quip／kwip／n．妙语，俏皮话

竞赛的）合格者

queruious／ikwerjulas／adj.抱怨的，爱

quirk／kw3:k／n．1．奇事，巧合 2．奇

qualify／ikwDhfai／y.1．使合适，
（使）

发牢骚的

怪之举，怪癖

具有资格，证明…合格 2．准予，授予…

query／ikwiari／n．&y。质问，疑问，

quit／kwit／y．1．停止，离去，放弃

权利 3．限制，修饰，使减轻

（提）问题

2．偿清，回报

quest／kwest／n．（长时间的）搜寻，

quite／kwait／adv.1．完全，彻底 2．很，

量上的，性质上的，（化学）定性的

探求

相当，或多或少 3．实际上，真正地』

quality／ikwDlati／n．1．质量，品级，

question ／ 'kwestj'2n ／ n ．

1. 疑 问

quite a(n)不寻常的，了不起的，相当的

品质 2．性质，特性

（句），问题，难题 2．提案，议题，

quitter／ikwita／n．容易放弃者，半途

qualm／kwa:m／n．疑惧，紧张不安，

提问』beside the question 离题，与题无

而废不尽职责者

疑虑

关／beyond question; out of question;

quiver／ikwiva／y．&n．颤抖，抖动

quantifier／ikwDntifaia／n．
（数）量词

past question 毫无疑问，确定无疑／call

quixotic／kwik iSDtik／adj.堂吉诃德

量度，确

sth into question 对 … 提 出 疑 问 ／ in

式的，不切实际的

定数量，量化

question①谈（或议）论中的，考虑中

quiz／kwiz／n．1．考查，钡 0 验，查

quantitative／ikwDntitativ／adj.量的，

的②有疑问的，成问题的／out of the

问 2．答问比赛 v．对…测验，查问，

数量的，定量的

question 不可能的，办不到的／without

盘问

quantity／‘kWDntati／n． 1.量，数量

question 毫无疑义 y．1．询问，质问，

quizzical

2．分量，额，大量

问 2．怀疑，对…提出异议

情）探询的，疑问的，知情的

quicksand

四重唱（奏、

quiet／ikwaiat／adj.1．安静的，沉默的，

quintessence

／kwin ltesans／n．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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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怪的，异常

／‘kwikszend／n．流沙

qualitative

／

.kwDlitativ

quantify／ikWDntifai／y．

quantum

／

／adj.质

ikwDntam

／

questionable

／ ‘kwestj'2nabl ／ adj. 有

／ikwizikal／adj.（笑容、表

quota／ikwauta／n．定量，限额，配额

(plquanta)n．1．量子 2．
（需要或想要

问题的，不确定的，可疑的

quotation／kwau『teij'an／n。1．引语，

的）数量

question( n) aire／ikwestj'ane9／n．（调

语录，引用 2．报价，牌价

quarantine／ikwDranti:n／n．隔离（期

查情况用的）问卷，调查表

quote／kwaut，y．1．引用…的话，引

间）y．对…进行检疫隔离

queue／kju:／n．1．辫子 2．（排队等

证，引述 2．报…的价，开价 3．把…

quarrel／ikWDral／y.

候的）行列，长队 y．1．编辫子 2．排

放入括号 n．1．引文，引语 2．牌价，

2．反对，挑剔，抱怨 n．争吵，失和，

队（等候）
』 jump the queue 插队

报价

抱怨的缘由

quibble／ikwibl／y． （在小问题上）

quotient／'kwauj'ant／n 商，商数，份

quarry／ikwDri／n．1 采石场 2 猎物

争论，争辩

额

quart／kwo:t／n．夸脱

quickl／kwik／adj.1．快的，急速的，

rabbi／irzebai／n．
（犹太教的）法学博

quarter／ikwo:ta／n．1．四分之一，一

短暂的 2。易生气的，性急的 3．聪敏

士，老师，先生，犹太教教士

刻钟，一季 2．
（市镇的）区，地方 3．来

的，反应快的 adv.快，迅速地』

rabbit／rzebit／n．兔，野兔

源 4．劬 Z）住处，营房，（船上的）

quick

住舱区』 a bad quarter of an hour 难熬

lightening（infrril）飞快，一闪而过

热的，极端的

的片刻／at close quarters 彼此非常接

quick2／kwik／n．
（指甲、趾甲下的）

rabies／reibi:z／n．狂犬病

近／take up one's quarters 住宿 y．把…

嫩肉

race‘／reis／n．比赛，赛跑 y．1．和…

分成四部分，供…住宿，驻扎（军队）

quickly／ikwikh／adv.很快地，短暂地

比速度 2．（使）疾走

1。争吵，失和

as

aflash;

quarterly／ikwo:tah／adj.&adv.每季的

(as)

(as)

quick

as

rabid／irzebid／adj.1．
患狂犬病的 2．
狂

race2／reis／n．人种，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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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ecourse／reisko:s／n．1.赛马跑道，

范围

生植物

赛马场 2．
（赛马、赛车、赛跑等用的）

raffle／rzefl／n．抽彩出售 y．以抽彩

ramification

跑道

法出售

n．1．分支，支派 2．（由行动或决定

racer／reisa／n．
1．
赛跑者，比赛者 2．
比

raftl／ra:ft／n．筏，筏子 y．用筏子载

衍生出来的）结果

赛用汽车

运，乘筏子过河等

ramp／rzemp／n．

racial／‘reij'21／adj.种族的，人种的，

raft2／ra:ft／n．大量，许多』a raft of

造）斜坡

种族间的

很多的

rampage／rzempeid3／y．狂暴地行动

racialism ／’reIJ'21izam／n．1．种族

rag／rzeg／n．1．破布，碎布 2．劬 Z）

n．狂暴行径』on the rampage 暴跳如雷，

主义，种族偏见 2．种族仇视

破 1 日衣服 Iin rags 穿着破烂

横冲直撞

racing／‘reisiJ／n．赛跑，竞赛，赛马

rage／reid3／n．盛怒，狂怒

rampant／rzempant／adj.1.（指疾病、

racism／'reisizam／n．1．种族主义 2．种

ragged／lrze gid／adj.1．破 1 日的，褴

罪恶等）猖獗的，遏制不住的 2．（指

族歧视

褛的 2．不整齐的，蓬乱的 y．1．发怒，

植物）过于繁茂的

racist／lreisist／n．种族主义

动怒 2．
（风、浪、战斗等）猛烈进行

rampart／‘rzempa:t／n． 1. (p/)（城堡

者 adj.种族主义的

raid／reid／n．袭击，突袭 y．袭击，

等周围宽阔的）防御土墙 2．(sing)防

rack／rzek／n．（放置物件的）架子

劫掠，搜查

御，保护

y．使痛苦，折磨』rack one's brains 绞

raider／reida／n．袭击者，进行突袭的

ranch／ra:ntj'／n．大牧场

尽脑汁

舰艇、飞机等

rancid／rzensid／adj.1．（指含油脂食

racket／irzekit／n1．（网球等的）球拍

rail／reil／n．1．栏杆，横杆 2．铁轨，

物）因变质而有陈腐味道（气味）的

2．喧哗，吵闹 3．讹诈，欺骗，勒索

铁路

2．
（指气味、味道）如陈腐脂肪味的

racketeer／．rzeka ltia／n． 敲诈勒索

railway／ireilwei／n．铁道，铁路

rancour／‘rzejka／n．深仇，积怨

的骗子，歹徒

rain／rein／n．1．雨 2．

random／irzendam／adj.

radar／reida:／n．雷达

v．1．降雨 2．
（使）雨点般落下

便的』at random 随便地，任意地

radial／ireidial／adj.辐射（状）的，星

rainbow／reInbau／n．虹，彩虹

randy／rzendi／adj.好色的，淫荡的

形的

raincoat／reijkaut／n．雨衣

range／reind3／n．1．排，行，系列 2．射

raindrop／ireindrDp／n．雨点

程，距离 3．山脉 4．范围，幅度 y．1．排

灿烂 2．容光焕发

rainfall／reinfo:l／n．降雨量

列，安置 2．
（在一定范围内）变化 3．漫

radiant／reidiant／adj.1．光芒四射的，

rainforest

光辉灿烂的 2．容光焕发的，喜形于色

rainproof／ireinpru:f／adj.防雨的

在近距离／in (within) range 在射程内

的 3．发出辐射热或能的

rainy／lreini／adj.多雨的，下雨的』for

ranger／reind3a／n．1．皇家园林、地

radiate／ireidieit／y.

a rainy day 未雨绸缪

产等的管理员 2．担任巡逻和警戒任务

2．辐射，散发

raise／reiz／y．1．抬起，举起 2．提

的护林员 3．武装骑警，突击队员

radiation／TeidiIeij'2n／n．1.放射，辐

高，增加 3．养育，栽培 4．提出（问

rank／rzejk／n．1．排，列，行 2．军

射 2．放射性，辐射的热、能等

题等）5．召集，筹集 6．引起，掀起

衔，地位 3．显贵，高地位 4．(pZ)士

radiator／reidieita／n．1．散热器 2．冷

n．

却器，（汽车的）水箱

raiser／reiza／n．1．饲养人，栽培者

2．把…排列整齐

radical／rzedika1／adj.1．根本的，基

2．发起人

ransom／'rzensam／n．赎金 y．赎出，

本的 2．彻底的，完全的 3．（对政治）

raisin／reizan／n．葡萄干

赎回

激进的

rake／reik／n．耙子 y． 1．
（用耙子）

rap／rzep／n1．
（轻快的）敲击声 2．唠

耙拢，耙松，耙平 2．扫视，掠过』rake

叨』beat the rap 责备某人／take the rap

n．激进主义，激进的思想和原则

in 赚得（大量钱财）／rake out 搜出，

受罚，背黑锅 y1．
（轻而快地）敲击（某

radio／reidiau／n．1．无线电通讯 2．无

探出／rake up①勉强拼凑②翻 1 日账

物）2 责备或训斥（某人）3 唠叨

线电收音机』on the radio 在无线电广播

rally／rzeli／y．（为共同目标）集合，

rape／reip／y．强奸 n1．强奸 2．蹂躏

中 y．用无线电通讯

召集 n．集会

rapid／irzepid／adj.1．迅速的，快速的，

radioactive／reidiaulaektiv／adj.放射性

RAM／rzem／n．（电脑）随机存取存

敏捷的 2．
（斜坡）陡昀，险峻的 n． (p/)

的．有放射能的

储器

急滩，湍流

radioactivity／reidiauzekltiviti／n．1．放

ram／rzem／聆．1．公羊 2．冲压机

rapidly／irzepidh／adv.快速地，迅速地

射性，放射现象 2．放射出的能量

y．1．猛撞 2．挤入，塞进

rapist／'reipist／n．强奸犯，强奸者

ramble／rtembl／y．
1．漫步，漫游 2．
（植

rapport／rze po:／n．和睦，融洽

／adj.放射化学的

物）蔓生，丛生 n．漫步

rapprochement|ra:prDJrIIDIJ／n．
（尤指

radium／reidiam／n．镭

rambler／Irzembla／n．1．漫步者 2．蔓

国家间）友好关系的恢复

（接连两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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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rlrlE) racetrack

／ irzemifi'keij'2n ／

radiance

／ireidians／n．

radicalism

radiochemical

／

1.发光，

1．发光，放热

irzedikahzam

／

／

ireidiau ikemi-ka1

(pZ)雨季

／ireinifDrist／n．热带雨杯

（工资的）提高

radius／ireidias／n．1．半径 2．半径

任意的，随

游，徘徊 4．延伸，绵延』at close range

兵

5．队形 y．1．把…分等级，列为

rapt／rzept /adj.全神贯注的，入迷的
119

rapture／‘rzeptj'a／n．着迷，狂喜

ravine／ralvi:n／n．深谷，峡谷

realise, realize／rialaiz／y.1．认清，了

rare／rea／adj.1．罕见的，稀罕的 2．稀

ravish／r 茁 VIr／y．使着迷，使心醉

解 2．实现

薄的，稀疏的 3．极佳的，珍贵的 4．
（指

raw／ro:／adj.1．生的，未煮熟的 2．未

really／iriah／adv.1．事实上，真实地

肉）半熟的

加工的，天然的 3．未经训练的，无经

2．非常，完全地 int.真的（表示兴趣、

rarely／reah／adv.1．很少，难得 2．稀

验的 4．擦掉皮的，疼痛的 5．技艺上

怀疑、惊讶等）

奇地，非常地

不成熟的

realm／relm／n．1．王国，国土 2．领

rarity／‘reariti／n．1．稀有，罕见 2．稀

ray／rei／n．光束，光绒

域，范畴

有的事物，因稀少而珍贵的东西

razor／reiza／n．剃刀

reap／ri:p／y．1．收割（谷物），收获

rascal／ira:skzl／n．1．／小淘气，小

reach／ri:tj'／y．1．到达 2．伸出，延

2．得到，获得

坏蛋 2，恶棍，流 t 民

伸 n．可及的范围

reappear／ri:apia／y．再现

rash／rze，／adj.鲁莽的，轻率的，匆

react／riizekt／y．1．反应 2．反抗，

rear／ria／n．后部，背面 y．饲养，抚

忙的

反对 3．起化学反应

养，栽培

rasp／ra:sp／y．1．锉，锉掉 2．粗声

reaction／rilaekj'2n／n．1．反应，回应

rear-admiral

粗气地说 n．1．锉子，锉刀 2．锉磨的

2．反动，复古 3．
（化学、物理）反应

少将

声音，粗砺的刺耳声

4．反作用

rearguard

raspberry

／‘ra:zbari／n． 1.覆盆子，

／ ri‘zekj'2nari

reactionary

／ adj. 反

／riaizedmaral／n．海军

／‘riaga:d／n．殿后部队

rearmament／ri:la:mamant／n．重新武

山莓 2．咂舌声（表示嘲笑、轻蔑）

动的 n．反动分子

rat／rzet／n1 鼠 2．叛徒，卑鄙小人

reactor／rilekta／n．1．反应器，反应

rearrange／iri:a 'reind3

rate／reit，n．1．比率，率 2．规定的

堆 2．反应物，反应剂

排，重新布置 2．重新安排（计划等）

费用或价格 3．等级，程度 4．劬 Z）

read／ri:d／y．1．阅读，朗读 2．领会，

reason／lri:zan／n．1．理由，原因 2．理

地方税

了解 3．攻读，研究 4．
（计量器等）显

性，判断力 3．道理，常识』by reason

示 5．可读（做…）
，写着…』read aloud

of 由于，因为／by reason that 因为…，

朗读／read out 读出声来

由于…y．1．推理，思考 2．论证，辩

reader／ri:da／n．1．读者 2．读物

论，劝说

纳税人

readily／redih／adv.1．简单地，容易地

reasonable ／ri:zanabl／adj.1 ．懂 道理

rather／ra:6a／adv.1．稍微，颇 2．宁

2．很快地，立即 3 欣然，乐意地

的，合情合理的 2．有理智的，明智的

可，宁愿』rather than 宁愿

readiness

rating／‘reitiJ／n．1．等级，级别，评

当，预备 2．意愿，愿意

reasoning／1ri:zaniJ／n． 推理，论证

定结果 2．(pZ)（电视节目、广播节目

reading／ri:dirJ／n．1．阅读，朗读 2．读

reassemble／Fi:a'sembl／y.1．重新收集

的）收视率，收听率

物，阅读材料

2．重新装配

ratio／reij'iau／n．比率，比例

ready／redi／adj.1．准备好的 2．愿意

reassessment／ri:a'sesmantn．重新评估

ration／‘rzej'2n／n．1．定量，配给限

的，乐意的 3．敏捷的，迅速的 4．在

reassure／ri:a Irua／y．使放心，使消除

额 2．
印 Z）
（军队等每日的）口粮 y．
1．
限

手边的，现成的』get ready（使）准备

疑虑

定，配给 2．定量配给（供应物）

好／make ready 淮备好／be ready (for)

rebate／ri:beit／n．
（债、税等的）可减

（为…）准备好／readymade 现成的，

免的款额，折扣，部分退款

2．理性的，推理的

预先制成的

rebel／irebal／n．反叛者 y．反叛，反

rationale／r 茁，9'nQ：l／n．基本原理，

reaffirm／Ti:af3:m／y．重申，再确认

抗，造反

理论基础

real／rial／adj.1．真实的，真正的 2．完

rebe 川 on／ri ibelj an／n．

rationalize／‘rzej'2nalaiz／y.1．据理说

全的，十足的

抗，造反

明 2．使（制度等）合理化

realism／iriahzam／n．现实主义，写实

rebe 川 ous

rattle／rzetl／y．1．（使）发出格格声

主义

欲望的，叛逆的，难以控制的

2．嘎拉嘎拉地快速进行 3．使不安、

realist／riahst／n．1．现实主义的画家、

rebirth／ib3:0／n．新生，复兴

紧张，扰乱』rattle off 急促流畅地背诵

作家等 2．现实主义者

rebound

出／rattle on/away 喋喋不休地说，急促

realistic／ria ilistik／adj.1.现实主义的，

回 n．反弹，弹回』on the rebound①在

地说／rattle through 匆忙地做

现实主义者的 2．现实的，实际的，逼

弹回时②失望、沮丧等之余

rattlesnake ／ irzetlsneik ／ n ． 响 尾 蛇 =

真的

rebuff／riibAf／n． （对好意、请求、

(AlrlrlE) rattler

reality／rilelati／n．1．现实，真相 2．实

友好表示等的）粗暴拒绝，冷落

ravage／rzevid3／y．1．毁坏，摧毁 2．蹂

际存在的事物

rebuild／ri:ibild／y．重建

躏，劫掠 n．1．毁坏，蹂躏 2．毁坏的

realization

结果

悟，认识 2．实现

装或装备

严 co
ww
m
禁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c
严
ww
om
禁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严 co
ww
禁 m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有 us
， t.
严 co
ww
禁 m
版 w.
复
权 wh
制
所 -h
！

／y.1 重新安

rateable／ireitabl／adj.

（指财产）应

纳税的

ratepayer／reit peia／n．

rational

（地方税）

／‘rzej'2nal／adj.

1.合理的

／iredinis／n．

／

1.准备妥

irialai'zeij'2n／n．1．领

3 公道的，不贵的

反叛，反

／ri ibeljas／adj.显示反叛

／riibaund／y．

反弹，弹

rebuke／riibju:k／v 谴责，指责，斥责
recall／riiko:l／y．1．忆起，想起 2．召
回，收回 n．1．回忆，回想 2．召回，

raven／reivan／n．大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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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

recognition

recapture／ri:kzeptj'a／y.1.重新捕获，

n．1．认出，识别 2．承认，认可

收复，夺回 2．再次经历，再次体验，

recognizable

再产生 n．重新捕获，再次体验

／adj.可识别出的，可承认的

recede／riisi:d／y．后退，退去

recognize

receipt／ri lsi:t／n．1．收到 2．牧据，

出，辨认 2．承认，认可，公以

的，矩形的

收条 3．(pZ)进款，收入

recollect／ri:ka ilekt／n． 回忆，回想

rectification

receive／rilsi:v／y．1．收到，领到，

recollection

受到 2．接待，接收…为成员 3．收听，

记忆力，回想

过精炼之物，矫正

收看

recommend／Teka rnend／y.1．推荐，

rectify／rektifai／y．改正，纠正，核正

receiver／risi:va／n．1．接收者，受领

介绍 2．劝告，建议

rectitude／rektitju:d／n．正直，刚正，

人 2．电话听筒，受话器 3．接收机，

recommendation ／ Tekamenldeij'2n ／

诚实

收音机

n．1．推荐，介绍，介绍信 2．劝告，

rector／rekta／n．教区长

建议

recur，riik3:／y．1．再发生，复发 2．重

recent／lri:sant／adj.

最近的，近来的

recently／lri: Santli／adv.

最近，近来

recompense

／irekag'nij'2n／
／‘rekagnaizabl

／

‘rekagnaiz

长方形，矩形

／y.1．认

／‘rekampens／n．1．报

酬，酬答 2．补偿，赔偿

招待 2．招待会，欢迎会 3 接受，承认

reconcile

／ Irekansail ／ y.

手 y．征募（新兵）
，吸收（新成员）
rectangle／rekt ~eJ gl／n．方形，
（尤指）

／ireka'lekj'2n／n．(usu p/)

reception／ri'sepj'2n／n．1.接待，欢迎，

rectangular ／rek'tzej9jula ／adj. 长方形

正，精炼，整流 2．被改正的事物，经

现，回想
／riikArans

recurrence
1. 使 和

／irektifi.keij~n／n．1．改

／n．重现，

再次发生

解，使和好 2．调和，使一致

recurrent／riikArant／adj.经常发生的，

reconciliation／rekan isili leiJ'2n／n．1。

周期性的

和解，调和 2（争吵等的）止息，复交

recycle／iri:‘saikl／y． 再循环，再生

等）易于接受的，能容纳的

reconnaissance／riikDnisans／n．侦察，

利用

recess／rises／n．1．工间休息，休会

搜索

red／red／adj.红的，红色的 n．红色，

期，休业期 2．壁凹，壁龛，壁橱 3．隐

reconstruct

秘处 y．使凹进

建，恢复 2．
（根据证据或想象）重现

red-handed 正在犯罪的，手沾满鲜血的

record／reko:d／n．1．记录，记载，

／red tape 繁文缛节

衰退，不景气 2．后退，撤退

存证 2．最好成绩，最高记录 3．唱片

redbrick／redbrik／adj.（指英国大学）

recipe／‘resipi／n．烹饪法，食谱

4．履历，经历』break (beat, cut) the

接近 19 世纪或 19 世纪末以后建立的

recipient／ri'sipiant／n 接受者，领受者

record 打破记录／hold the record of 保

reddish／redij'／adj.略呈红色的，微红

reciprocal／riisipraka1／adj.互惠的，相

持…的记录 y．1．记录，记载 2．录音，

的

互的

录影』off the record 非正式的，不供引

redeem／riidi:m／y．1．赎回，挽回 2．挽

reciprocate／risiprakeit／y.1．互换（某

用的／on record 记录在案的，公开宣

救，恢复

物），互给（某物）2．回报，酬答 3．
（指

布的

redemption

机件）沿直线往复移动

recorder／riiko:da／n．1．录音机，记

补救，兑现』beyond (past) redemption

reciprocity／risiprDsati／n 相互交换的

录器 2．记录者，记录员

无可救药

原则或实践，（尤指）互相让步或互惠

recording／ri'ko:diJ／n．记录，录制

redemptive

recital／riisaital／n．1．独唱会，独奏

recountl／riikaunt／y．详细叙述某事，

救的，偿还的

会 2．-系列事件等的详述 3．背诵，
（尤

讲述某事

redevelopment／iri:di'velapmant／n．重

指面向听众的）朗诵

recount2／ri:ikaunt／y．重数，复核

新规划，改造

recoup／riiku:p／y．重获（尤指钱），

red-hot／redhDt／adj.1．（指金属）热

吟诵，背诵 2．背诵的散文或诗歌

失而复得

得通红的，炙热的 2．极其 3．
（指新闻）

recite／rilsait／y．1．朗诵，背诵 2．评

recourse／riiko:s／n．习之助的对象』

全新的，最新的

述，列举

have recourse to 依靠，求助于…

redistribute，Ti:di'stribju:t／y．重新分

reckless／irekhs／adj.轻率的，鲁莽的，

recover／riikAva／n． 1．取回，复得

配（某事物）

不计后果的

2．恢复，使（身体）复原 3．挽回，

redolent

弥补

气味 2．使人联想或回想起某事物的

2．者虑，认为 3．料想，估计』reckon

recovery／ri ikAvari／n． 1.复得，寻

redraw／ri:idro:／y．1．重新划定（边

on 期待，指望

回 2．痊愈，恢复

界等）2．修订，修改（计划等）

reclaim／riikleim／y.1．
要回，
回收 2．开

recreate／ri:kriieit／y 重新创造，再创

redress／riidres／y．纠正，补偿』redress

垦（荒地）3．改造，感化（罪犯等）

造

the balance 恢复平衡 n．赔偿（金），补

recline／riiklain／y．向后倚靠，躺卧，

recreation／irekri'eij'2n／n 娱乐，消遣

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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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sepj'2nist ／ n ． 接 待

recruit／riikru:t／n．新兵，新成员，新

receptionist

员，招待员
receptive

／ri-septiv／adj.（对新思想

recession／ri'sej'2n／n．

recitation

1.（经济）

／iresi'teij'2n／n．1．当众

reckon／rekan／y．

1．计算，算出

／ri:kan'strAkt／y．1．重

休息

红颜料』Red Cross 红十字（会）／

／ri'dempj'2n／n．赎回，

／

ri- demptiv

／iredaulant／adj.1．有强烈

reduce／riidju: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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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补

1．减少，缩减，

降低 2．使…变为（某个状态），使成

神愉快的，使精神振作的 2．使人耳目

registry／red3istri／n．登记簿，登记处

为 3．减肥，节食

一新的，清新而有趣的

regress／rigres／y．退步，退化

归谬法，反证法

reductio n．

／ri.frej'mant／n．1．精

refreshment

regression／rigrej'2n／n．倒退，回归，

reduction／rildAkj'2n／n．减少，缩减，

神爽快，心旷神怡 2． (p/)点心，便餐

退化

降低

refrigerator／ri'frid3areita／n．冰箱，冷

regressive

藏室

化的

多，过剩，多余 2．人浮于事，裁员 3．
（通

refuge／'refju:d3／n．庇护，避难，避

regret／ri'gret／y．懊悔，悔恨，
，遗憾

常指语言或艺术）多余，累赘，

难所

n．懊悔，悔十艮，遗憾

redundant／ri dAndant／adj.1．
（通常指

refugee／Tefju'd3i:／n．避难者，难民

regular／regjula／adj.1．规则的，固定

语言或艺术）冗赘的，多余的 2．（因

refurbish／ri:‘f3:bij'／y．翻新．整修

的 2．整齐的，对称的 3．合格的，正

人员过剩）被解雇的，失业的

refusal／rifju:zal／n．拒绝，不允

规的 4．平常的，普通的

reed／血 d／n．1．芦苇，芦杆 2．簧

refuse／riifju:z／y．拒绝，推辞，推却

regularity／regi ullzerati／n．规律性，

（管）乐器

refute／riifju:t／y．反驳，驳斥

规则性，经常性

reedy／ri:di／adj.1．芦苇丛生的 2．
（指

refutation

嗓音、声响）尖利刺耳的

辩驳 2．反驳性论据

2．调整，调节

reef／ri:f／n．暗礁

regain／ri'gein／y1 取回，恢复 2 返回

regulation／Tegjuleij'2n／y.1．规则，条

reel／ri:l／n．线轴，卷盘 y．卷，绕

regal／吨 gal／adj.帝王（般）的，堂皇

例，规定，法令 2．控制，管制

的，庄严的

rehabilitate／iri:ha ibihteIt／y．1．使恢

问（乙方证人）

regard／riga:d／y．1．视为，认作 2．注

复正常生活 2．使回复原状，修复 3．使

refer／rif3:／y．1．谈到，提及 2．呈

重，尊敬 n．1．注意之点，关系 2．关

恢复原有的高职位、地位等

交，托付 3．查阅，参考』refer to①提

心，顾虑 3．敬重，尊敬 4．问候，致

rehearsal

及②参考

意』in (with) regard to 关于／regard sth

复述 2．排演，试演』dress rehearsal

referee／refa lri:／n．1．（足球、拳击

(sb) as sth (sb) 把 … 当 作 … ／ with

彩排

等的）裁判员 2．仲裁者，调解者 3．
（愿

regards 谨此致意（用于信结尾）

rehearse／riih3:s，y.1．排练，排演 2．讲

为求职者提供证明的）证明人，介绍人

regarding／ri'ga:diJ／prep.关于

述（某事物）
，
（尤指）自述，背诵 3．
（通

／ri idAndansi／n．1．过

redundancy

regulate／regjuleit／y.1．管‘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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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ig lzzemin／y．再诘

／Tefjulteij'2n／n．1．驳斥，

／ri'gresiv／adj.退步的，退

re-examine

／riih3:sal／n．

1.演习，

regardless／ri'ga:dhs／adj.不注意的，不

过排演）指导或训练（某人）

提及 2．参照，参考 3．附注，旁注 4．证

留心的』regardless of 不顾，不管

rehouse／Ti:hauz／y．给（某人）安排

明书，推荐人

regatta／ri'gzeta／n 划船比赛，赛艇会

房子、住所等

referendum／irefa irendam／n．
（以表决

regency

某政治问题的）全民公决，全民投的票

（期）2．
（美州立大学的）校务委员职

范围 2．朝代，在位期间

refine／rifain／y．1．净化，精炼 2．使

位 3．
（cap）
（英国）
摄政时期(1810-1820)

reimburse／iri:im ib3:s／y.偿还，退款

文雅，使高尚

regeneration

refined／rifaind／adj.1．精炼的，精制

新，再生

free rein to 对（感情或情欲）放任，放

的 2．有教养的，举止文雅的

regent／ri:d3ant／n．1．摄政王 2．
（美

纵，使…自由发挥／keep a tight rein on

refinement／rifainmant／n．1．精炼．精

州立大学的）校务委员

对…严加控制、约束 y．（用缰绳）勒

制 2．优美，文雅

regime／rei'3i:m／n．政权，政府，政

住（马）
（使之放慢或止住脚步）

refinery／rifainari／n．精炼加工厂

治制度

reinforce／iri:in ifo:s／y.

reflect／riflekt／y．1．反射，反映 2．表

regiment／red3imant／n．1.（军队的）

强，加固 2．增兵，增援

达，表现 3．考虑，思考

团 2．一大群

reinforcement／ri:info:smant／n．1．增

region／ri:d3an／n．1．地区，区域 2．领

援，加强，加固 2．援军

倒影 2．
（热、声音等的）反射 3．沉思，

域，范围

reinstate／ri:in'steit／y．使某人恢复原

熟虑

register／red3ista／n．1．记录，注册

先的（尤指重要的）职位或地位

reflex／iri:fleks／n．1．反射作用，条

2．登记簿，名簿 y．1．登记，注册 2．
（邮

reject／rild3ekt／y．1．抛弃，丢弃 2．拒

件反射 2．映像，倒影

件）挂号

绝，不接受 n．1．被抛弃的东西，次

reform／ri 的 m1／y．&n．改造，改革，

registrar ／red3i'stra: ／n．

改良

2．
（大学中主管招生、考试等事务的负

rejection／rild3ekj'2n／n．

reformer／rifo:ma／n．改革者，改造者

责人）注册主任，教务主任 3．专科住

抛弃 2．废弃物，排出物

refrain／rifrein／y．抑制，克制，避免

院医师

rejoice／rild30is／y．1．使喜悦，使欢

refresh／rifrej'／y．使精神振作，使神

registration，Ted3istreij'2n／n．1．登记，

乐 2．欣喜，高兴

清气爽，给予新力量

注册，挂号 2．登记或注册的项目

rejuvenate

reference

reflection

refreshing

／irefarans／n．

／riflekj'2n／n．

1.谈到，

1.映像，

／ ‘ri:d3ansi ／ n ．

1. 摄 政

／riid3ena reij'an／n．自

／ri-frej'iJ／adj.1．令人精

1.户籍员

reign／rein／n．1．统治，支配，势力

rein／rein／n．
（常作复数）缰绳』give

品，废品 2．被弃者

／ri'd3u:vineit

老还童，使回春
122

1.增强，加

1.拒绝，

／y．使返

relapse／riilzeps／y． （疾病）复发，

relinquish／riihJ kwij'／y.1.放弃，废除，

remorse／ri'mo:s／n．1．悔恨，自责

再度陷入，故态复萌

摒弃 2．放松，放开

2．慈悲，怜惜

relate／riileit／y．1．叙述，讲 2．使…

relish／Irehj'／n．1．风味，美味，开

remorseful／rimo:sful／adj.悔恨的，自

有关联 3．与…有关

胃小菜，佐餐品 2．喜好，兴趣

责的

relation／ri'leij'2n／n．1．关联，关系

reluctance

2．
（通常用复数）交往，事务 3．家人，

勉强

亲属，亲戚

reluctant
／ri'leij'2nj'ip／n．1．关

／riiIAktans／n．不情愿，

remorseless

／ri imo:shs

／adj.1．不

懊悔的，不悔恨的 2．势不可挡的，无
／ri iIAktant／adj.勉强的，

情的

不愿的

remote／rimaut／adj.

系，联系 2．亲戚关系

rely／riilai／y．1．信任，信赖 2．依

间久远的 2．距离很大的，关系很远的

relative／irelativ／n 家人，亲人，亲戚

赖，依靠』rely on 依赖，指望

3．疏远的，冷淡的

adj.1．比较的，相对的 2 与…有关的

remain／rirnein／y．1．停留，留下 2．仍

removable／rimu:vabl／adj.1．可移动

relativity／relaltivatI／,z．相对性，相

然是，保持

的，可拆卸的 2．（指人）可免职的，

关性

remains／rimeinz／n．1．剩余物，残

可除去的

relax／riilzeks／v．1．使放松，轻松

余 2．
（古建筑等的）遗迹，废墟 3．遗

removal／rilmu:va1／n．1．移动，免

2．使缓和，减轻 3．放宽，松懈

体，遗骸

职，去除 2．搬迁

relationship

／

relaxation

iri:lzek 'seij'2n ／

／riimeinda／n．剩余物，

remainder

1．遥远的，时

remove／rilmu:v／y．1．取去，移动

聆．1．放松，减轻，缓和 2．轻松，

剩下的人或物

2．除去，消除 3．免职，开除 4．移居

宽心 3．消遣，娱乐

remark／riima:k／n． 1．议论，评论，

remunerate

relay／iri:lei／n．1．补充物资，接替

话 2．注意，留意 y．1．谈及，说 2．谈

人（为萁工作或服务）

人员，替班 2．中继器，继电器 3．中

论，评论 3．注意，看

remuneration／rimju:naIreiJ'2n／n．报

继，转播 4．接力赛，转播的无线电节

remarkable

目(= relay race)y．重新放置，再铺设

平常的，杰出的，值得注意的，显著的

renaissance／raneisans／n．1．
（cap）
（欧

release／riili:s／y．1．释放，免除 2．放

remedial／rimi:dial／adj.1.治疗的，补

洲 14 至 16 世纪的）文艺复兴，文艺复

出，发射 3．发行，发表，发售 n．1．释

救的 2．
（指教育）
（为后进学生提供）

兴时期 2．任何类似的复兴，再生

放，免除 2．放出，发射

辅导的，补习的

rend／rend／y．1．扯破，割裂 2．强

relegate／‘rehgeit／y．使降位，使降级，

remedy／iremidi／n．1．治疗，治疗法

行夺取

贬黜

2．药物，补救物

render／irenda／y．1．致使，使成 2．给

relent／riilent／y．1．发慈悲，变宽厚

remember／rirnemba／y.1.记得，忆及

予，提供

2．减弱，缓和

2．问候，致意

rendezv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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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imju:nareit／y．酬报某

relentless

／ri ilenths／adj.1．严格的，

／

remembrance

ri ima:kabl

／adj.不

／riimembrans／n．1．回

酬，酬金，薪金

／irDndivu:／n．1．约会，

约会地点 2．
（经常的）聚会处

苛刻的 2．不停的，不间断的

想，记忆 2．纪念品

rendition／ren'dij'2n／n．1.演奏，上演

relevance／irelivans／n．相关，切题

remind／riimaind／y．提醒，使想起

2．翻译

reminder／rimainda／n．1.帮助记忆或

renegade／‘renigeid／n 变节者，叛国者

的，切题的

起提醒作用的东西 2．提示

renew／riinju:／y．
1．
更新，使恢复 2．
继

reliable／riilaiabl／adj.可靠的，可信赖

reminiscence／Teminisans／n．1．回忆，

续，重新开始 3．换新，补充

的

怀旧 2．劬 Z）旧事，回忆录 3．令人

renewal／riinju:al／n．1．更新，重建，

reliability／ri.laia ibilati／n．可靠（性），

联想的东西

重申 2．延期，续期

可信（性）

reminiscent

reliance／riilaians／n．1．依靠，依赖

想起…的，暗示的

地）放弃（某事物的）所有权或占有权

2．信任，信赖

remiSsion／ri'mI,an／n。1.（上帝对罪

2．自愿放弃（尤指习惯）3．摈弃，背

relic／rehk／n．1．遗迹，古物 2．圣

恶的）宽恕，赦免 2．减刑 3．免除，

弃 4．与…断绝关系

者遗物

豁免（债务、费用、处分等）4．
（病痛

renovate／lrenauveit／y． 修复，整修，

relief／riili:f／n．1．
（痛苦、困苦、忧

等的）缓解，减轻

革新

虑等的）城轻，解除 2．救济，救援，

remit／rirnit／y．1．免除，宽恕，取

renovation

救济物

消 2．使（事物）缓和，放松 3．汇（款

复，整修 2．革新，更新，使恢复元气，

relieve／riili:v／y．1．减轻，解除（痛

等）4．将（待决事项）提交当局处理

使复活

苦或困难）2．救助，救济 3．换班，

remittance

接替

汇款

religion／rihd3an／n1 宗教信仰 2 宗教

remnant

religious／ri'hd3as／adj.1.宗教的，信仰

残余 2．零头布

relevant／irehvant／adj.

有关的，适宜

／ iremi'nisant ／ adj. 使 人

／rilmitans／n．汇款额，

renounce／ri'nauns／y.

／lremnant／n．

1.剩余，

／Tenalveij'2n／n．1．修

renown／riInaun／n．
renowned

1.（尤指正式

名望，声誉

／ri inaund／adj.著名的

rent／rent／n．租费，租金
rental／lrental／n．1．缴付或收取的租

宗教的 2．虔诚的，敬畏神的

金数额 2．租赁
123

／ ri inAnsi'eij'2n ／

renunciation

驳斥 2．拒绝接受，否定 3．拒绝偿付

放（录音等）
／ri'plenU／y.

replenish

reorient／ri:13:rient／y．重新调整方向

充满 2．补充某物

repugnant ／ ripAgnant ／ adj. 令 人 厌 恶

rep／rep／n．1．销售代表 2．剧院，

replica／rephka／n．1．精确的复制品

的，令人反感的

剧团

2．模型，按比例缩小的复制品

repulSe／ripAls／n．&y.1.击退，击败

repair／ripea／V。1．修补，修理 2．补

replicate／irephkeit／y．仿造，复制

2．排斥，拒绝

救，纠正 n．修补，修理』make repairs

reply／riplai／y．&n．回答，答复』reply

repulsion／ri'pAIJ'2n／n．1.击退，击败

修理，修补

for sb 代表某人作答

2．庆恶，反感 3．排斥，斥力

repairable／riipearabl／adj.（指损失等）

report／ri-po:t／n．1．报 j 酋，报告，

repulsive／ripAlsiv／adj.讨厌的，令人

可补救的，可弥补的

记事 2．传闻，谣言，闲话 v．报道，

厌恶的，冷淡的

报告

reputable／irepjutabl／adj.声誉好的，值

赔偿 2．（向战败者索取的）赔偿，赔

reporter／riIpo:ta／n．记者，通讯员

得信赖的，受尊敬的

款

repository ／ri'pDzitari／n．仓库，贮

reputation

repay／ri:pei／y．1．付还，偿还 2．报

藏室

誉，名声

答，回报

represent／Teprizent／y.1.代表 2．
描绘，

repute／ripju:t／n．1．名誉，名声 2．好

repayment／ri'peimant／n．1．偿还，

表现 3．象征，表示 4 意味着，相当于…

名声

回报 2．偿还或回报物，付还款

representation

repeal／ripi:l／y．废止（法规等），撤

n．1．表现，描写 2．象征，被表现之

2．需要 y．请求，要求

销，取消

物 3．(p/)申述，抗议

requiem／rekwiam／n．安魂弥撒，安

repeat／ri ipi:t／y．重说，重做，重复

representative

n．重复，重演

adj.1．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 2．代议

require／riikwaia／y．1．需要 2．要求，

政治的，代议制的 n．1．例子，典型 2．代

命令

再三地

表，代理

requirement／riikwaiamant／y．1．需

repel／riipel／y．1．逐退，驱逐 2．使

repress／ripres／y．1．抑常，压制 2．镇

要之物，需求 2．必要条件，规定

厌恶，使反感

压

requisite／rekwizit／adj.必要的，必不

repellent／ripelant／adj.1.令人厌恶的，

repression／riprej'2n／n．1.约束，抑制

可少的

使人反感的 2．某种物质无法穿透的，

2．压抑，被压抑的欲望或冲动

requisition

防…的 n．1．驱虫剂 2．
（涂在织物、

repressive

皮革等上的）防水剂

严厉的 2．（法律、制度）残酷的，镇

征用文书 2．正式要求，征用

repent／ri-pent／y．悔悟，悔改，悔恨

压的

式要求（使用某物），征用 2．命令或

repentance／riIpentans／n．懊悔，悔改，

reprimand

忏悔

斥

rescue／reskju:／y．&n．解救，挽救

reprint‘／Ti: print／y．重印，再版

research／ris3:tj'／n．研究，调查，探

reprint2／iri:print／n．

索 y．调查研究

／TepaIreij'2n，n．1．补偿，

／

.reprizentei-J'2n／

／

irepju'teij'2n

／n．名

request／riikwest／n．1．请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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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aration

1.再将某物

（债款）
，拒不履行（义务）

n．1．放弃，断绝联系 2．忘我，克己

／riIpi:tidh／adv.反复地，

repeatedly

repercussion

／ri:pa'kAJ'2n／n．反响，

深远的影响
repertoire

／

‘repatwa:

／n．
（某一

／ irepri'zentativ ／

／ri-presiv／adj.1．抑制的，

／reprima:nd／y.圳诫，申

1．重印，再

版 2．重印本，再版本

魂曲

／irekwi'zij'2n／n．1．正

式要求，
（尤指军队）征用，（通常指）
y．1．正

指示某人做某事

researcher／ris3:tj'a／n．

研究人员

艺术团体、演员、音乐家等可随时演出

reprisal／ripraizal／n．报复（行动）

resemblance／riizemblans／n．1．相似，

的）全部节目，剧目

reproach／ri'prautj'／y.

类似 2．相似程度，相似点

‘repatari

&n．谴责，责

备，责骂

resemble／riizembl／y．

演剧目 2．（某一艺术团体、演员、音

reproduce／ri:pra'dju:s／y.1．复制，再

resent／rilzent／y．怨恨，憎恶

乐家等可随时演出的>全部节目 3．仓

现 2．生殖，繁殖

resentful ／riizentful ／adj. 感 到或 表示

库，库存，贮存

reprove／ripru:v／y．责备或指责某人，

愤恨的，憎恨的

谴责

resentment

复 2．背诵文（诗等）

reptile／reptail／n．爬虫，爬行动物

怨恨

repetitive／ri'petativ／adj.重复的，反复

republic／ripAbhk／n．共和国

的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

n．1．保留的座位、住处等，（座位、

repine／ri-pain／y．埋怨，苦恼

和国

住处等的）预订 2．保留意见，保留态

replace／ri ipleis／y.

republican

repertory

repetition

／

／n．

1.轮

／TepitI,an／n．1.重复，反

1．放回，置于

』the

／riIpAbhkan／n．1．拥护

reservation

／rilzentmant
／

类似，相似

／n．愤恨，

ireza'veI,an

／

度 3．道路中央双向交通的分隔带

原处 2．代替，取代 3．替换，更换

共和政体的人，共和主义者 2．（cap）

4．
（美国印第安部落的）居留地

replacement／riipleismant／n．1．替代，

（美国）共和党党员

reserve／rilz3:v／n．1．储备物，保存

交换 2．代用品

repudiate

／riipju:dieit／y.1．否认，

replay／ri: iplei／y．1．重新（比赛）2．重

物 2．储藏，保留』in reserve 储存备用
3．缄默，含蓄 y．1．储备，保存 2．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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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留作专用 3．预定
reservist

，rilz3:vist／n．预备役军人

adj.1．回响的，共鸣的 2．惊人的，极

restful／restful／adj.令人有宁静感的，

大的

让人得到休息的

reservoir／Irezavwa:／n． 蓄水池，水

resource

库，水塘

资源，富源 2．机智，策略，智谋 3．(pZ)

的）归还原主，（事物的）恢复原状

reshape／ri:j'eip／y．1．重新塑造，重

必要时可给予帮助、安慰或支持的事物

2．
（对损害等的）赔偿，补偿

新定型 2．重新整理，重新进展

resourceful／riSo:sful／adj.善于随机应

restless／restlis／adj.1．得不到休息的，

reshuffle／ri: TAfl／y.1．改组，调换职

变的，机敏的

不睡的 2．不安的，焦虑的，烦躁的

务 2．重新洗（牌）n．
（尤指政治组织

respect／riispekt／n．
1．尊敬，
尊重 2．
考

restoration

的）改组

虑，关心 3．方面，着眼点 4．关系，

n．1．
（遗失等物）归还原主 2．恢复 3．重

reside／riizaid／y．居住，定居』reside

有关』with respect to 关于，谈到 y．1．尊

新采用 4．修复，整修

in（指权利等）归属于某人

敬，尊重 2．仔细考虑，顾及

restore／rilsto:／y．1．归还，交还 2．恢

residence／rezidans／n．

respectability

1.居住，居

留 2．住宅，住处

ri 'so:s

／

／n．

1. (p/)

ri.spektabilati ／

居住的，居

居民，居住者

／

respectable

／iresti'tju:J'2n／n．1．
（物

restitution

／

‘resta 'reij'2n ／

复，复兴 3．修复，重建 4．使复职或
复位

n．名望，体面，得体

resident／Irezidant／adj.
留的 n．

／

ri- spektabl

／

restrain／rilstrein／y．克制，抑制，约

adj.1．可敬的，高尚的，体面的 2．相

束，制止

当好的，相当不错的

restraint

adj.1．住宅的，适于作住宅的 2．与居

respectful／riispektful，adj.恭敬的，有

制 2．自制，拘泥

住有关的

礼貌的

restrict／riistrikt／y．限制，限定

respective／riispektiv／adj.各自的，各

restrictive／riistriktiv／adj.1．限制（性）

物）存留下来的，剩余的，残余的

个的，个别的

的，约束（性）的 2（语法）限定性的

resign／rilzain／y．1．]孜弃，辞去 2．使

respiration

irespa 'reij'2n ／

result／riIzAlt／n．1．结果，效果，成

听任，使顺从』resign oneself to sth 听

n．1．呼吸，一次呼吸 2．（植物的）

绩 2．计算的结果，答案』as a result of

任，顺从

呼吸

作为…的结果 y．1．发生，起因于 2．致

／

irezi'denj'al

／

／rilstreint／n． 1.抑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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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ial

residual

／ri- zidjUel／adj.（作为剩余

／irezig'neij'2n／n．1．辞

resignation

／

respite／'respait／n．

1．休息，暂时

使，导致

职，放弃，辞呈 2．听任，顺从

的缓解或放松 2．
（义务的）缓期履行，

resultant

’resigned／riizaind／adj.J|顷从的，，逆

（刑罚的）缓期执行

的，必然发生的

来顺受昀』be resigned to sth (doing sth)

resplendent

甘心情愿（做…）

灿烂的，辉煌的

复 2．重新占有，取回，收回

respond ／rispDnd ／ y.1 ． 作 答，回答

resume／irezju:mei／n．1.摘要，概要

力，适应性 2．
（指人）乐观的性情

2．反应，回应

2．履历，简历

resin／lrezin／n．1．树脂 2．合成树脂

respondent

resilience／riizihans／n．

‘rezinas

1.弹性，弹

／ riisplendant ／ adj. 华 丽

／ris ipDndant

／n．1．回

／ri IzAltant／adj.因而发生

resume／riizju:m／y.1．重新开始，恢

resumption

／ri'ZAmpl2n／n．1．恢

答者，响应者 2．（离婚案等的）被告

复，再开始 2．取回，收回

树脂的

response／ri'spDns／n 1.回答 2．反应

resurgent／riIS3:d3ant／adj.复苏的，复

resist／rilzist／y．1．抵抗，对抗，抵

responsibility

制 2．抗，耐，抵挡住 3．克制，忍住

n．1．责任，负责 2．职责，任务

resistance／rilzistans／n．1.抵抗，抵抗

responsible

力 2．阻力 3．敌对，反对

adj.1．责任的，应负责的 2．可靠的，

resurrection

resistant／rilzistant／adj.反抗的，有抵

可信赖的 3．
（指职位）责任重大的

活，复兴 2．（基督教教义）最后审判

抗力的

responsive

resistor／rilzista／n．电阻器

adj.1．赞同的，支持的 2．反应灵敏的，

的复活

resolute／rezalju:t／adj.坚决的，果断的

易受控制的 3．回答的，应答的

resuscitation

resolution／Tezalju:J'2n／n．1 坚决，果

rest／rest／n．1．休息，歇息 2．支撑

生，复活

断 2 决议，提案 3 决心，决定 4 解决

物，支持物』at rest①妄静的，宁静的

retail／ri:teil／n 零售，零卖 adv.零售地

resolve／riizDlv／y．1．决定，下决心

②过世了的 3．(usu the rest)剩余部分，

retailer／ri:teila／n．零售商

余

retain／riltein／y．1．保存，保留，保

resinous

／

2．解决 n．

／

adj.（似）

决心，决定

ri- spDnsibl

／

ri'spDnsiv

兴的

resurrect／ireza irekt／y.

／

／

1.使（某人）

复活 2．使（某种做法）复兴，复苏

／ireza 'rekj'2n/z．1．复

日死者之复活 3．（基督教教义）耶稣
／riisAsi'teij'2n／ n． 回

留者／have a rest 休息一下 y．1．
（使）

持 2．挡住，留住

休息，
（使）静止 2．
（使）支撑，
（使）

retainer／rilteina／n．1．（尤指预付给

resort／rilzo:t／y．1．凭借，求助，诉

倚靠，（使）安放 3．安息，长眠

律师的）聘用定金 2．（为外出期间保

诸 2．常去 n．1．凭借，手段 2．常去

restaurant

之处，度假胜地

饭店，酒楼

resounding

'rezanans

／

／n．反响，

／

ri.spDnsibilati ／

共鸣

resonance

／

／

ri' zaundiJ

／

lrestarDnt

／n．餐馆，

留租房等而付的）定金
retaliate／riItzelieit／y．报复

／

retard／riita:d／y．1．使（某物）放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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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迟缓 2．阻碍，妨碍

敬畏之情

retell／ri:ltel／y．复述

reverend

rewrite／ri:lrait／y．重写，改写
／‘revarand／adj.1．应受尊

thetoric／iretarik／n．1．修辞，修辞学

敬的 2．(cap)牧师，大人（用作神职人

2．华丽的辞藻，虚夸的言辞

用 2．记忆力，记性 3．挡住，保留，

员的尊称）

thetorical／ri itDrika1／adj.1．修辞的，

容纳

reverent

修辞的 2．辞藻华丽的，虚夸的

reticent／lretisant／adj.不轻易暴露思

虔诚的

theumatism／lru:matizam／n．风湿病

想或感情的，有保留的

reverie／revori／n．白日梦,幻想

thino／rainau／n．(abbre forthinoceros)

retina／retina／n．视网膜

reversal／rilv3:sa1／n．1．倒转，颠倒

犀牛

retire／riltaia／y．1．退休，退职 2．退

2．挫折，倒霉

thinoceros／rainDsaras／n．犀牛

却，撤退

reverse，rilv3:s／y．反转，颠倒，翻转

have a hide (skin) like a thinoceros（对受

retirement／riltaiamant／n．1．退休，

n．1．相反，相对 2．（硬币等的）反

攻击、批评、侮辱等）麻木不仁

退职 2．退却，撤退

面，背面 adj.颠倒的，相反的，背面的，

thyme／raim／n．韵，韵脚，同韵词，

retort／rilto:t，n&y．反驳，反唇相讥

反面的

押韵词 y．1．押韵 2．使押韵

retreat／riltri:t／y．&n．撤退，退却

reversible／riiv3:sabl／adj.可反转的，

thythm／ri6am／n．1．节奏，韵律 2．有

可撤销的，可逆的

规律的重复

惩罚

reversion／ri'v3:J'2n／n．1.恢复，回归

thythmic／iri6mik／adj.有节奏的，有规

retrievable／riItri:vabl／adj.（尤作计算

2．未来所有权，复归权

律的

机术语）可检索的

revert／rilv3:t／y． 1．
。恢复（原状）

thythmical／iri6mika1／adj.有节奏的，

retrieval／riltri:va1／n．检索，挽回，

2．回到（原话题或思路）3．（指财产

有韵律的

恢复

等）复归或归属于

rib／rib／n．肋骨

retrieve／riltri:v／y．1．寻回，收回 2．纠

review／riivju:／y．1．复习，回顾 2．考

ribald／iribald／adj.（以粗俗、下流或

正，挽回

察，检阅 3．写评论 n．1．回顾，温习

无礼的方式）幽默的

retrospect／retrauspekt／n．回顾，追溯

2．检阅，检查 3．书评，评论

ribbon／riban／n．带，缎带

retrospective／Tetrau'spektiv／adj.1．回

revise／rilvaiz／y．1．校订，修订 2．修

rice／rais／n．稻，米，米饭

顾的 2．（指法律、支付关系等）有追

正，改变（看法、意向等）3．
（B 陋）

rich／rItj'／adj.1．有钱的，富有的 2．丰

溯效力的

温习（尤指在考试前）

富的，
（声音）低沉的，
（颇色）浓艳的

return／rilt3:n／n．1．回来，归还 2．回

revision／ri-vi3an／n．1．修订，校订，

3．贵重的，华丽的 4．油腻的 n．富人，

报，报答』in return 作为回报／in return

修正 2．修订稿，改订版

财富

for 作为对…的回报 y．1．回来，回去，

revitalize／ri:ivaitalaiz／y.使恢复活力

rickets／rikits／n．佝偻病

回归 2．送回，归还

revival／rIlvaiva1／n．

rickety／irikiti／adj.不牢靠的，摇摇欲

reunion／ri:‘JU:nJ an／n． 1.聚会，联

新开始 2．（1 日戏）重演

坠的

欢会 2．重聚，团圆

revive／rilvaiv／y．1．
（使）苏醒，
（使）

rickshaw／‘rikj'o:／n．1．人力车 2．三

reunite／Ti:ju: nait／y. （使）再结合，

恢复知觉 2．
（使）复用，
（使）复兴

轮车

（使）重聚

revivify／ri ivivifai／y．给予（某事物）

rid／rid／y 使摆脱，使去掉，使获自由』

revaluation／ri: yzeljueij'2n／n．重新估

新生命或洁力，复兴

get rid of①摆脱，解脱②赶走，清除

价，
（货币的）升值

revoke／riivauk／y．1．撤销或废除（法

riddle／ridl／n．谜，谜语

revamp／血 lvzemp／y．修订，重建，

令等）2．（指玩纸牌者）藏牌

ride／raid／y．骑（马、自行车、摩托

改良

revolt／ri『vault／y．&n．反抗，反叛

车等）』ride roughshod over 粗暴地对

reveal／rilvi:l／y 展现，显露，揭露

revolution

revel／lreval／y．&n．行乐，狂欢，

环绕 2．革命，改革

旅游，旅程

狂宴

revolutionary ／ revalju:J'2nari ／ adj. 革

ridge／rid3／n．山脊，屋脊，脊，狭

revelation／ireva'leij'2n／n．1 揭露，透

命的，带来变革的

长的高地

露 2．揭露出来（而始料未及）的事物

revolve／rilvDlv／y.1.（使）旋转，
（使）

ridicule／ridikju:l／n．&y.嘲笑，讥笑

revenge／rilvend3／n．&y.报仇，报复，

绕转 2．考虑，深思

ridiculous／riidikjulas／adj.可笑的，荒

雪耻

revolver／riivDlva／n．

revenue／revanju:／n．1．国家的税收，

revulsion／ri'vAIJ'2n／n．1.厌恶 2．感

rifle／raifl／n．来复枪，步枪

岁入 2．印 Z）收入总额 3．
（个人或国

情的急剧转变

rifleman／iraiflman／n．
（配备步枪的）

家的）税务所，税务局

reward／riiwo:d／n． 1．报酬，报答

步兵

revere／ri-via／y．深为尊敬或（尤指

2．赏金，酬金 y．给（某人）报酬或

rift／rift／n．裂缝，缝隙

宗教上）崇敬某人（某事物）

奖赏

rigi／rig／y．给（船）装配帆、索具等』

retention／ri'tenj'2n／n．

／iretri'bju:J'2n／n．报应，

adj.（尤指对宗教）恭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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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ibution

1.具有，享

1．更新，重

／Tevalju:J'2n／n．1．旋转，

左轮手枪

待，欺凌 n．

（骑牲口或乘车等的）

谬的

rig out 为（某人）装扮，使穿上奇异或

reverence／revarans／n． 尊敬，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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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笑的服装／rig up 拼凑，草草做成

吵嚷的 2．巨大的

鼠、松鼠或海狸）

n．1．船具装置的方式 2．成套器材或

rise／raiz／n．1．（数量、价格等）增

rodeo／iraudiau／n．1．（在牧场中）

用具

加，升高，增长 2 兴起，增强 3．
（太

驱集牛群（为打烙印等）2．牛仔竞技

rig2／rig／y．
（为图私利以欺骗手毁）

阳的）升起』give rise to 引起，使发生

表演或比赛

操纵，控制

y．1 升起，上升，升高 2．起立，站起

roger／IrDd3a／int. （无线电话用语，

rightl／rait／adj.1．公正的，正当的，

3．突出，高出 4．起来反抗』rise up

表示对方的话）收到了，知道了

正直的 2．对的，正确的 3．合适的，

升起

role／raul／n．1．角色 2．作用，任务

可取的』all right 对（用以表示赞同、

risk／risk／n．风险，危险 y．1．使冒

roll／raul／n．1．卷形物，一卷 2．名

同意等）adv.1．直接地，正好 2．正确

危险 2．冒…之险

单，名簿 3．滚动，摇摆 y．1．
（使）

地，适当地 3．完全地，彻底地』right

risky／riski／adj.危险的，冒险的

滚动，转动 2．卷，搓，卷制（某物）

away 立刻／right now 在此刻，在此时

rite／rait／n．
（宗教等的）隆重的仪式

3。
（使）摇晃或摇动，摇晃而行 4． （指

n．1．公正，道理 2．权利，法权

或典礼

眼睛）
（使）左右转动，溜转』roll over

right2／rait／adj.1．右面的，右方的

ritual ／ lritjual ／ adj. 仪 式 的 ， 祭 典 的

滚过，压过

2．右翼的，右派的 adv.朝右，向右 n．右

n．1．仪式，祭典 2．惯例

roller／raula／n．滚柱，卷轴，压路机

边，右侧，右方』on the right 在右边

rival／lraiva1／n 竞争者，对手，敌手

rolling-pin

righteous／Iraitj'as／adj.1.正直的，守法

rivalry／raivalri／n．竞赛，较量

rolling-stock

的 2．正义的，正当的

river／riva／n．江，河

各种车辆的总称

，‘rauhjpin／n．擀面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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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uliJ stDk／n．铁路

right-hand／Iraithzend／adj.右手的，右

rivet／lrivit／n．铆钉 y． 1．铆，铆接

Roman／rauman／n．&adj.（古）罗马

边的，向右的

2．将（某物）固定住 3．吸引（某人）

人（的），
（古）罗马的』Roman Catholic

rightly／raitli／adv.公正地，正确地，

roach／rautj'／n．1．蟑螂 2．大麻卷烟

天 主 教 的 ， 天 主 教 徒 ／ Roman

恰当地

的烟蒂

Catholicism 天主教

right-wing／raitwiJ／adj.右翼的，极右

road／raud／n．1．路，公路，道路 2．途

romance／rau'mzens／n．1.恋情，浪漫

的

径，方法』on the road 在旅途中

史 2．冒险故事，爱情故事 3．传奇性，

rigid／‘rid3id／adj.1．僵硬的，坚挺的

roadside／iraudsaid／n．路边，路旁

浪漫情调

2．严厉的，刻板的

roadway／raudwei／n．车行道

romantic／rau mzentik／adj.1．幻想的

rigorous／‘rigaras／adj.1.严厉的，严格

roam／raum／y．漫步，漫游，闲逛

2．传奇的，浪漫的 3．不切实际的，

的 2．精确的，严密的 3．
（指天气等）

roar／ro:／n．吼叫，咆哮 y．1 吼叫，

虚构的

严酷的

咆哮 2 呼喊，大声喊出 3 大笑，哄笑

romanticism／raumzentisizam／n．1．浪

rim／rim／n．
（圆形物的）外缘，边缘

roast／raust／y．1．烤，炙 2．加热，

漫的感情、态度或行为 2．（文艺及音

rind／raind／n．
（水果、干酪、烟肉等

烘托．一大块烤肉

乐中的）浪漫主义

的）外皮

rob／rDb／y．1．抢劫，抢夺 2．剥夺

Rome／raum／n．罗马

ringi／riJ／n．1．戒指，指环 2．环状

robbery／irDbari／n．抢夺，剥夺

roof／ru:f／n．1．
（建筑物，车辆等的）

物 3．圆形场地

robe／raub／n．宽松长袍

顶 2．最高点 y．给…盖顶，为…之顶

ring2／riJ／n．1．铃声，钟声 2．打电

robin／rDbin／n．知更鸟，红襟鸟

rookie／ruki／n 新兵，生手，新来的人

话 y．1．使（铃）响 2．
（铃、电话）

robot／raubDt／n．机器人

room／ru:m／n．1．室，房间 2．空间，

铃铃响 3．打电话

robust／rauibAst／adj.强健的，健康的，

空位 3．余地，机会』make room for sb

rink／rijk／n．溜冰场，曲棍球场

充满活力的

(sth)给某人（某物）让出地方

rinse／rins／y．1．略微洗 2．漂洗，

rockl／rDk／n．1．岩层，岩 2．岩石，

roost／ru:st／n．巢，鸡窝 y．
（指鸟）

以清水冲洗』rinse sth out 用水冲洗污

礁石 3．大石块

栖息

垢等 n．1．冲洗，漂洗 2．染发水

rock2／rDk／y． （使）摆动，摇动，

rooster／ru:sta／n．公鸡，雄鸡

riot／raiat／n．暴动，骚动

使震动，使震惊

root／ru:t／n。1．植物的根，根茎 2．根

rip／rip／y．撕，扯，撕开 n．长裂痕，

rock3／rDk／n．摇滚乐，摇滚乐曲

裂口

rock music; rock and roll; rock'n'roll)

生根，（使）扎根 2．根绝，根除

ripe／raip／adj.1．熟的，成熟的，成

rocker／rDka／n．弯杆，摇轴

rope／raup／n．绳索，粗绳

熟的 2．时机成熟的，准备好的 3。成

rocket／irDkit／n．

年的，年高而老练的

速上升，火箭式上升

瑰色，玫瑰红

ripen／raipan／y（使）成熟，
（变）成

rocky／rDki／adj.1．岩石凹凸不平的

rosette／raulzet／n．1．玫瑰形标志，

熟

2．顽固的

玫瑰花结 2．石制品等上雕刻的玫瑰形

ripple／ripl／y．（使）起微波，（使）

rod／rDd／n．棍棒，杆，竿

花样

起涟漪 n．1 细浪．涟漪 2 水的潺潺声

rodent／raudant／n．啮齿目动物（如

rostrum／lrDstram／n．演讲台，讲坛

(=

火箭 y．突然急

部 3．根源，起因，原因 y．1．
（使）

rose／rauz／n．1．蔷薇花，玫瑰花 2．玫

rosy／lrauzi／adj.1．玫瑰红的，深粉红

rip-roaring／ripro:riJ／adj.1．喧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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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 2．令人鼓舞的，极有希望的

rower／'raua／n．划船的人，划手

rum／rAm／n．1．朗姆酒 2．酒

rot／rDt／y．1．腐烂，枯朽 2．使腐

royal／Yoial／adj.1．王室的，皇家的

rumble／irAmbl／y．1．发出持续的低

烂，使无用』rot away 腐烂

2．威严的，高贵的，盛大的

沉的声音 2．发着低沉声音（沿某方向）

rota／rauta／n．勤务轮值表

royalist／roiahst／n．保皇主义者，保

行进 n．1 低沉而连续的声音 2．
（在街

rotary／rautari／adj.1．（指运动）旋转

皇党成员

上）打群架

的 2．
（指机器、发动机等）转动的

royalty／roialti／n1 皇室，王族 2 版税

rummage／rAmid3／n．&y.翻寻，翻箱

rotate／raulteit／y.1.（使）旋转，转动

rub／rAb／y．&n．磨，擦，搓

倒柜的（地）搜寻

2．
（使）轮流，循环

rubber／rAba／n．1．橡胶 2．橡皮

rumour, rumor／ru:ma／n．谣言，传说，

rubbish，rAbij'／n．1．废物，垃圾 2．废

流言

adj.1．旋转的，转动的 2．轮流的，轮

话，胡说八道

run／rAn／y．1．跑，奔 2．逃，逃走

换的

rubble／irAbl／n．碎石，碎砖烂瓦

3．（使）运转、转动 4．（使）迅速移

rotor／rauta／n．机器的旋转部分，
（直

rubdown

升飞机的）旋翼

擦干 2．擦平，磨平

过 7．竞选』run across 偶然碰见，邂

rotten／YDtan／adj.腐烂的，己变坏的

ruby／ru:bi／n．红宝石，红玉

逅／run after①追②追求／run away 逃

rouge／ru:3／n．胭脂，口红 y．在…

rucksack／rAkszek／n．

上擦口红

ruckus／irAkas／n．吵闹，争吵

down①撞到②耗尽，变弱／run into①

rough／rAf／adj.1．表面粗糙的，崎岖

ruddy／‘rAdi／adj.1．
（指人的脸）红润

偶遇②陷入③到达／run off 印刷，复印

不平的，2．粗暴的，粗野的 3．约略

的，气色好的 2．发红的，淡红色的

／run on①继续谈②流逝／run out 用

的，概略的 4．艰难的，困难的

rude／ru:d／adj.1．
粗鲁的，粗野的 2．
狂

光，耗尽／run over①（车辆等）辗过

roughen／irAfan／y．
（使某物）变得粗

暴的，骇人听闻的 3．原始的，粗鄙的

②匆匆

糙或不平整

4．粗制的，简单的

读一遍／run up to 达及（某数）n．1．跑，

roughly／rAfh／adv.1．粗鲁地，粗暴

rudimentary／iru:di'mentari／adj.1．初

跑步 2．远足，游览 3．行程，航线 4．-

地 2．大概，大约

步的，基本的 2．发展不完全的，未发

段时间，连续』in the long run 最终地，

roulette／ru:ilet／n．轮盘赌

育成熟的

终极地

round／raund ／adj.1．圆的，球形的

rue／ru:／n．芸香（常绿灌木）

runaway／rAnaIWei，adj.1.逃跑的，私

2．旋转的，回旋的 3．整个的，完全

rue／ru:／y．对（某事物）感到懊悔

奔的 2．
（指动物或车辆）失去控制的

的 adv.1．回转地，旋转地 2．围绕，

rueful／iru:ful／adj.表示或感到后悔的

runner／YAna／n．1．奔跑的人或动物

环绕 3．朝反方向，转过来 4．往各处』

ruffian／rAfian／n．无法无天的暴徒，

2．走私者 3．滑冰鞋的滑刀，雪橇的

all round 从头到尾循环一周地，处处

恶棍

滑行板

prep.1．围绕 2．在…的周围 3．在…各

ruffle／rAfl／y．1．使变皱，弄皱 2．滋

runner-up

处，向…四周 4．绕过 5．在…的附近

扰，惹怒

中的）第二名，亚军

n．1．-圈，一周 2．-局，一回合 y．1．绕

rug／rAg／n．1．地毯 2．厚毛毯

running／'rAniJ／n．

过，环绕而行 2．使成圆彤

rugby／IrAgbi／n．
（英式）橄榄球（运

2．
（机器等）开动，运转 3．经营 4．流

动）(= rugger)

出，流出物

通路 adj.迂回的，间接的，转弯抹角的

rugged ／ rAgid ／ adj.1 ． 崎 岖 不 平 的

runway／rAnwei／n．1．飞机跑道，滑

一种似棒

2．
（脸）满是皱纹的，粗犷的 3．粗俗

路 2．
（剧场内）伸入观众席的舞台

的，粗鲁的，4．艰苦的，困难的

rupture／‘rAptj'a／n．1．破裂，断裂

／

rau' teij'2nal

／

／irAbdaUn／n．

1.擦拭，

帆布背包

动 5．管理，经营 6．延伸，扩展，经

跑／run away with 卷逃，拐走，偷／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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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tional

roundabout
rounders

／‘raunda ibaut／n 环状交

／iraundas／n．

球的游戏
roundup

／iraUndAp／n．

1.综述，

rugger／rAga／n．

（英式）橄榄球

／

irAnar 'Ap／n．（竞赛

1．奔跑，跑步

2．（友好关系的）决裂，绝交 3．疝

摘要 2．赶拢，围捕

（运动）(= rugby)

y．1．（使身体组织、器官等）破裂，

rouse／rauz／y．1．唤醒，弄醒 2．激

ruin／lru:in／n．1．毁灭，破坏 2．印

裂开 2．发生疝 3．
（使关系等）破裂，

励，激起

Z）废墟 3．毁灭、败坏的原因 y．1．使

断绝

route／ru:t／n．路线，路程

毁灭，使败坏 2．使破产

rural／iruaral／adj.

routine／ru: lti:n／n． 1．常规，惯例

ruinous／ru:Inas／adj.导致毁灭的，使

色的

2．例行公事，刻板的工作 adj.1．例行

人破产的

rush／rAJ'／n．1．冲，突进 2．匆忙，

的，惯常的 2．枯燥的，平淡的

rule／ru:l／n．1．规则，法规 2．惯常

急忙 3．急需 4．高峰期，热潮 y．1．冲，

rove／rauv／y．1．漂泊，漫游 2．
（指

的事，习惯 3．统治，管理』as a rule

奔，使急行 2．匆促处理，匆忙地做 3．突

眼睛）环顾

通常，多半 y．1．统治，管理 2．裁决

发，突现

rover／rauva／n．流浪者，漂泊者

ruler／ru:la，n．1 统治者 2 尺，界尺

russet ／ rAsit ／ adj. 柔 和 的 赤 褐 色 的

row／rau／n．-行，一列，一排』in a row

ruling／ru:liJ／adj.统治的，占主导地位

n．1．柔和的赤褐色 2．-种赤褐色的

连续，一连串 V．划（船），荡桨

的 n．裁定，判决

粗皮苹果

rowdy／raudi／adj.吵闹的，混乱的

乡村的，有乡村特

Russian／‘rAJ'2n／a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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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俄语

的，俄国人的 n．1．俄国人，俄罗斯

考察）2．探险队，狩猎队

sallowl／iszelau，adj.（指皮肤）病黄

民族 2．俄语

safe／seif／adj.1．安全的，无危险的

色的

生锈，使生锈

2．平安的，未受伤害的 3．保险的，

sallow2／szelau／n．黄花柳

rustic／rAstik／adj.1．有农村或村民特

稳妥的 4．小心的，谨慎的 n．保险箱

salmon／'szeman／n．1．鲑，鲑肉 2．橙

色的，有乡村风味的 2．粗野的，不雅

safeguard／seifga:d／n．安全措施，保

红色

的 3．用粗糙的木材制作的 n．乡下人

护性措施 y．保护或保卫某人（某事物）

salon／lszeIDn／n．1．
（营业性质的）

乡巴佬

safety／iseifti／n．安全，平安，稳妥

店，院 2．
（大房子的）客厅，沙龙，
（在

rustle／YAsl／y1（使）某物发出沙沙

saffron／iszefran／n．1．藏红花粉 2．橙

客厅中的）聚会，集会

声 2．发着惠率的声音移动 n．沙沙声

黄色

saloon／sailu:n／n．1．
（轮船等的）豪

rusty／‘rAsti／adj.1．生锈的，锈蚀的

sag／szeg／y．1．下沉，下垂，下弯

华大客厅，交谊厅 2．大轿车 3．酒店，

2．锈色的 3．荒疏的

2．（精神）萎靡，（情绪）低落 n．下

酒吧(= saloon bar)4．
（酒店等的）雅座

rut／rAt／n．1．车辙，犁沟 2．生活

陷或松弛的程度，下陷或松弛

salt／so:lt／n．1．盐，食盐 2．盐类 y．加

方式』be (stuck) in a rut 囿于刻板而乏

saga／Sa:ga／n．1．（指中世纪北欧海

盐于，用盐腌

味的生活方式／get into

盗的）故事，英雄传奇 2．长篇小说

salty ／ ‘so:lti ／ adj.1 ． 含 盐 的 ， 咸 的

开始（不再）过刻板的生活

sagacious／sa 'geij'as／adj.聪敏的，睿

2．
（指才智、言语等）活泼的，生动的

ruthless／ru:0lis／adj.残忍的，无情的

智的

salutary／szeljUtari／adj.有益的

rye／rai／聆．黑麦，黑麦粒

sagacity／sa 'gzesati／n．聪敏，睿智

salute／sa'lju:t／y．1．行军礼 2．向…

Sabbath／iszeba0／n．安息日（犹太教

sage／seid3／adj.贤明的，明智的 n．贤

打招呼，致意，迎接 n．军礼，敬礼

为星期六，基督教为星期日）

哲，圣人

salvage／‘szelvId3／n．1．营救，抢救

sail／seil／n．
1 帆 2 乘船旅行 3 帆船 y．
1

（物品或财产）2．抢救出的财产，
（为

大学教师用于研究、旅行的）假期（的），

肮行，乘船旅行 2．起航，开船

抢救财产付的）救援 3．废料回收

休假（的）

sailcloth／seilkIDO／n．帆布

y．1．救助，营救 2．回收利用

sabotage／‘szebata:3／n＆y 阴谋破坏

sailor／seila／n．海员，水手

salvation／szelIveI,an／n．1.（对人的

saboteur／iszebalt3:／n 搞阴谋破坏的

saint／seint／n．1．圣人，圣者，圣徒

灵魂的）拯救，超度 2．拯救，解困

人

2．(St．)圣…（置于圣人名字之前）3．极

salvo／iszelvau／n．1．数炮齐发（尤

sabre／seiba／n．1．军刀，马刀 2．
（击

圣洁的人，道德高尚的人

指）礼炮齐鸣 2．齐声欢呼唱彩

剑时用的）尖细的轻剑

sake／seik／n．缘故』for the sake of

samba／iszemba／n．桑巴舞（曲）

sackl／szek／n．
1．
大口袋，粗布袋 2．解

为了…的利益或好处，为了…起见

same／seim／adj.同样的，相同的，同

雇，革职 y．解雇

salad／iszelad／n．生菜，色拉

一的 pron.同样的人或物 adv.同样地，

sack2／szek／y．劫掠，掠夺

salary／iszelari／n．薪水，薪金，薪俸

相同地』all the same 然而，仍然

sacking／‘szekiIJ／n。麻布袋

sale／seil／n．1．销售，贩卖 2．贱卖，

sampan／'szempzen／n．舢板

sacrament ／ szekramant ／ n ．（ 基 督 教

廉售』for sale 出售，待售／on sale 降

sample／isa:mpl／n．

的）圣礼，圣事

价销售中，大拍卖

货样 y．取…的样品，尝试

sacred／iseikrid／adj.1.}中圣的，宗教

salesclerk

上的 2．郑重的，庄严的 3．受崇敬的，

员，售货员

院，疗养地= (AlrlrlE)sanitarium

不可冒犯的

salesg…／seilzg3:1／n．女店员，女售

sanctification

sacrifice／iszekrifais／n． 1.供奉，祭

货员

n．1．神圣 2．正当，合法

祀，祭品 2．牺牲（品）y．1．供奉，

saleslady／iseilzleidi／n．女店员，女

sanctify

祭祀 2．牺牲

售货员

2．使正当、合法，认可

sacrilegious／iszekrihd3as／adj.亵渎神

salesman／iseilzman／n．店员，售货员

sanction

圣的

salesmanager／seilzmzenid3a／n．营业

认可 2．制裁 3．约束力 y．1．同意，

sad／szed／adj.1．伤心的，悲哀的 2．糟

主任，营业经理

认可 2．承认，接纳

透的，可叹的

salient／iseiliant／adj.显著的，非常重

sanctuary ／‘szejktjuari／n．1 圣所，

sadden／iszedan／y．（使某人）悲衷，

要的 n．突出部分，凸起

圣地 2．庇护所，避难所 3 动物保护区

忧愁

saline／‘seilain／adj.

saddle／iszedl／n．鞍，鞍座，
（自行车

n．盐水

圣所，神殿 2．私室，书房

等的）车座

saliva／s2ilaiva／n．唾液口水

sand

sadism／iseidizam／n．1．虐待狂 2．性

salivary／sailaivari／adj.

虐待

泌唾液的

sandstone

sadness／iszednas／n．悲哀，悲伤

salivate／iszeliveit／y．分泌唾液

sandwich／szenwid3／n．

(out of)a r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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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t／rAst／n．锈 y．

sabbatical

／saibzetika1／n．＆adj.（给

／

iseilzkla:k

safari／safa:ri／n．1．远征旅行（探险、

／n ．店

含盐的，咸的

唾液的，分

sanatorium／iszena lto:riam／n．疗养

／ iszejktifikeiJ'2n ／

／'szejktifai／y.
／‘szejkj'2n／n．

1.使神圣化
1.批准，

sanctum／‘szejktam／n．1.（寺庙内的）
／szend／n． 1 沙 2．(p/)沙地

sandal／szendal／n．凉鞋

夹心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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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样本，

／iszendstaun／n．沙岩
三明治，

sandy／szendi／adj.1．沙粒的，覆盖着

讥讽

（一种铜管乐器）

沙的 2．沙色的

sat…st／szetarist／n．进行讽刺的人，

say／sei／y．1．说，讲 2．假定，比

sane／sein／adj.1．心智健全的，神志

创作讽刺作品的作家

方说，姑且说 n．发言权，决定权

正常的 2．明智的，稳健的

satisfaction／szetis f zekj'2n／n．1．满

saying／seiiJ／n．谚语，格言

意，满足 2．令人满意的事物

scab／skzeb／n．1．痂 2．疥癣 3．拒

satisfactory／iszetis fzektari／adj.令人

不参加工会的人，工贼

满意的，良好的，圆满的

scaffolcl／skzefald／n．1．脚手架，建

sanguinary／‘szeJ gwin~ri

／adj.1．血

腥的，血淋淋的 2．残酷的，嗜杀的
／‘szeIJgwIn／adj.1．充满希

sanguine

／iszetisfaid／adj.满意的，满

望的，乐观的，快活的 2．红润的，有

satisfied

血气的

足的

scaffolding

sanitary／‘s&nitari／adj.1.卫生的，清洁

satisfy／iszetisfai／y．1．使满意 2．满

搭脚手架的材料

的 2．保健的

足 3．符合 4．使确信』be satisfied with

scalar／iskeila／n．＆adj.标量（的），

sanity／lszenati／n．1 心智健康 2．明

对…满意

纯量（的）

智，理智

Saturn／szetan／n．土星

scalel，skeil／n．1．尺度，刻度 2．基

Santa Claus /lszenta iklo:z／n 圣诞老人

saturate

sapi／szep／n．1．树液 2．元气，精

湿 2．使饱和

小，规模 5．音阶，音列 6．(also p/)

力 3．
（slang）傻瓜，笨蛋

Saturday／iszetadi／n．星期六

天平，磅秤 y．1．称体重 2．爬，攀

sap2／szep／n． （借以接近敌人的）

satyr／lszeta／n．1．
（希腊及罗马神话）

scale2／skeil／n．鳞，鳞片

地道，地下战壕 y．破坏，暗中削弱，

（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 2．性欲极强

scallop／iskzelap／n．扇贝，扇形饰边

暗中毁坏

的男子，好色之徒

scalp／skzelp／n．1．头皮 2．头皮屑

sapling／szephJ／n．幼树

sauce／so:s／n．调味汁，酱油

y．（old use）剥（敌人的）头皮

saucepan／So:span／n．
（有柄的）平底

scalpel／iskzelpal／n．手术刀，解剖刀

刺，反话

锅

scan／skzen／y．1 审视，扫描 2 浏览

sarcastic／sa: ikzestik／adj.讥讽的，挖

saucer／'so:sa／n．茶托，茶碟

3（指诗句）符合韵律 n．审视，扫描

苦的

sauna／'so:na／n．芬兰式蒸汽浴（浴

scandal／skzenda1／n．1．丑事，丑闻

sardine／sa:ldi:n／n．沙丁鱼

室）
，桑拿浴

2．流言蜚语，诽谤

sardonic／sa: dDnik／adj.嘲笑的，讥笑

saunter／So:nta／y．＆n．漫步，闲逛

的

sausage／sDsid3／n．

sarong／saIrDIJ／n． （马来民族的）

savage／szevid3／adj.1．野蛮的，未开

道或谣传）含有引起公愤内容的

长条围裙，纱笼

化的 2．凶猛的，残酷的 n．野人，野

Scandinavian

sartorial／sa:lt o:rial／adj.缝制男服的，

蛮人

adj.斯堪的纳维亚的（包括丹麦、挪威、

男装的

savagery／‘szevid3ari／n．野蛮或残酷

瑞典、芬兰及冰岛）

sash1／s 茁，／n．腰带，彩带，
（军人

的行为

scanner／skzena／n．扫描仪

等的）肩带，饰带

savant／lszev9nt／n．学者，专家

scant／skzent／adj.不足的；缺少的

sash2／s 茁，／n．
（垂直拉窗的）窗框

savel／seiv／y．1．拯救，保全 2 储存，

scanty／iskzenti／adj.不足的，匮乏的

Satan／lseitan／n．撒旦，魔鬼

积蓄 3．省去，节省 4 保留（以备将来

scapegoat

satanic／saIttzenik／adj.魔鬼似的，邪

之需）』save one's life 救某人的命

scar／ska:／n．伤痕，疤痕

恶的

save2／seiv，prep.

／‘szetj'areit／y.

／‘skzefaldiJ／n．脚手架，

准，等级，级别 3．比例，比率 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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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浸透，浸

筑架 2．绞架，断头台

／Sa:kzezam／n．讥讽，讽

sarcasm

satchel

n．书包，／小背包

香肠

除…之外

／

／

skzendi Ineivian／

／‘skeipgaut／n．替罪羊

scarce／skeas／adj.1．缺乏的，不足的，

／n．1．救

-seivja

iskzendalas

adj.1．丢脸的，令人震惊的 2．（指报

savings／‘seivijZ／n．储金，储蓄
／

／

scandalous

供不应求的 2．稀有，罕见

saviour, savior

造卫星

助者，拯救者 2．救世主（耶稣基督）』

几乎没有

satiate／'seij'ieit／y．充分满足．使饱

the Saviour 耶稣基督

scarcity ／iskeasati／n．缺乏，匮乏，

满，使生腻

savour, savor／'seiva／

satiation／iseij'ieij'2n／n．充分满足，

滋味，风味 2．情趣，趣味 y．1．品尝，

scare／skea／y．使吃。晾，使。晾恐

厌腻

欣赏 2．有某种迹象或痕迹

n.惊恐，害怕

satin／lszetin／n． 缎，缎子 adj.像缎

savoury

子一样光滑的

咸的，辣的 2 ．开胃的 3.

satire／lszetaia／n．1．讥讽，讽刺作

negative sentences)道德高尚的，可敬的

scarf／ska:f／n．围巾，头巾，披巾

品 2．讥讽文体

saw／so:／n．锯子 y．用锯子锯

scarlet／ska:lit／adj.鲜红色的，猩红色

satirical ／ saitirika1 ／ adj. 含 讽 刺 意 味

sawm 川／iso:mil／n．锯木厂

的，绯红色的

的，嘲讽的

saxophone／szeksafaun／n．萨克斯管

scary／iskeari／adj.1．可怕的，骇人的

n．1．味道，

／‘seivari／adj.

satirise, satirize／lszetiraiz／y．讽刺或

1.（指食物）
(usu in

scarcely／‘skeash／adv.

仅仅，刚刚，

satellite／szetalait／n．1．卫星 2．人

稀罕

' scaremonger／‘skea rnAIJ99／n．散布
引起恐慌的消息、谣言等的人

2．惊慌的，害怕的 3．胆小的，易受
130

惊的

schoolboy／isku:lboi／n．

scathing／skei6iJ／adj. （评判、批讦

schoolchild

等）严酷的，苛刻的

男学生

Scotswoman

／ ‘skDts iwuman ／ (p/

n．（中小学的）学生

Scotswomen)

n．

scatter／iskzeta／y．1．使分散，使消

schoolgirl／sku:lg3:1／n．女学生

Scottish／skDtij'／adj.苏格兰的（用于

散 2．散播，撒播

schoolmaster

scatterbrain

／

iskzetabrein／n．精神

‘sku:ltj'aild

(p/Scotsmen)n．苏格兰男子

／

／

／isku:lma:sta／n．男教

师，校长

苏格兰女子

指苏格兰的人和事）n．苏格兰语，苏
格兰英语

schoolmistress

scavenge／‘skzevind3／y.1.（动物）食

教师，女校长

t 民，坏蛋

腐肉 2．在废物中寻觅（有用物品）3．排

science／'saians／n． 1．科学，科学

scourl／skaua／y．1．擦拭，擦亮 2．
（指

除废气

研究 2．某门科学

河流等）冲刷成（水道等）n．擦拭，

scavenger／‘skzevind3a／n．食腐肉的

scientific／．saianitifik／adj.科学的，

冲刷

兽（鸟）
，捡破烂的人

合乎科学原则的

scour2／iskaua／y．彻底搜索（某地）

scientist／lsaiantist／n．科学家

scout／skaut／n．1．侦察员，侦察机，

scenario／si'na:riau／n．

1.剧本，脚

／

／iskaUndra1／n．恶棍，流

不集中的人，健忘的人

isku:lmistris/n．女

侦察舰 2．童子军 3．物色人才者

本 2．概要，梗概

scintillation

scene／si:n／n． 1．出事地点，场景

智横溢 2．闪烁，闪耀

scowl／skaul／n．皱眉，怒容 y．皱眉，

2．情景，实况 3．风景，景象 4．
（戏

scissors／sizaz／n。剪刀

怒视

剧或电影的）一场，一景 5．道具布置，

scoffl／skDf／y．嘲笑，嘲弄 n．1．嘲

scramble／iskrzembl／y.1.爬行，攀爬

布景 6．吵闹，斗气

笑，嘲弄的话 2．笑柄

2．杂乱蔓延 3．争夺，抢夺 n．1．攀

scenes 秘密地，私下

scoff2／skDf／y．狼吞虎咽

缘，爬行 2．争夺，抢夺

scenery／lsi:nari／n． 1．风景，景色

scold／skauld／y．斥责，呵斥

scrap／skrzep／n．1．／J、片，碎屑 2．废

2．
（舞台的）布景，道具布景

scoop／sku:p／n．1．铲子，勺子 2．抢

料，废物 3．（从刊物等剪下以供收集

先报道的新闻 y．1。舀出 2．抢在（对

的）图片，文章，残篇

天然景色的

手等）之前报道新闻

scrape

scent／sent／n．1．气味，香味 2．
（猎

scooter／sku:ta／n．1．小型摩托车 2．踏

刮落，擦去 2．刮坏，擦伤 3．擦过，

物的）臭迹 3．嗅觉

板车

勉强通过 n．擦伤，擦痕

scope／skaup／n．1．（问题、学科等

scratch／skrzetj'／y.1．抓，搔 2．勾掉，

的）范围，领域 2．（行动或思考的）

划去 n．1．抓，搔 2．抓痕，搔痕

余地，机会

scrawl／skro:l／y．潦草地书写 n．潦

scorch／sko:tj'／y．烤焦，烧焦，烫焦，

草的笔迹，潦草的文字，涂鸦

进度表，计划 2．时刻表，班次表 y．预

灼 n．烧焦处，焦痕

scrawny／iskro:ni／adj.瘦的，皮包骨的

定，排定，安排

scorching／‘sko:tj'iJ／adj.1 灼热的，烧

scream／skri:m／y．1 尖声叫喊 2．
（指

焦似的 2．（批评等）尖刻的，猛烈的

风、机器等）呼啸，发尖锐声 n 尖叫声

纲要

score／sko:／n．1．得分，得点，得分

screech／skri:tj'／矽．1．发尖声 2．愤

schematize／ski:mataiz／y.制订方案

记录 2．乐谱 3．二十』scores of 很多

怒或痛苦地尖叫 n．尖叫，尖锐声

scheme／ski:m／n．1．安排，配置，

y．1．得分，获分 2．记下，记住，计

screen／skri:n／n．1．屏，幕，帘，帐，

系统 2．
计划，方案 3．
诡计，阴谋 y．
1．设

算 3．记入总谱，作成管弦乐

隔板 2．银幕，荧光屏 y．1．遮蔽，隐

计，策划 2．图谋，密谋

scoring／‘sko:riJ／n．1．得分 2．总谱

藏，掩护 2．甄别，选拔 3．放映或播

scorn／sko:n／n．1．轻蔑，蔑视 2．轻

放（影片或电视节目）

神分裂症

蔑、嘲笑的对象 y．轻蔑，蔑视

screenplay

scholar／iskDla／n．1．学者，博学之

scorpion

／‘sko:pian／n．蝎子

本，剧本

士 2．学生，门徒

Scotch／skDtj'／adj.苏格兰人的，苏格

screw／skru:／n。1．螺丝钉，螺旋 2．螺

scholarly／iskDlah／adj.1.博学的，有学

兰的（主要用于某些产品如酒、汤等）
』

旋式的转动，螺旋的拧动 y．1．
（用螺

者风度的 2．学术性的

the Scotch 苏格兰人

丝）固定，（用螺钉）钉住 2．扭紧，

scotch／skDtj'／y．粉碎，消灭，戳穿

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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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inti'leij'2n／n．1．才

scoundrel

风景（优美）的，

scenic／isi:nik／adj.

sceptical

behind the

／iskeptikal／adj.多疑的

scepticism ／

iskeptisizam／n．怀疑

态度，怀疑主义

schedule／‘sked3ul;

‘J'edju:l／n．1。

schema／iski:ma／n．

schizophrenia

scholarship

图解，略图，

／iskitsau'fri:nia／n．精

／‘skDlaj'ip／n．奖学金

苏格兰』

／skreip／y.

1．刮，削，擦，

／iskri:nplei／n．电影剧

screwdriver／‘skru: idraiva／n．螺丝刀

scholastic／skailzestik／adj.1．学校的，

Scotland／iskDtland／n．

学业的 2．经院哲学的，烦琐哲学的，

Scotland Yard 伦敦警察厅

scribble／iskribl／y.1．乱写，乱涂 2．潦

学究的

Scots／skDts／adj.苏格兰的，苏格兰人

草地书写 n．乱涂乱写的东西，潦草的

school／sku:l／n．1．学校 2．大学的

的，苏格兰语的（仅指苏椿兰的人、语

字迹

院、系、研究所 3．学派 4．上课，上

言和法律）

scribe／skraib／n．1． （印刷术发明

学』at school 上课，上学／come(go)to

Scotsman

／

iskDtsman

／

前的）抄写员 2．
（圣经时代的）文士，
经师

school 上学
131

script／skript／n．1．手迹，笔迹 2．手

seal1／si:l／n．海豹

手的

稿，原稿，
（尤指）戏剧脚本

sea12／si:l／n．1．印记，印章 2．封

second-rate

蜡，封铅，火漆 y．1．盖章于，盖印

流的，劣质的

the scriptures 圣经 2． (p/)（基督教以

于 2．封，密封，加封

secrecy／isi:krisi／n．1．保密 2．秘密

外的）经典，经文』Buddhist scriptures

seam／si:m／n．缝，接缝

状态

佛经

seaman／si:man／n．1．水兵 2．海员，

secret／si:krit／adj.1．秘密的 2．
（指地

scriptwriter／‘skript iraita／n．
（电影、

水手

方）幽僻的 3．私下的，秘而不宣的

电视及广播剧等的）撰稿人

seaport，si:po:t／n．1．海港 2．海港

n．1．秘密，机密 2．秘诀，窍门 3．奥

scroll／skraul／n．1．卷轴，纸卷 2．
（石

市镇

秘，神秘的事物』in secret 暗地的，偷

刻或木刻上的）涡卷形装饰或花纹

search／S3:tj'／y．1．搜寻，查究，搜

偷的

scrounge／skraund3／y． 擅取，借取，

查 2．探查，探索，追溯 n．1．搜寻，

secretarial

捞取

搜查 2．调查，探究』in search of 搜寻，

adj.1．秘书的，书记的 2．部长的，大

scrubl／skrAb／y．1．用力擦洗，擦净

搜查

臣的

2．取消，剔除

sea-shell／si:J'el／n．海贝壳

secretariat

scrub2／skrAb／n．矮树丛，灌木丛

seashore／'siLro:／n 海岸，海滨，海边

书处，书记处

scrum／skrAm／n．1．
（橄榄球赛中）

seasick／isi:sik／adj.晕船的

secretary

双方球员争球 2．你争我夺乱成一团的

seasickness／‘si: isiknas／n．晕船

书记 2．大臣，部长 3．干事，文书

人群

seaside／isi:said／n．海滨（尤指度假

secrete／siikri:t／y．

scruple／iskru:pl／n．1．顾忌，顾虑

胜地）

分泌(某物质)2．隐藏，藏匿

2．重量单位（等于 20 格令）y．
（因有

season／lsi:zan／n．1．季节（四季之

secretive／si:kritiv／adj.

顾忌而）犹豫

一）2．
（特定的）时期，活动期』in season

sect／sekt／n． （尤指宗教的）派别，

（指食物）上市，当令，在旺季／out of

宗派

／‘skriptj'a／n．

1.圣经』

／

／

isekand lreit／adj.二

isekri itearial

／n．秘

isekra lteariat

／‘sekratri／n．

／

1.秘书，

1．
（丰旨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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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

／

scrupulous

／iskru:pjulas

／adj.审慎

season 未上市，下市，在淡季 y．1．调

的，严格认真的
scrutinise,

scrutinize

／skru:-tinaiz／

味，为…加味 2．使适用，变为适用

／‘si:zaniIJ／n． 调味品，

守口如瓶的

sectarian／sekIt earian／adj.宗派的，教
派的

y．仔细、彻底检查（某事物）

seasoning

scrutiny／iskru:tini／n．细察，详审

作料

2．部件，零件 3．
（书、文件等的）节，

scuba／iskju:ba／n．水下呼吸器，水肺

seat／si:t／n．1．座位 2．席位，席次

款，项，段 4．（组织机构中的）处，

scuffle／iskAfl／y．＆n．扭打，混战

3．臀部』take a seat 坐下 y．1．使坐

科，组等 5．
（城镇、国家或社会的内）

sculptor／iskAlpta／n 雕塑家，雕刻师

下 2．可容纳／be seated 坐着，坐下

地区，区域

sculpture／‘skAlptj'a／n．

seatbelt／si:tbelt／n．

1.雕刻术，

（飞机、汽车

section／‘sekj'2n／n． 1．部分，片段

sector／isekta／n．1．扇形 2．<活动领

雕刻，雕塑 2．雕刻品，雕塑品

等）安全带

域的）部门 3．战区，防区

scum／skArri／n．1．（煮沸液体表面

seaward ／ ‘si:wo:d ／ adj.1. 向 海 的

secular／sekjula／adj.1．世俗的，现世

的）泡沫，
（池塘或其他静止水面上的）

2．
（风）从海面吹来的 adv.向海 n。朝

的 2．
（指教士）不属修道院的

浮垢，浮渣 2．一群坏人或卑贱的人

海的方向

secure／siikjua／adj.1．安全的，保险

scupper／skApa／y．1．故意弄沉（自

seaweed／si:wi:d／n．海藻，（尤指海

的 2．稳固的，牢靠的 y．1．使安全，

己的船）2．使（某事物）失败，摧毁

边岩石上的）海草

使可靠 2．获得，取得

scurf／sk3:f／n．皮屑，头皮屑

seclude／siiklu:d／y．使隔离，使隐退

security／siikjuarati／n．1.安全，平安

scurry／skAri／y．小步快跑，快跑 n．小

（尤指自己）

2．治安防卫（部门）3．债券，股票

步快跑

secession／si'sej'2n／n．退出，脱离

sedan／siidzen／n．轿子

scuttlel／iskAtl／y．用小而快的步子跑

secluded

n．小跑

静的，隔绝的

sediment／sedimant／n．1.沉淀物 2．沉

scuttle2／iskAtl／y．故意弄沉（船）

second／isekand／adj.1．第二的 2．补

积物（如沙、砾石、泥等）

n．舷窗，天窗，气窗

助的，额外的』second lieutenant 陆军

seduce／siidju:s／y.1．勾引，诱奸 2．诱

scythe／sai6／n．
（长柄）大镰刀 y．以

少尉 n．1．第二个 2．另一个 adv.第二，

惑，引诱

大镰刀割

次要地

seductive

sea／si:／n．1．海，海水，海洋 2．
（用

second／isekand／n 1 秒 2 一会儿

诱人的

于专有名词中的）海』the Yellow Sea

secondary／sekandari／adj.第二的，从

seduction／sidAkj'~n／n．1.引诱，勾引

黄海／at sea 在海上／go to sea 当水手

属的，次要的

2．诱惑力，吸引力

／on the sea 在海边，在海滨

secondhand

seafood／si:fu:d／豫．海产食品，海鲜

adj.1．用过的，1 日的 2．间接的，二

／si iklu:did／adj.隐退的，僻

／ isekand

ihzend ／

sedative／isedativ／n．镇静药

／siidAktiv／adj.有魅力的，

see／si:／y．1．看见 2．了解，领会，
明白 3。会见，访问，接见 4．想，思
考 5．经历，阅历 6．留神，当心』see

seagull／Si:gAI／n．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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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处理，安排／see sb off 为某人送

self-contradictory／self kDntraidiktari／

经销 3．被卖出，有买主』sell out 卖光，

行／see through sb (sth)识破，看穿／

adj.自相矛盾的

全部卖出

see to sth 留意，照料

self-control／iselfkan-traul／n．自制力

seller／isela／n．卖者，卖方，卖出的

seed／si:d／n．1．种，种子 2．根源，

self-criticism／Self kritisizam／n．自我

东 西 』 seller's market 卖 方 市 场 ／

起因，开端 y．播种

批评

best-seller 畅销货（书）

seedling，lsi: dliJ／n．幼苗

self-determination ／ iselfdit3:-mi-neij'2n

semantic／si imzentik／adj.语义的，语

seedy／isi:di／adj.1．褴褛的，破 1 日

／n．
（国家、民族等的）自决权

义学的

的 2．精神不佳的，情绪低落的

self-education

seek／si:k／y．1．寻找，觅求 2．请求，

／n．自我教育，自学

要求』

self-effacing

seek after (for)试图获得

seem／si:m／y．似乎，好像，仿佛
seemingly

／‘si:miIJIi／adv.看上去，

／

iself iedju:kei-J'2n

／isemblans／n．外表，外

semblance

／iselfi-feisirJ／adj.不求

闻达的，谦逊的

观，相似
semester／simesta／n．一学期

／selfimiploid／adj.自

self-employed

semantics／siimzentiks／n．语义学

表面上

己经营的，个体户的

seep／si:p／y．（液体）渗出，渗漏

self-evident

seesaw／lsi:so:／n．1．跷跷板 2．上下

而喻的

往复的运动，起伏不定

self-fulfilling

seethe／si:6／y．1．（液体）煮沸，沸

我满足的

腾 2．激动，骚动 3．拥挤

self-government

semicolon／isemi ikaulon／n．分号
semi-conductor ／ isemikanldAkta ／

／self ievidant／adj.不言

n．半导体
seminal／一 semina1／adj.1.种子的，精

／ iselfful-fihrJ ／ adj. 自

液的 2．对以后发展有巨大影响的
seminar／lsemina:／n。研讨会，
（大学
的）研究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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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片，

segment／‘segmant／n．

self 'gAvanmant

／n．1．自治 2．自制

semi-sk 川 ed

semi iskild／adj.

片段 y．分割

self-interest

segregate／segrigeit／y.1.将…隔离、分

利己（之心）

半熟练工作者的

开 2．歧视，不公平对待

selfish／selfij'／adj.自利的，利己的，

senate／lsenit／n． 1．上议院，参议

自私的

院 2．
（古罗马的）元老院

离，隔离 2．种族歧视

selfless／iselfhs／adj.无私的

senator／senata／n．参议员

seize／si:z／y．1．攫取，抓住 2．强

self-made／self imeid／adj.靠自己的努

senatorial

占，夺取 3．扣押，没收

力成功的，白手起家的

议（院）员的

seizure／‘si:3a／n．1．扣押，没收 2．
（疾

self-opinionated

／ iselfa'pinjaneitid ／

send／send／y．1．送，寄，派，遣 2．使

病的）突然发作

adj.固执己见的，执迷不悟的，刚愎自

变成，促使』send for 派人去叫，召唤

用的

／send sth off 寄出，发送／send sb off

难得

self-pity／selfpiti／n．自怜

为某人送别／send on 转寄，转送／

select／siilekt／y．选择，挑选，选拔

self-possessed

adj.1．精选的，杰出的 2．苛刻的，挑

着的，冷静的，有信心的

send up 使…上升

剔的

Self-preservation ／ selfpreza-'veij'2n ／

senile／isi:nail／adj.衰老的

segregation

／isegri'geij'2n／n．1．分

seldom／iseldam／adv.

很少，不常，

selection／si'lekj'2n／n．

1.选择，挑

n．

／self lintrast／n．私利，

／

／ iselfpa'zest ／ adj. 沉

自我保护，自身保存

（指工作者）半熟练的，（指工作）为

／

isena ito:rial

／adj.参

send out①发出，分发②放出，长出／

senility／sinilati／n．衰老的状态

选，淘汰 2．精选集，供选择之物

self-reliant

selective／siilektiv／adj.1.选择的，选择

靠自己的，信赖自己的

性的 2．挑拣的

self-respect

selenium／siili:niam／n．硒

（心），自重

self／self／n．自己，本身

self-restraint

self-annihilation ／ selfa paialeij'2n ／

约束

别高，资格老 2．年长、级别高或资格

n．自我毁灭

self-service／self S3:VIS／n．自我服

老的程度

务，自助式

sensation

self-styled，selfstaild／adj.自称的，自

知觉 2．轰动，激动

任的，自行使用某名字，头衔等

sensational

n．自信

self-sufficient／iselfsa 'fij'ant／adj.1．自

动的，耸人听闻的 2．极好的，绝妙的

self-conscious，iself 'kDnj'as／adj.1．忸

己自足的 2．过于自信的，傲慢的

sense／sens／n．1．官能，感觉，知觉

怩的，不自然的 2．自觉的

self-taught／self ito:t／adj.自学成才的

2．辨识，赏识，领悟 3．意思，意味 4．意

／ Selfkanteind ／

self-w 川 ed

识，自觉 5．判断力，判断，见识』in a

adj.1．
（指住所）有独立设施的，
（通常

固执己见的

sense 从某种意义上说／make sense 有

指）独门独户的 2．（指人）拘谨的，

sell／sel／y．1．销售，出售 2．经营，

意义／out of one's senses 心智不健全

self-assured

／

iselfa rfU2d／adj.自

信的，自恃的
self-confidence

／ iself ikDnfidans ／

self-contained

／

selfri ilaint

／adj.依

／iselfri'spekt ／ n． 自尊

senior ／ si:nia ／ adj. 年 长 的 ， 资 深 的

n．1．年长者，资深者 2．(AlrlrlE)高
中、学院或大学毕业班的学生，大学四
年级的学生

／iselfri'streint／n．自我

／self iwild／adj.执拗的，

不需与他人来往的

seniority／si:niIDrati／n． 1.年长，级

／sen'seij'2n／n．1．感觉，
／sen'seij'2nal，adj.1．轰

的，癫狂的 y 感知，理会，了解，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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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less／senshs／adj.1.无意义的，愚

宁谧的

校正 5．使变成 6．创造，树立，引起，

蠢的 2．无感觉的，失去知觉的

serenely／siiri:nli／adv.安详地，平静地

兴起 7．指定，指派（工作）8．蠃燃，

sensibility／isensibilati／n．1．敏感性，

serenity／silrenati／n．平静，宁静

放（火）
』set about 开始，着手／set back

灵敏度 2．(pZ)（易生气或易受刺激的）

serf／s3:f／n．1．（封建制度中的）农

阻碍／set down 记下，登记／set off 阐

感情

奴 2．像奴隶般受奴役的人

明，陈述／set in（气候、季节等）到

sensible／isensabl／adj.

1.明智的，明

sergeant

／‘sa:d3ant／n．

1.士官，

来，开始／set off 出发，开始（旅行、

中士 2，警官，巡佐

赛跑等）／set out 出发，启程／set up

的，显著的

serial／lsiarial／adj.1．连续的 2．（指

设立，建立，开办 adj.1．不动的，固

sensitive／sensitiv／adj.1.敏感的，感觉

故事等）连续刊登或播出的 n．连续剧，

定的 2．不变的，固执的

灵敏的 2．易受伤害的，易被冒犯的

连载故事

setback／isetbzek／n．挫折，挫败

3．过敏的，神经过敏的

series／lsiari:z／n．一 j 奎串， 一系列，

set-piece／isetipi:s／n (小说、电影、戏

sensitivity／isensiltivati／n．敏感性，

连续

剧等中）以固定模式或风格安排的场景

灵敏度

serious／'siarias／adj.1。严肃的，庄重

settee／selti:／n．长靠椅，长沙发椅

sensor／sensa／n．传感器

的 2．严重的，重大的 3．认真的，真

setting／‘setiJ／n．背景，环境

sensory／sensari／adj.感官功能的，感

诚的

settle／setl／y．1．安家，定居 2．使

觉的，感受的

sermon／'s3:rrian／n．讲道，布道

镇定，使稳定 3．了结，决定 4．安身，

sensual／isensjual／adj.1.肉体上的，感

serpent／'s31pant／n．1．蛇 2．狡狯的

安放 5．停留，栖息 6．偿付，结算』

官上的 2．官能享受的，好色的

人』the old Serpent 魔王，魔鬼

settle down 定居，过安定的生活／settle

serrated／seireitid／adj.边缘呈锯齿状

on (upon)决定／settle up 付清，了结／

官的，激发美感的 2．官能享受的，好

的，有锯齿形边缘的

settle with…和…取得谅解

色的

serum／siaram／n．1．
（动物体内的）

settlement

浆液 2．血清 3．免疫血清

民，殖民 2．
（新的）定居点 3．解决，

决』make sentences with 用…造句 y．宣

servant／ls3:vant／n．仆人，佣人

和解

判，判决』sentence sb to death 判处某

serve／S3:V／y．1．为…服务，为…

settler／setla／n．定居者，殖民者

人死刑

效劳 2．服侍，接待 3．符合某需要或

Seven／'sevan／n．＆adj.七（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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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 2．知道的，察觉的 3．感觉得到

sensuous

sentence

／‘sensjuas／adj.1．刺激感

／lsentans／n． 1.句子 2．判

／

isetlmant

／n．1．移

目的

个（的）

情，伤感，多愁善感 2．思想感情，情

service／S3:VIS／n．
1．
服务，效劳 2．服

seventeen

绪，情操

侍，招待 3．公益事业，公共服务 4．维

七（的）
，十七个（的）

sentimental／isenti'menta1／adj.1．情感

修，保养 5．宗教仪式 6．
（全套）餐具』

seventh／isevan0／n．＆adj.第七（的）

的，情绪的 2．表达或引起柔弱情感的

at sb's service 听 某 人 吩 咐 ／ be of

seventieth／sevantii0／n． ＆adj.第七

sentinel／sentinal／n．岗哨，哨兵

service 能帮忙的，有用的／do sb a

十（的）
，第七十个（的）

哨兵，守护

service 帮某人忙／in service①在使用

seventy／sevanti／n．＆adj.七十（的）
，

中②正在服役

七十个（的）

sentiment

／lsentimant

sentry／lsentri／n．

separate／'separat／adj.

／n．1．柔

1.分离的，分

／

isevan lti:n，n．adj.十

开的 2。各自的，单独的 y．1．使分离，

serviceable

分开，隔开 2．区分，识别 3．
（夫妻）

adj.1．可使用的 2．坚固耐用的

several／sevaral／adj.1．几个的，数个

分居』separate sth from sth 把…从…中

serviceman／'s3:visrrian／n．军人

的 2 各自的，个别的 pron.几个，数个

分离

servile／is3:vail／adj.奴性的，卑屈的

severe／si'via／adj.1．严厉的，严格的

separately／iseparatli，adv.分别地

servility／s3:lvilati／n．过分屈从的行

2．（气候等）严酷的，（痛苦等）剧烈

为（态度）

的 3．
（状况等）严重的，艰难的 4．
（批

servitude／is3:vitju:d／n．奴役（状况）

评等）苛刻的，严厉的

separation

／isepareij'2n／n．1．分离，

隔开 2．分居
separatist

／'separatist

／n．分离主

／

-S3:visabl

sesame／'sesami／n．

／

芝麻

sever／seva／y．切断，割开

severity／silverati／n．1．严厉 2．剧

义者，独立主义者

session／sej'2n／n．1．会议，会期，

烈 3．朴素 4．(pZ)严厉的惩罚，艰苦

September／sepitemba／n．九月

开庭期 2．从事某项活动的一段时间

的环境

set／set／n．1．套，组，副 2．收音机，

sew／sau／y．缝，缝纫，缝合

sequel／isi:kwal／n．1．结局，后果 2．续

电视机，接收机 3．布景，场景 4．同

sewage／‘su:id3／n．下水道的污物及

集，续篇

sepulchre／isepalka／n．

坟墓，冢

类的人，阶层，界』a set of -套／TV set

污水

1.连续，一

电视机／the literary(racing,golfing) set

sewer／'su:a／n．下水道，排水管

连串，系列 2．（事情发生的先后）次

爱好文学（赛马、高尔夫球的）一伙人

sewerage

序，顺序

y．1．
（日月等）下沉，落下 2．放置，

水道里的）污物

摆置，安置 3．确定，决定，4．调整，

sex／seks／n．1．性，性别 2．性交，

sequence／si:kwans／n．

serenade／iseraIneid／n．

／小夜曲

性行为

serene／siri:n／adj.安详的，平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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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ju:arid3

／

n．
（下

sexism／iseksizam／n．性别偏见，性

shampoo／J'zem 'pu:／n．洗发水

别歧视

shanghai

sexist／iseksist／n．有性别偏见或性别

(slang)1．诱骗（强迫）某人做某事 2．用

shelf／1felf／n．架子，搁板

歧视的人 adj.（表现）性别偏见的

酒（麻醉剂）使（男子）失去知觉后将

shell／J'el／n．1．壳，甲，介壳，贝

sexual／seksjual／adj.1．性行为的，两

其掳走当水手

壳 2．框架，骨架 3．炮弹 y．1．剥壳，

性的，性别的 2．生殖的，有性生殖的

shape／J'eip／n．1．外形，样子 2．情

去壳 2．炮击

sexuality／．seksju‘zelati／n．性别特

况，状况 3．模糊之物』in shape 在形

shellfish／1felfU／挖．水生有壳动物

性或特征，性吸引，性感，性能力

状上，在外形上／take shape 成形 y．使

shelter／‘J'elto／n．1．庇护，保护，

sexy／seksi／adj.1．引起性欲的，性感

成形

遮蔽 2。庇护物，避难所

的，有魅力的 2．（关于）性交的，性

shapely／j'eiph／adj.

行为的 3．色情的

漂亮的，匀称的

sheriff／1ferif／n．1.(AlrlrlE)县司法官

shabby／丁 zebi／adj.破旧的，褴褛的

share／J'ea／n．1．-份，部分 2．份额

2．(BrE)郡长

shack／J'zek／朋．简陋的小屋，窝棚

3．股票，股 y．1．分给，分配，分派

Sherry／1feri／n．雪利酒

shade／J'eid／n．1．荫，阴凉处 2．阴

2．共有，共用 3．分摊，分享，共同

shield／J'i:ld／n．1．盾 2．防护物，

暗部分，阴影 3．
（色彩的）浓淡 4．遮

负担』share in 分摊，分享

挡板 y．保护，防御，掩护

罩，帘，幕 y．1．荫蔽，遮蔽 2．渐变

shareholder

shadow／‘J'zedau／n．

shark／J'a:k／n．鲨鱼

1．阴影，影

／

J'zeIJ'hai

／

sheikh, sheik／J'eik／n．
y.

（指女子身材）

／ ‘J'ea ihaulda／n．股东

1.（阿拉伯

人的）家长，酋长 2．回教教主

shepherd／‘fepad／n．牧羊人，牧人

shift／J'ift，y．1．移动，转移，变换 2．推
卸，清除 n．1．改变，变换 2．轮班，

sharp／ra:p／adj.1．锐利的，锋利的

换班

量，少许

2．明晰的，明显的 3．陡峭的，急转

shillingn．先令（英国的货币单位）

shadowy／‘J'zedaui，adj.1.多阴影的，

的 4．尖锐的，刺耳的 5．敏锐的，机

shimmer／J'ima／y．发闪烁的微光

阴暗的 2．朦胧的

警的 6．尖刻的，苛刻的，严厉的 7．精

shin／J'in／n．1．外胫，胫骨 2．
（牛

shady／‘J'eidi／adj.1．遮阳的，背阴的

明的，狡猾的 adv.1．
（时间上）正，准，

的）小腿肉

2．可疑的，靠不住的

准时地 2．突然地，急剧地

shine／J'ain／y．1． （使）发光，
（使）

shaft／J'a:ft／n．1．杆状物 2．竖井，

sharpen／‘ra:pan／y．使尖锐，使急剧

发亮 2．擦亮 3．显得出众，杰出 n．光

坑道 3．车辕，车杠

sharpener／Ira:pana／n． 磨具，削具

泽，光辉

shag／J'zeg／n．
（欧洲或北美的）鸬鹚

shatter／丁 zeta／y．粉碎，损毁

shiny／‘J'aini／adj.发亮的，磨光的

shaggy／j'zegi／adj.1．毛发粗浓的，乱

shave／feiv／y．1．剃、刮（胡须等），

ship／rip／n．大船，舰 y．用船运

莲蓬的 2．毛茸茸的

修面，刮脸 2．刨，削，刮去薄薄的一

shipboard／‘J'ipbo:d／adj.在船上的，在

shake／J'eik／y．1．
（使）摇动，
（使）

层 3．擦过聆．1．剃，刮，修面 2．擦

船上使用的或发生的

挥动，
（使）震动 2．动摇，减弱 3．
（指

过，掠过

shipment／‘ripmant／n．1.装船，装运

声音）颤抖』shake hands 握手／shake

shawl

off 摆脱，避开

she／fi：／pron.她（主格）

shipping／Iripio／n．1．（指一国或一

shaky／‘J'eiki／adj.1．摇晃的，颤抖的

sheaf／J'i:f／n．1．
（谷物捆成的）束，

海港的）船舶 2．船运，海运

2．不稳定的，不可靠的

捆 2．
（物品扎成的）捆，扎

shipwreck／‘J'iprek／n．

shall／J'zel; ral;,l／aux.V.（表示将来）

shear／ria／y．1．剪（羊）毛 2．折断，

失事，海难 y．使船遭难，使毁于船难

将要，会

扭断

shipyard／1fipja:d／n．船坞，造船厂，

shallow／‘J'zelau／adj.1．浅的 2．浅薄

sheath／ri:o／n．1．
（刀、剑等的）鞘，

修船所

的，肤浅的

窭 2．避孕套

shirk／J'3:k／y．
（因偷懒、胆怯等）逃

sham／J'zem／n．1．假货，赝品 2．冒

shedl／J'ed／n．棚，小（木）屋

避（工作、责任等）

充者，骗子

shed2／J'ed／y．1．流出，流下 2．脱

shirt／J'3:t／n．男衬衫，衬衫

shambie／J'zembl／y．蹒跚而行，拖着

落 3．散开，放射

shit／rit／n．1．讨厌的家伙，卑鄙的

脚走

sheen／ri:n／n．
（物品表面的）光辉，

人 2． 粪便

shame／J'eim／n．1．惭愧，羞耻，耻

光泽

胡说！讨厌！去他的！

辱 2．可耻之事物或人 3．遗憾，惋惜

sheep／ri:p／n．羊，绵羊

shiver／Iriva／y．＆n．颤抖，发抖

之事 y．1．使蒙羞，玷辱 2．使感羞耻

sheepish／Iri:pir／adj.羞怯的，局促不

shoal1／raui／n．浅滩，浅水处

惭愧

安的

shoa12／raui／n．鱼群

shamefaced／J'eimfeist／adj.羞愧的，羞

sheer／ria／adj.1．纯粹的，全然的，

shock／J'Dk／n．1．冲击，震动 2．电

怯的

地道的 2．陡峭的，峻峭的

震，电击 3．休克，震惊，激动 y．使

shameful／J'eimj'uladj.可耻的，丢脸的

sheet／ri:t／n．1．被单，褥单 2．平板，

休克，使震惊，使愤慨，使骇异

shameless／‘J'eimhs／adj.无耻的，不要

薄片 3．-片，一大片

shockproof／rfDkpru:f／adj.（手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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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2．阴暗部分 3．幻影，幽灵 4．微

n．
（女用）披肩，围巾

脸的

2．装运的货物量

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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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难，船只

int. (slang)（表示恼怒）

shoddy／1fDdi／CLdj.劣质的，粗制滥

shoulder／j'aulda／n．肩，肩膀 y．1．肩

shroud／J'raud／n．1．尸布，寿衣 2．覆

造的

负 2．以肩冲，挤（路）

盖物，遮蔽物 y．1．以尸布包裹 2．覆

shoe／ru:／，z．鞋 y．给（马）钉蹄

shout／J'aut／y．1 大声喊，呼，叫 2

盖，遮蔽

铁，给…装上鞋状物

大声说』shout at 向…大喊 n．大叫，

shrub／J'rAb／n．灌木

shoemaker／‘J'u:meika／n．制（或补）

呼喊

shrubbery／‘J'rAbari／n．灌木丛

鞋工人，鞋铺老板

shove／J'AV／y．＆n．推挤，推撞

shrubby／j'rAbi／adj.灌木丛生的

shoot／ru:t／y．1 射击，开枪 2．射申，

shovel／J'AV21／n．铲，锹 y．1．铲

shrug／J'rAg／y．
（表示冷淡、怀疑等）

射杀 3．拍摄，摄影 4．飞快地移动 5．射

起，铲动 2．铲干净

耸（肩）

门，投篮 n．抽枝，嫩枝，芽，苗

show／rau／n．1．表示，展示 2．展

shudder／j'Ada／y．抽动，战栗，因恐

shop／J'Dp／n．1．商店，店铺 2．车

览，展览会，竞赛会 3．公众娱乐，表

惧或厌恶而发抖

间，工场 y．去商店买东西

演 4．外观，印象』be on show 正在展

shuffle／ij'Afl／y．1．曳（足）而行 2．洗

shopkeeper／‘J'Dp iki:pa／n．小店店主

示之中 y．1．给（人）看，出示，2．显

（纸牌）
，弄混，重组

shoplift／1fDphft／y．入店行窃，在商

现，出现 3．带引，带领 4．解释，说

shun／J'An／y．规避，避免

店里偷东西

明，示范 5．表明，证明 6．施予，给

shunt／J'Ant／y．1．使（火车）转轨 2．转

shopper

予』show in 领某人进来／show off 炫

移，调动

shopping／j'DpiIJ／n．1．购物 2．买

耀，卖弄／show up①露出，显出②出

shut／J'At／y．1．关，闭 2．关上，闭

到的东西

席，到场／show sb around 带某人参观

起，能关上 3．
（因关闭某物而）夹住』

某处／show sb out (iri)引领某人进入

shut down 停工，关闭／shut in①关进

off shore 离岸不远／on shore 在岸上

（离开）／show business 演艺业，娱乐

②围住／shut off①关掉②使隔绝，脱

short／rO:t／adj.1．短的，近的，矮的，

界

离／shut out 将…关在外面，遮住／shut

低的 2．短期的，短暂的 3．不足的，

showcase／1faukeis／n．（玻璃）陈列

up①关闭②住口

短缺的』in short 总之，简言之／run

柜，陈到橱

shutter／J'At9／n．1．

short (of)缺少，快用完／short of①缺

showdown

少，不足②未达到③除了…之外，除去

决争端的）最后较量

shortage／1fo:tId3／n．不足，缺乏，

shower／‘J'aua／n．

1．一阵雨、霰

2．定期的短程往返班机（车）』shuttle

缺少

或雹 2．
大量涌现的事物 3．淋浴 y．
1．下

diplomacy 穿梭外交／shuttle service 穿

shortchange／Lro:tltj'eind3／y．1．少

阵雨 2．淋浴 3．大量地洒落或倾注

梭营运（飞机、公共汽车的定期班次）

找钱给（顾客）2．未给…以公正的报

showpiece／Iraupi:s／n．展览品，展览

y．穿梭般往返

答或酬劳

样品

shy／J'ai／adj.1．羞怯的，腼腆的 2．易

short-circuit／IJ'o:t 1S3:kit／y．短路

showy／Iraui／adj.夸示的，炫耀的

受惊的 3．谨慎的，迟疑的

shred／J'red／n．1．碎片，细条 2．最

sibling／sibliJ／n．兄弟姊妹

处，缺点

少量，些微 y．撕碎，切碎

sic／sik／adv.原文如此（引述原文时，

shortcut／J'O:tkAt，n．捷径，近路

shrew／J'ru:／n．1．一种似鼠的小动

对错误或可疑处的附注）

shorten／1fO:tan／y．
（使）变短，缩短

物，以昆虫为食 2．脾气坏而好骂人的

sick／sik／adj.1．不适的，患病的 2．恶

shortfall／To:tfo:l／n．不足之量，差额

女子

心的，反胃的 3．厌倦的，厌恶的

n．到商店买东西的人

n．
（河、湖、海等的）岸，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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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t ikArriiIJ／n．短

shortcoming

‘J'o:thzend／n．速记

‘J'audaun／n．（为解

快门 2．百叶窗，窗板

shuttle／J'Atl／n．1．（织布机的）梭

shrewd／J'ru:d／adj.1．明智的，精明

sickbay／sikbei／n（船上、寄宿学校等

shortly／‘rO:tll／adv.1．
即刻，
不久 2．简

的 2．狡狯的，明辨的

的）病室

要地，扼要地 3．唐突地，简慢地

shriek／J'ri:k／y．尖叫 n．尖叫声

sicken／isikan／y．1．使（某人）感到

shorts／rO:tS／n．短裤

shrill／J'ril／adj.（指声音）尖锐的，刺

厌恶或恶心 2．生病，患病 3．厌倦或

耳的 n．发出尖锐的声音，以尖锐的声

厌恶某事物

视的 2．目光短浅的

音说…

sickening／sikaniJ／adj.1.令人厌恶的

short-term／J'o:t lt3:111／adj.短期的

shrimp／J'rimp／n．1 小虾 2 矮小的人

2．厌烦的，厌倦的

／J'o:t lweiv／n．短波

shrine／frain／n．1．神龛，圣祠 2．圣

sickle／sikl／n 镰刀

shot／J'Dt／n．1．发射，射击，枪声，

骨箱 3．圣地，灵地

sickness ／ siknis ／ n ． 1 ． 病 ， 病 患

炮声 2．射球，投球 3．弹丸，炮弹 4．尝

shrink／J'riJk／y．1．
（使）收缩，
（使）

2．

试，试图 5．镜头，景 6．
（一次）注射

皱缩 2．退缩，畏缩 n．1．收缩 2．退

air- (car-，sea-) sickness 晕机（车、船）

缩，畏缩

side／said／n．1．侧面，旁边 2．边，

shrinkage／J'riJ kid3／n．收缩，缩水

边缘 3．方面，性质 4． -方，一边 5．
（相

shrivel／1frivai／y．（使某物）萎缩，

对中线而言）部分，地区，区域』on all

枯萎<因热、冷或干所致）

sides 在各方面／on the other side of

shorthand

／

／

（照相机的）

shortsighted

short-wave

／iJ'o:t isaitid／adj.1．近

shotgun／1fDtgAn／n．

（发射铅砂

弹的）猎枪
should

／J'ud; J'ad／aux.

y.1．
（表示

义务）应该 2．（表示意愿、要求、建
议等）就，该 3．万一

作呕，呕吐

』

在…的另一边／on the safe side 稳妥，
136

保险／side by side 肩并肩地，一起／

silage／saihd3／n．青贮饲料

时到现在 3．以前 conj.1．自以后，从

take the side of 站在…的一边 y．参与，

silence／isailons／,z.

以后 2．既然，因为

袒护，支持

2．沉默，无言 y．使沉默，使安静

sincere／sin'sia／adj.1．真实的，真诚

silent／sailant／adj.1．寂静的，无声的

的 2．直率的，不矫情的

2．劬 Z）腮须，连鬓胡子

2．缄默的，不语的』keep silent 保持

sincerity／sin lserati／n． 真实，诚挚，

sidelight／saidlait／n．1．倾光 2．
（汽

沉默

诚实

车的）侧灯，
（船的）舷灯 3．侧窗 4．间

silhouette／．silu:‘et／n．影子，剪影

sinew／isinju:／n．1．腱，肌腱 2．肌

接的资料或说明

y．使显出黑色影像

肉 3．力量或能量的来源

silica／isilika／聆．硅石，二氧化硅

sinful／isinful／adj.有过错的，邪恶的

足球场等的）边线，界线 2．（本职工

silicon／silikan／n．硅

sing／SIIJ／y．唱，歌唱

作以外的）副业，兼职

silk／silk／n．丝，丝织品，丝绸

singe／sind3／y．把…微微烧焦，轻微

silky／isilki／adj.柔软的，光滑的，光

烫焦 n．轻微烧焦或烫焦

亮的

singer／‘SIIJa／n．歌唱家

silly／sih／adj.1．愚蠢的，愚昧的 2．无

single／‘sijgl／adj.1．单一的，惟一的

聊的

2．各自的，分别的 3．未婚的，独身

／saidbo:d／n．

sideboard

sideline

sidestep

1.餐具柜

／isaidlain／n． 1.（网球场、

／isaidstep／y.

1.闪躲（攻

击等）而避到一旁 2．规避，回避
sidewalk

／

isaidwo:k

／

n．(p/)

人行道

1．寂静，无声

silo／sailau／n．
1．
（导弹）
发射井 2．
（圆

的 4．单人（用的）

向一边地 adj.横斜的，斜向一边的

柱形的）储料舱

singlehood／isiJ gl'hud／n．单身，独身

sidle／saidl，y．
（悄悄地）横着走，
（偷

silt／silt／n．淤泥

singular／‘sij9jula／adj.1.殊异的，奇特

偷地）侧身挨近

silver／silva／n．1．银 2．银币 3．银

的 2．非凡的，卓越的 3．
（语法中）单

siege／si:d3／n．围困，围攻

器，银具 4．银色 y．1．镀银于 2．变

数的

sierra／sieara／n．锯齿状山脉

白，变银色

sinister／sinista／adj.1．邪恶的，险恶

sieve／SIV／n 漏勺，筛子 y 筛，筛分

silvery／isilvari／adj.1．光亮的，银色

的 2．凶恶的，阴险的

sift／sift／y．1．筛，过滤 2．详审，

的 2．
（指声音）清脆的

sink／sijk／n．1．洗涤槽 2．污水池，

细审

similar／isimila／adj.相似的，近似的

污水坑 y．1．沉下，沉落 2．倾斜，下

sigh／sai／y．叹息，叹气 n．叹息，叹

similarity／．simi llzerati／n1．相似，

陷，变低，变弱 3．沁进，渗入

气声

类似 2．相似之处，类似点

sinner／sina／n．有罪过的人

sight／sait／n．1．视力，视觉 2．看，

simile／simili／n．明喻，明喻的运用

sinuous／'sinjuas／adj.弯血的，蜿蜒的

观看 3．视域，眼界 4．情景，景象，

simmer／'simo／y．1．煨，炖 2．充满

sip／sip／y．小口喝，抿 n．小口喝，

风景，名胜』at the sight of 看见／catch

（难以控制的怒火等）3．
（指争吵、争

一小口的量

sight of 发现／in sight 在看得见的范围

辩等）处于即将爆发的状态

siphon／isaifan／n．1．虹吸管 2．虹

内／lose sight of 看不见／out of sight

simple／simpl／adj.1．简单的，简易的

吸瓶 y．用虹吸管吸出或排出

在看不见的地方 y．看见

2．朴实的，简朴的 3．天真的，率直

sir／S31／n．1．先生，阁下 2． (BrE)

sighting／saitiJ／n．被看见的人或事

的，老实的

爵士

物，看见

simpleton／isimpltan／n．傻瓜，笨蛋

siren／'saiaran／n．

sightseeing／lsait isi:iJ／n 观光，游览

simplicity／sim iphsati／n．简单，简易，

sirloin／1S3:loin／n．牛腰上部的肉

sign／sain／n．1．记号，符号 2．姿势，

朴实，率宜

sister／sista／n．1．姐妹 2．亲如姐妹

手势 3．标识，告示，牌示 4．迹象，

simplify／simphfai／y．使单纯，使简

之人 3．修女，尼姑

征兆 y．1．签名，署名，签字于 2．做

易，简化

sit／sit／y．1．坐 2．使坐』sit down

手势，做信号

simply／isimph／adv.1．简单地 2．仅，

坐下／sit for 参加考试／sit in 静坐示

signal／‘signa1／n．1．信号，暗号 2．讯

只，恰好地

威／sit up 迟睡，熬夜

号，讯息 y．发信号，打信号

simulate／isimjuleit／y.

signature／‘signatj'a／n． 签字，签名

2．模拟，模仿

situation comedy)

simultaneous／ isimal'teinias ／adj.同时

site／sait／n．位置，场所

发生的，同时做出的，同时的

sitting-room／sitirjru:m／n．起居室

simultaneously／sima1teinia-sh／adv.同

situate／isitjueit／y．使…建于或坐落

／‘saidweiz／adv.斜着，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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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ways

signet／‘signit／n．
significance

图章，私童

／sig inifikans／n．1．意

义，意味 2．重要性

1.假装，冒充

汽笛，警报器

sitcom ／ isitkDIII ／ n ． 情 景 喜 剧 (=

时地，同时发生地

在某处

的，重大的 2．有特殊意义的

sin／sin／n．1．
（宗教上的）罪，罪孽

situation

signify／‘signifai／y.1．意味，表明，

2．过失，失礼

场所 2．形势，事态，局面 3．处境，

表示 2．
（以动作）表示

since／sins／adv.1． （与完成时连用）

境遇 4．工作，职业

signpost／sainpaust／n 招牌柱，广告

在过去的某日期，事件等以后 2．从那

six／siks／n．＆adj.六（的），六个（的）

significant／sig' nifikant

／adj.1．重要

柱，路标

／isitju eij'2n／n．1.位置，

sixpence／‘sikspans／n．
137

1.（英国 1

日时）面值六便士的硬币 2．价值为六

绕…的边缘 2．回避，避开

slavish／‘sleivij'／adj.1．奴性的，卑屈

便士

skull／skAI／n．脑壳，头盖骨

的 2．缺乏独创性的，盲从的

sixteen／sikslti:n，n．＆adj.十六（的），

sky／skai／n1．天，天空 2．天气，气

slay／slei／y．杀，谋杀

十六个（的）

候』praise sb to the skies 把某人捧上天

sleazy／isli:zi／adj.肮脏的，低劣的，

skylight／iskailait／n．天窗

下贱的

／isiksiti:n0／n．

sixteenth

＆adj.第

十六（的）

skyline／iskailain／n．

sixth／siks0／n．＆adj.第六（的），第

山等以天空为背景映出的轮廓

六个（的）

skyrocket

sixtieth ／ sikstii0 ／ n ． ＆ adj. 第 六 十

物价飞涨

（的），第六十个（的）

skyscraper

sixty／siksti／n．＆adj.六十（的），六

天大楼

sleep／sli:p／n．1．睡眠，睡觉 2．睡

十个（的）

slab／slzeb／n．
（常指矩形或正方形的

眠时间 y．睡，睡着

size／saiz／n．1．大小，尺寸 2．号码，

石板、木板等）厚板

sleeper／isli:pa／n．1．睡眠者 2。枕木

尺码

slack／slzek／adj.1．松弛的，没拉紧

3．
（火车的）卧铺车厢

sizeable／saizabl／adj.相当大的

的 2．萧条的，清淡的

sleepless／‘sli:phs／adj.失眠的，不眠的

sizzle／isizl／y．
（油煎食物时）发出咝

slacks／slaeks／n．宽松裤

sleepy／isli:pi／adj.1．欲睡的，困倦的

咝声

slacken／slzekan／y．
（使）变松，放松

2．静寂的，不活跃的

／

建筑物、树、

‘skai irDkit

／y.（使）

sledge／sled3／（乘）雪橇= (AlrlrlE)
sled
sleek／sli:k／ad'j.1．光滑而有光泽的 2
（指人）保养得好的，脑满肠肥的 3．时

／

‘skai iskreipa／n．摩

髦的

slag／slzeg／n．1．矿渣，熔渣 2．贱

sleet／sli:t／n．霰，雨夹雪，冻雨 y．降

过，掠过 n．1．滑冰，溜冰 2．冰鞋

妇，淫妇 y．侮慢或批评某人

霰，下雨加雪或冻雨

slam／slzem／y．1．使劲关，砰然关

sleeve／sli:v／n．1．袖子，衣袖 2．唱

skeleton／skelitan／n．1．骨骼，骨架

闭 2．猛投，猛击 n．1．砰（如关门声）

片封套

2．纲要，轮廓，基干

2．猛击，撞击

sleigh／slei／n．（尤指马拉的）雪橇

slander，isla:nda／n．＆y.诽谤，诋毁

y．乘雪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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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ate／skeit／y．1．滑冰，溜冰 2．滑
／iskeitbo:d／n．滑板

skateboard

／‘skeptika1／adj.怀疑的，

skeptical

slanderous

sketch／sketj'／n．1．略图，草图 2．速

谤的，中伤的

的，纤细的 2．纤巧的，轻盈的 3．微

写，素描 3．概略，梗概 4．短篇作品，

slang／slzeIJ／n．俚语

薄的，不足的

小品 5．短剧，独幕剧 y．
（给…）绘略

slangy／islzeIJI／adj.使用俚语的，含有

slice ／ slais ／ n ． 薄 片 ， 切 片 ， 一 片

图，速写

俚语的

y．把…切成薄片

ski／ski:／y．滑雪 n．雪橇，滑雪屐

slant／sla:nt／y．1．倾斜，歪 2．有倾

slick／shk／adj.1．顺利而有效的，不

skid／skid／y．打滑，滑向一侧 n．1．打

向性地报道 n．1．斜线，斜面，斜坡 2．观

费力的 2．
（指人）圆滑的，油滑的 3．光

滑 2．滑道，滑轨

点，意见，偏见

滑的 n．海面浮油

slap／slzep／n．掴，拍，掌声 y．掴，

slide／slaid／y．1．滑动，滑行 2．溜

灵巧的，熟练的，巧妙的

拍打，掌击

进，潜行 n．1．滑，滑行 2．滑道，滑

skill／skil／n．技能，技巧，技艺

slash／S1ae．r／y．1．挥砍，劈刺 2．大

坡，滑梯 3．幻灯片

skim／skim／y．1．从液体表面撇去

幅度裁减或削减（某物）3．在（衣服）

slight／slait／adj.1．轻微的，少量的

2．略读，快读 3．擦过，滑过

上开长缝作装饰 4．严厉批评 n．1．砍，

2．纤弱的，脆弱的 y．轻视，藐视，

抽 2．长的切口或裂口 3．衣服的叉

怠慢

skin／skin／n．1．皮，皮肤 2．兽皮，

slat／slzet／n（木制或塑料制的）板条

slightly／slaitli／adv.些许，稍微，轻微

毛皮 3．外皮，果皮 4．奶皮』skin and

slate／sleit／n．1．板石，石板岩 2．石

地

bones 皮包骨头 y．剥皮，去皮

板，石板瓦 3．石板（1 日时学童书写

slim／slim／adj.1．苗条的，修长的，

skin-diving／skin daiviJ／n．轻装潜水

用具）4．
（有关过去错误等的）言行记

纤细的 2．微少的，不足的

（只使用护目镜、脚蹼、水肺或潜水通

录

』clean slate 良好的经历，历史清

slime／slaim／n．1．稠、软而滑的液

气管）

白 y．1．提名…为候选人，预定 2．痛

态物质，
（尤指）泥桨 2．
（蜗牛等的）

skinny／iskini／adj.皮包骨的，极瘦的

斥，抨击

黏液

skip／skip／y．1．轻快地跳，跳跃 2．跳

slaughter／islo:ta／n．＆y.屠宰，屠杀

slimnastics／sliminzestiks／n．减肥操

绳 3．跳过，略去

slave／sleiv／n．1．奴隶 2．奴工，苦

slimy／islaimi／adj.1．（似）泥浆的，

skipper，skipa／n．1．船长，机长 2．
（球

工 3．完全受控制之人 y．1．奴役 2．做

有泥浆的 2．奸诈的，虚伪的

队的）队长

苦工，做牛马

sling

skirmish／sk3 :rriij'／n．小规模战斗，

slavery／isleivari／n．1．奴隶状态，

带，吊链

军事小冲突 y．小战，小争论

奴役 2．奴隶制度 3．苦役，低酬工作

slink／slijk／y．1．鬼鬼祟祟地移动，

skilful,

skillful

／

skimmer／iskima／n．

-skilful

／adj.

网勺，漏勺

／

‘sla:ndaras

多疑的

／adj.诽

slender／islenda／adj.1．细长的，苗条

y．1．投掷，抛 2．吊，吊起 n．吊

溜走 2．扭捏招摇地走

skirt／sk3:t／n．裙子 y．1．位于或环
138

slip／shp／n．1．滑，溜，失足 2．小

smart／sma:t／adj.1．鲜明的，新奇的，

snap／snzep／y．1．猛咬，折断 2．折

过失，失误 3．溜走 y．1．失足，滑倒

衣冠楚楚的 2．时髦的 3．聪敏的，机

断声，脆裂声 3．快照 n．1．咬，啮，

2．溜走，潜行 3．滑落，滑脱 4．滑动，

灵的 4．轻快的，敏捷的 5．严厉的，

噬 2．发破裂声而折断 3．发出清脆声

滑行 5．犯错误，疏忽

剧烈的

snapshot／‘sn 茁 pj'Dt，n．快照

slip／shp／n．板条，纸条

smash／smae，／y．1．（使）破碎，

snare／snea／n．1．罗网，陷阱 2．圈

slipper／shpa／n．拖鞋，便鞋

粉碎，打碎 2．猛撞，猛冲，猛击 3．痛

套，诱人上当的事物 y．（用罗网或陷

slippery／shpari／adj.1．光滑的，湿滑

击，打败，打破（记录等）

阱）诱捕

的 2．滑头的，无耻的

smear／smia／y．1．涂，抹（粘性或

snarl／sna:l／y．1．（指动物）吠，咆

slit／slit／n．1．裂缝，缝隙 2．细长

油性的物质）2．弄脏（表面）3．诋毁，

哮 2．粗暴地讲话，咆哮着说 n．嗥叫

孔 y．开细长的裂缝于…

诽谤，玷污 n．1．污点，污迹 2．诽谤，

（声），咆哮（声）

slither／isli6a／y．摇晃不稳地滑动或

污蔑

snatch

滑行

smell／smel／n．1．嗅觉 2．气味 3．臭

sneak／sni:k／y．潜行，溜走 n．怯懦

sliver／ishva／n．
（切割、断裂下来的）

味 4．嗅，闻 y．1．嗅，闻 2．嗅出，

鬼祟的人

薄长条，碎片 y．（使某物）破碎、断

闻到 3．有的气味 4．发出臭味，发臭

sneakily／isni:kili／adv.

裂成碎片

smelly／ismeh，adj.发出难闻气味的，

鬼鬼祟祟地

slogan／‘slaugan／n．标语，口号

有臭味的

sneer／snia／y 嘲笑，讥诮，说轻蔑话

slop／sIDp／y．
（使）溢出，
（使液体）

smile／smail／n．＆y．微笑

sneeze／sni:z／y．打喷嚏

溅出

smith／smi0／n．1．铁匠 2．金属工匠

snicker／isnika／y．＆n．暗笑，窃笑

slope／slaup／n．1．倾斜，坡度 2．倾

smog／smDg／n．烟雾

sniff／snif／y．1 以鼻吸气 2．嗅，闻

斜面，斜坡

smoke／smauk／n．
1．
烟 2．吸烟 y．
1．冒

sniffle／snifl／y．抽鼻子 n．抽鼻子（声）

slot／sIDt／n．1．
（可投入东西的）孔

烟 2．抽烟

snigger／snigo／y．暗笑，窃笑

2．沟，槽，滑道 3．在名单、系统、

smokeless／ismaukhs／adj.1．
（燃烧时）

snipe／snaip／y．1 伏击，阻击 2 抨击

组织等中的位置、空位 y．1．在（某

无烟的 2．（环境）无烟的

sniper／snaipa／n．狙击手

物）中开缺口、狭缝、沟槽等 2．把…

smoker ／ ismauka ／ n ． 1 ． 吸 烟 的 人

Snivel／lsniva1／y．抽泣，哭诉

安插在空位中，安置

2．
（火车上的）准予吸烟的车厢

snob／snDb／n．势利之人，谄上欺下

slouch／slautj'／y．无精打采地坐、立

smokestack

或行动 n．懒鬼，不中用的人

或轮船的）大烟囱

slow／slau／adj.1．缓慢的，迟缓的

smoking／‘smaukiJ／n．

2．费时的 3。迟钝的，愚笨的 4．
（指

smoky／ismauki／adj.1．冒烟的，烟雾

snobbish／‘snDbij'／adj.

钟表）慢的 y．
（使）缓行，
（使）减速

弥漫的 2．像烟（雾）的

snooker／snu:ka／n．落袋台球游戏

slowly／islaUlI／adv.缓慢地

smooth／smu:6／adj.1．平坦的，光滑

snooty adj.妄自尊大的，傲慢的

slugl／sIAg／y．重击，猛打

的 2．平稳的，平静的 3．圆润的，流

snore／sno:／y．打鼾，打呼噜 n．打

slug2／SIAg／n．1．子弹 2．投币机的

畅的 4．圆滑的 5．和蔼的，温文有礼

鼾，发鼾声

筹码

的 y．使平滑，使顺利，使平静等』

snorkel／isno:ka1／n．1 潜水通气管 2

sluggish／sIAgij'／adj.1．行动迟缓的，

smooth away 使平滑，使顺利

（潜水艇的）通气管 y．用通气管潜水

无精打采的 2．（商业）不景气的，清

smother／1SIIIA6a／y.1．使窒息，闷

snort／sno:t／y．喷鼻息，鼻子发出喷

淡的

死 2．覆盖，笼罩 3．忍住，抑制

气声 n．喷鼻息，鼻息声

slum，sIArri／n．贫民区，贫民窟

Smoulder，

／smaulda

snout／snaut／n．1．动物突出的口鼻

slumber／isIAmba／y.＆n．睡眠，沉睡

／y．1．焖烧，熏烧 2．（情绪）郁积

部（尤指猪的）2．猪鼻状突出物 3．
（人

slump／sIArrip／y．1．沉重地倒下或

smudge／smAd3／n．污点，渍痕 y．涂

的）鼻子 4．向警方告密者 5．烟草，

落下 2．暴跌，剧降

污，弄脏

烟叶

slur／s131／y．1．含糊不清地念或说

smug／smAg／adj.自满的，沾沾自喜的

snow／snau／n．雪 y．降雪

2．诋毁，诽谤 n．诽谤，中伤

smuggle／‘smAgl／y．走私，偷运

snub／snAb／y．＆n．冷落，怠慢

slurry／sIAri／n．半流质稀薄混合物

snack／snzek／n．小吃，快餐』snack bar

snuff／snAf／n．鼻烟 y．掐灭，熄灭，

sly／slai／adj.1．狡猾的，诡谲的 2．淘

小吃店，快餐店

扑灭

气的，顽皮的』on the sly 秘密地，偷

snag／snzeg／聆．1．潜在的困难，意

snug／snAg／adj.1．温暖的，舒适的

偷地

外的障碍 2．尖利的突出物 y．绊住

2．
（指衣服）紧贴合身的

smack／smzek／y．1．掌掴，拍击 2．咂

snail／sneIl／n．蜗牛』at a snail's pace

SO／sau／adv.1．这么，如 Jlt2．
（用于

（唇）作响

极慢的

代替上文所用的词语）如此，如是

small／smo:l／adj.1．小的，少的 2．小

snake／sneik／n．蛇

3．也，同样 4．非常，极 5．不错，的

v．＆n 抢夺，攫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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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偷摸摸地，

／ismaukstzek／n．
（工厂

smolder

规模的 3．不重要的，琐碎的

之人

snobbery／snDbari／n．谄上欺下，势

吸烟，抽烟

利（言行）

势利的

确，确实』so as to 为了，以致／so far
139

至此 conj.1．因而，所以 2．(…so that…)

soldierly／'sauld3ah／adj.像军人的，有

something／‘SArriOIIJ，pron.1．某事，

（表示目的）目的在于 3． （- SO+adj.

军人品质的

某物 2．（表示模糊概念）若干，什么

／ adv.+that…）
（表示结果）以致

sole／saul／n．
（人、足、鞋、袜等的）

n．重要人物 adv.1．几分，大约 2．很，

soak／sauk／y．浸，泡，
（使）浸透 n．浸，

底部，脚掌，鞋底，袜底 adj.1．惟一

非常

泡，渍

的，仅有的 2．专用的，独占的

sometime ／ lsAmtaim ／ adv. 某 个 时 候

soap／saup／n．肥皂

solely／Saulh／adv.惟一地，单独地

adj.以前的

soapy／Saupi／adj.1．
（似）肥皂的 2．谄

solemn／ISDlalll／adj.1．庄严的，肃穆

sometimes／‘SAmtaimz／adv.有时，偶

媚的

的 2．真诚的，正式的 3．隆重的，庄

尔，间或

soar／so:／y．1．高飞，翱翔 2．骤升，

重的

somewhat

腾越

solemnity ／sa ilemnati／n．1．庄严，

somewhere

sob／sDb／y．呜咽，抽噎 n．呜咽声，

严肃 2．郑重的仪式，典礼

son／sAn／n．儿子

抽噎声

solicit／sailisit／y．1．设法获得（某

sonar／'sauna:／n 声纳装置，声纳系统

sober／isauba／adj.1．未醉的，清醒的

事物），向（某人）拉（选票）2．（指

sonata／saTia:ta／n．奏鸣曲

2．审慎的，镇定的，严肃的

妓女）拉（客）

song

sobriety／sauibraiati／n．审慎，节制

solicitor

soccer／sDka／n．英式足球

solid／isDhd／adj.1．固体的 2．实心

sonnet／sDnit／n．十四行诗

的 3．结实的，坚固的 4．可靠的，稳

soon／su:n／adv.1．不久，即刻 2．快，

群的

健的 5．-致的，团结的 6．连续的，完

早』
as soon as 一…就…／sooner or later

social，Saura1／adj.1．社会的 2．社交

整的

迟早

的，交谊的 3．社会性的

solidarity／．sDIi idzeratI／n．团结，

soot／sut／n．黑烟灰，煤烟，油烟

socialism ／‘sau ralizam／n 社会主义

一致

soothe／su:6／y．1．使平静，安慰 2．使

soilloquy／saijilokwi／n． 自言自语，

（痛苦、疼痛）缓和或减轻

义者 2．(cap)社会党人 adj.社会主义的

（尤指戏剧中的）独白

sophist／sDfist／n．诡辩者

society／sa lsaiati／n．1 社会 2．群体，

solitary／sDhtari／adj.1．独居的，孤独

sophisticate

团体 3．社团 4 社交界，上流社会

的 2．单个的，惟一的 3．偏僻的，人

世故的人

友好的，合

sa-hsita

/n. (BrE)律师

adv.在某处，到某处

n．歌词，歌曲

son-in-law／lsAninl01／n．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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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ble／‘sauj'abl／adj.

／

adv.有点，稍微

socialist

／‘sau ralist／n．

1.社会主

／n．老于

迹罕至的

sophisticated

会学的，关于社会学的

solitude／iSDhtju:d／n．1．独居，孤

adj.1．老练的，高雅时髦的 2．复杂的，

sociologist／lsausirolad3ist／n．社会学

独，单独 2．人迹罕至之处

精细的，尖端的

研究者，社会学家

solo／lsaulau，n． 1．独奏（曲）
，独

sophomore

sociology／sausiIDlad3i／n．社会学

唱（曲）2．单独表演 adj.

制大学、学院和中学的）二年级学生

sock／sDk／n．短袜

的，独唱（曲）的 2．单独的，单独表

soprano／sa'pra:nau／n．1.女高音，男

socket／isDkit／n．1 插座 2 凹处，窝

演的

童声最高音 2．女高音歌手，唱最高音

sod／SDd／n． （一块）草皮，草地

soloist／lsaulauist／n．独唱者，独奏者

者 3．最高音部乐器

soda／lsouda／n．苏打，硼酸钠

soluble／sDljubl／adj.1．可溶的 2．可

sordid／So:did／adj.1．卑鄙的，可耻

sodium／Saudiam／n．韦内

解决的，可解答的

的 2．肮脏的，破烂的

sofa／Saufa／n．沙发

solution／sa 'lju:J:an／n． 1.解答，解

sore／so:／adj.疼痛的 n．痛处，溃疡

soft／sDft／adj.1．软的，柔软的 2．柔

决方法 2．溶解，溶解过程 3．溶液

sorghum／so;gam／n．高梁

滑的，细嫩的 3．柔和的，不刺目的 4．轻

solve／SDlv／y．解决，解答，解释

sorrow／sDroLi／n1 悲伤，悲哀 2 悔恨

柔的，温和的 5 不含酒精的 6 心软的

sombre／sDmba／adj.1．暗淡的，阴沉

sorrowful／iSDraful／adj.

soften／sDfan／y．1．
（使）变软 2．
（使）

的 2．忧郁的，严峻的

或引起悲哀或懊悔的

变温和、柔和、软弱

some／SAIII;sam／adj.

1.一些，若干

sorry／lsDri ／adj.1 难过的，惋惜的

softly／iSDftli／adv.乘软地，轻轻地

2．某一个，有一个 3．相当的（数或

2．遗憾的，后悔的 3 可怜的，可悲的

software／isDftwea／n．
（电脑）软件

量）pron.1．一些，若干 2．有些，某

sort／so:t／n．1．种类，类别 2．样子，

soggy／‘SDgi／adj.湿透的，粘湿的

些 adv.1．大约 2．几分，稍微

举止』all sorts of 各种各样的 y．1．分

soil／soil／n．1．土壤，土地 2．国家，

somebody ／ -sAmbadi

类，整理 2．交往

国土 y．1．弄脏，弄污 2．污辱，败坏

人，有人 2．重要人物（常与不定冠词

sortie／lso:ti／n．1．对不熟悉地方的

sol／SDI／n．八度音阶中的第五音

连用）

短访 2．出击，突击 3．军事行动中一

solace／sDlas／n．安慰，慰藉 y．安慰

somehow ／isAmhaU／adv．1．不知

架飞行器出动的次数，架次

某人

怎么地，反正 2．以某种方法，设法地

SOS／es lu'es／n．紧急求救信号，求

someone

助，求救

sociological

solar

／sausiaIDd3ika1／adj.社

／sa ifistikeit

adj.太阳的，与太阳有关的

1．独奏（曲）

／ pron.1 ． 某

pron.某人，有人

soldier／‘sauld3a／n．士兵，军人

／ saifistikeitid ／

／‘sDfam0:

／n．（四年

感到、显得

SO-SO／Sausau／adj.平平常常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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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虎虎的 adv.平平常常地，勉强地，过

spacious／'speij'as／adj.广大的，宽敞的

制品，特产品

得去地

spade／speid／n．1．铲，铁锹 2 纸牌

specialize／‘spej'2laiz／y．专攻，专门

soul／saul／n．1．灵魂，心灵 2．心力，

中的黑桃』calla spade a spade 直言不讳

研究，专门从事

精神 3．人 4．典范，化身 5．精髓，

Spain／spein／聆．西班牙

specially／‘spej'ah／adv.

精华

span／spzen／n．
跨度 y 横跨，
架桥于…

地 2．格外地

soundl／saund／n． 1．声音 2．语气，

Spaniard／ispzenjad／n．西班牙人

species／‘spiLri:z／n． (sing＆p/)1．
（生

语调 y．1．
（使）发声 2．听起来

Spanish／sp 茁 nir／adj.西班牙的，西

物）种 2．种类

sound2／saund／adj.1．健全的，完好

班开人的，西班牙语的 n．西班牙语

specific／spiisifik／adj.1.明确的，详尽

的 2．慎重的，合理的 3．彻底的，完

spanner／spzena／n．扳手

的 2．特定的，特指的

全的

spari／spa:／n．圆材（木质或金属质）

specify／ispesifai／y 指定，载明，详述

soup／su:p／n．汤，羹

spar2／spa:／y．1．用拳轻击 2．
（与某

specimen

sour／'saua／adj.1．酸的，酸味的 2．酸

人）争辩

例 2．样品 3．抽样，取样

腐的，酸臭的 3．乖戾的，不友好的

spare／spea／adj.1．多余的，空暇的

speck／spek／n．微粒，小污点

y．（使）变酸

2．备用的 y．1．舍弃不用，拨出让给

speckle／‘spekl／n．／小点，斑点

source／so:s／n．1 河源，水源 2．来

2．节约，省用 3．饶恕，赦免

spectacle／‘spektakl／n． 1.公开展示

源，出处 3(pZ)原始资料，原始文件等

sparingly

south／sau0／n．南，南方，南部

省地

spectacular ／ spekitzekjula ／ adj. 壮 观

东南 adj.

spark／spa:k／n． 火星，火花，电花

的，引人入胜的

位于东南的，问东南的，来自东南的

y．1．发出火花，闪出电花 2．导致，

spectator／speklteita／n．观众，旁观者

adv.在东南，向东南，从东南

引起

spectre／ispekta／n．1．鬼，幽灵 2．
（因

／‘spesimin／n．1.标本，范

2．景象，光景，壮观 3．劬 Z）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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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rijIi／adv.节约地，俭

1.特别地，特

southeast／isauO'i: st／n．

southerly／isA6ah／adj.

在南方的，向

sparkle／ispa:kl／y．

闪闪发光，闪

可能出现困难而产生的）忧虑，恐惧

南方的，来自南方的

烁，闪耀 n．闪光，闪耀，火花

spectrum／spektram／n．1.光谱 2．波

southern／isA6an／adj.南方的，在南方

sparrow／spzerau／n．麻雀

长，范围

的，有关南方的

sparse／spa:s／adj.零散的，稀疏的

speculate

southward／isauOwad／adv.向南方

spasm／‘spzezam／n．1．痉挛，发作

索，推测 2．投机，做投机生意

2．
（活动、情感等的）突发，发作

speculative／-spekjulativ／adj.1．思考

southwest

／isauo lwest／n．西南 adj.

，y.1．思

ispekjuleit

位于西南的，向西南的，来自西南的

spasmodic

adv.在西南，向西南，从西南

断时续的 2．痉挛的，痉挛性的

speculatively／ispekjulativli／adv.1．思

souvenir／isu:va'nia／n． 纪念物，纪

spate／speit／n．大批，大量

考地，推测地 2．投机地

念品

spatial／‘speij'21／adj.空间的，存在于

speculator／spekjuleita／n．投机者，投

空间的

机商

无上的 2．独立的，有主权的 n．君主，

spatter／spzeta／y．1．洒、溅或泼在

speech／spi:tr／n．1．语言，说话，说

统治者

（某人或某物）上 2．滴下，洒落

话能力 2．演说，当众讲话

spawn／spo:n／n．
（鱼、蛙等水生劫物

speed／spi:d／n．1．速度，速率 2．快

统治权，君权 2．国家的主权

的）卵，子 y．1．产卵 2．大量生产

速，迅速 y．1．速进，急行 2．使速进，

Soviet／lsauviat／n．苏维埃

speak／spi:k／y．1．说话，讲话 2．表

使急行 3．增速

SOW1／sau／n．母猪

达思想、见解等 3．使用（语言）4．演

speedometer／spiidDmita／n．（机动车

SOW2／sau／y．播（种），传播，使

说，演讲』speak for 代表…讲话／speak

等的）速度计

产生（感情、想法等）

out 大胆地说／speak of 谈到，提起／

speedway／ ‘spi:dwei／

soy( a) bean／isoibi:n／n．大豆』soy(a)

speak to 对…说话

等运动项目的）赛车跑道，摩托车赛

sauce 酱油

speaker／spi:ka／n．1．演说者 2．讲

spell1／spel／y．1．拼字，拼写 2．拼

spa／spa:／n．矿泉，有矿泉的地方』

某种语言的人 3．扬声器

作，拼成

spa water 矿泉水

spear／spia／n．矛，枪，鱼叉

spe112／spel／聆．1．符 n，n 语 2．魅

space／speis／n．1．空间，太空 2．间

spearhead／spiahed／n．

距，距离 3．空地，场所 4．期间，一

部队

spelling／‘speliJ／n．拼字，拼法

段时间』in space 在太空中

special／‘spej'21／adj.1．特殊的，专用

spend／spend／y．1．花费，付出（钱）

的，特设的 2．附加的，格外的

2．耗尽，消耗 3．消磨，度过』spend

宇宙飞船

specialist／‘spej'2list／n．专家

sth on sth 花…在…上

spaceship／speisj'ip／n．宇宙飞船』by

speciality,

spaceship 乘坐宇宙飞船

n．1．特质，特性 2．专业，专长 3．特

sovereign／lsDvrin／adj.

／‘sDvranti／n．1．最高

sovereignty

spacecraft

1.最高的，

／ispeiskra:ft／n．航天器，

space shuttle

／spaez imDdik／adj.1．时

／

前锋，先头

specialty ／ spej'ilelati ／

n．航天飞机

的，推测出的 2．投机的，投机生意的

n．（摩托车

力，魔力 3．-段时间，时期

sperm／sp3:rri／n．精液，精子
spew／spju:／y．

<使）喷出，呕吐

sphere／sfia／n．1．球体，球形 2．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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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领域

／n．华丽，壮观，辉煌

滔不绝，口沫横飞

spice／spais／n．1．香料，调味品 2．意

splinter ／ isplinta ／ n ． 尖 片 ， 碎 片

sprain／sprein／y．扭，扭伤

味，风味 y．1．加香料于 2．为…增添

y．1．
（使）裂成碎片 2．
（从较大的团

sprawl／spro:l／y．1．四肢摊开着坐、

趣味

体中）分裂出来，组成小派别

卧或倒下，伸展（身体或四肢）2．散

spiced／spaist／adj.含香料的

split／spht／y．1．裂开，劈开，破裂

孔地延伸 n．1．四肢伸开的姿势或动

spicy／'spaisi／adj.1．用香料调味的，

2．撑破，绽裂 3．（使）分裂，分开

作 2．杂乱的大片地方

辛辣的 2．有刺激性的，有趣味的

聆．1．裂开，裂口 2．分裂，分歧

spray／sprei／n．1．水雾，水花，浪

spider／spaida／n．蟓 0 蛛

splutter／ispIAta／y．1 急促而慌乱地

花 2．喷液 3．喷雾器 y．喷，喷洒

spike／spaik／n．1．钉状物 2．鞋钉

说 2 发出劈劈啪啪的溅水声，发毕剥声

spread／spred／y．1．展开，摊开 2．涂

3．
（谷类等的）穗状物 y．用钉钉，加

spoil／spoil／y．1．损坏，糟蹋 2．宠

敷，涂布 3．
（使）传布，
（使）散开 4．伸

鞋钉于

坏，溺爱 n．掠夺物，赃物

展，扩展 n．1．范围，广度 2．传播，

spill／spil／y．
（使）溢出，
（使）溅出

spoken

spin／spin／y．1．纺纱 2．
（使）快速

语的

旋转 3．杜撰，撰述 n．旋转

spokesman

spinach／spinid3／n．菠菜

人，发言人

水 3．弹簧，发条 4．弹性，弹力 y．1．跳，

spindle／ispindl／n． 1．纺锤，锭子

sponge ／spAnd3 ／ n ．海 绵 ，海 绵体

跳跃 2．出现，发生，萌芽

2．转杆，轴

y．1．用海绵等擦拭、洗涤或清除 2．用

springboard／sprijbo:d／n．1．
（跳水运

spine／spain／n．1．脊柱，脊椎 2．
（动

海绵吸收（液体）

动的）跳板，
（体操运动的）踏跳板 2．发

植物体上的）刺，棘刺 3．书脊

sponsor／'spDnsa／n．1．赞助者，主

展事业的起点

spinner／'spina／n．纺纱工人

办者，发起者 2．负责人，保证人

springlock／sprijIDk／n．弹簧锁

spinster／‘spinsta／n 未婚女人，老处女

spontaneous ／ spDnIteinias ／ adj. 自 发

sprinkle／sprijkl／y．洒，喷，淋 n．少

spiral／spaiara1／n．1．螺线，螺旋状

的，自然的，自动的

量，少数

的物体 2．不断加强的上升或下降 adj.

spook／spu:k／n．鬼 y．吓，吓唬

sprint／sprint／y．用全速奔跑，疾跑

螺旋形的，盘旋的 y．1．螺旋形移动，

spoon／spu:n／n．匙，调羹

sprout／spraul／y．1．发芽，萌芽 2．使

盘旋移动 2．连续增长或减少

spoonful／ispu:nful／adj. 一匙之量

生长，使发芽 n．新芽，籽苗

spire／'spaia／n．
（圆锥形或角锥形的）

sporadic／spa irzedik／adj.偶发的，零

spruce／spru:s／n．云杉

尖顶，教堂塔尖

星的

spur／sp31／n．1．马刺，靴刺 2．激

spirit／'spirit／n．1．精神，心灵，灵

spore／spo:／n．芽孢，孢子

励物，驱策 v.1．以马刺刺激 2．驱策，

魂 2．幽灵，鬼怪，妖精 3．活力，精

sport／spo:t／n．1．运动，活动 2．娱

激励

神，气魄 4．本质，本旨 5．情绪，兴

乐，戏谑 3．(pZ)运动会』have sports

spurious

致 6．人，人物 7．烈性酒』out of spirits

参加体育运动

辑的，谬误的 2．儇的，欺骗性的

意气消沉，没精打采

sportsman

spirited／spirItid／adj.精神饱满的，活

(p/sportsmen)n．1．运动员，爱好运动

视者，秘密监视者 y．1．侦察，窥探，

跃的

者 2．输得起的人

秘密监视 2．观察，发现

spiritual／，spiritjual／adj.1.精神（上）

sportsmanship／spo:tsmanj'ip／n．公正

squabble／‘skWDbl／y.＆n．（为琐事）

的，心灵（上）的 2．宗教的，神圣的

大度的品质或精神

争吵，口角

spirituality／ispiritju‘zelati／z．灵性，

sportswoman

信仰

sportswomen)n．女运动员

squadron

spit，spit／y．吐出，吐唾液』spit out

spot／spDt／n．1．点，斑点，污点 2．地

国皇家空军中队 2．海军中队 3．骑兵

吐出 n．唾液，口涎

点，场所』on the spot 在现场，当场

中队，装甲连

spite／spait／n．怨恨，恶意』in spite of

y．1．察觉，认出 2．加斑点于，弄脏，

squalid／iskwDhd／adj.1.肮脏的，邋遢

不管，不顾 y．刁难，使恼怒

玷污

的 2．卑鄙的，下流的

spiteful／spaitful／adj.恶意的，怀恨的

spotless ／ ispDths ／ adj.

splash／spl 茁．r／y．1．溅，泼 2．
（指

2．无瑕疵的，道德上纯洁的

痛苦或恐惧而发出的）高声哭喊，尖叫

液体）飞溅，激溅 n．1．飞溅，飞溅

spotlight ／ ispDtlait ／ n ． 1 ． 聚 光 灯

y．大声哭喊，尖叫

声，溅污的斑点 2．有颜色的斑点

2．
（众人的）注目，众人注目的焦点

squalor／iskWDla／n．1 污秽 2 卑鄙

spleen／spli:n／n．1．脾，脾脏 2．坏

spouse／spauz／n．配偶

squander／iskwDnda／y．浪费，挥霍

脾气，怨气

spout／spaut／n．1．喷管，喷口 2．喷

square／skwea／adj.1．正方形的，方

splendid／splendid／adj.1.壮丽的，辉煌

流，水柱』up the spout（infrril）①在

的 2．成直角或近似直角的 3．平方的，

的 2．绝妙的，极佳的

绝境中②怀孕的 y．】．喷出，喷射 2．滔

自乘的 4．公正的，诚实的 n．1．正方

／‘spaukan／adj.

口头的，口

蔓延 3．涂抹于面包上的食品
springi／spriJ／n．春，春季

／n．代言

spring2／spriJ／n．1．跳跃 2．泉，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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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uksman

splendour，

splendor

／

'spo:tsman

/spo:tswuman

／splenda

／

／ (p/

1. 极 清 洁 的

／ispjuarias／adj.1．不合逻

spy／spai／n．1．间谍，密探，侦探 2．窥

squad／skwDd／n．班，小组，小队
／

‘skwDdran／n．1．英

squall／skwo:l／n．1．狂风，暴风 2．
（因

形 2．平方，自乘 3．广场，方场 y．1．使
142

成方形 2．使成直角，使垂直 3．自乘，

的

stampede／stzempi:d／n1.（动物）惊逃，

得出某数的平方 4．偿清，结算

stage／steid3／n．1．舞台，戏台 2．活

奔窜 2（指人）突然的大规模行动，蜂

动或注意的中心 3．阶段，进程』at this

拥 y．使（动物、人）惊逃，蜂拥

直地

stage 眼下，目前／stage by stage 逐步

stance／stzens／n．1．站立的姿势 2．姿

squash1／skwDJ'／y.1．把…压扁 2．挤

地 y．1．把…搬上舞台，上演 2．举行，

态，想法，立场

进 3．压制，平息 n．壁球，墙网球

策划

stand／stzend／y．1．站立，起立 2．屹

squash2／skwDJ'／n 美国南瓜，西葫芦

stagger／‘stzega／y.1．（使）摇晃，蹒

立，竖立 3．坐落，位于 4．忍耐，忍

squat／skwDt／y．1．蹲踞，跪坐 2．
（指

跚而行 2．使摇摆，使震惊 3．间隔，

受』stand at attention 立正／stand by①

动物）蜷伏

错开

忠于，支持②袖手旁观／stand for①代

squawk／skwo:k／y.1.（指鸟）发出响

stagnant

而粗的叫声 2．大声嘀咕，高声抱怨

因不流动而污浊、腐臭的 2．停滞的，

出色／stand up 起立／stand up for 支

squeak／skwi:k／豫．短促而尖利的叫

不景气的

持，拥护／stand up to 经得起…的考验

声或响声 y。1．发出短促而尖利的声

stagnation／stzeg'neI,an／n．1．（水）

n．1．摊位，货架 2．置物架

音 2．以尖利的声音说话 3．告密，充

不流动 2．停滞，不景气

standard

当告密者

staid／steid／adj.（指人、外表、行为、

基准，规格，规范 2．旗帜，旗标 3．直

squeal／skwi:l／n．长而尖的叫声 y．发

爱好等）古板的，保守的

立的支持物，文柱 adj.1．标准的 2．权

出长声尖叫

stain／stein／n．1．污点，污迹 2．污

威的 3．普通的，通用的

squeamish／skwi:mij'／adj.1．（因胃过

点，耻辱 y．玷污，染污

standardize／istzendadaiz

敏）易恶心的 2．易受惊的，神经质的

stainless／isteinlis／adj.1.无污点的，清

事物）标准化或符合规格

squeeze／skwi:z／y． 1．挤压，压榨，

白的 2．不锈的，抗锈的

standing

紫握 2．榨取，挤出 n．压榨，紧握

stair／stea／n．1．梯级 2． (p/)楼梯，

身份 2．持续时间 adj.常备的，永久的

squint／skwint／y．1．患斜视 2．眯着

阶梯

standpoint

眼睛看，斜视，瞟 n．1．斜视，斜视

staircase／isteakeis／n．楼梯，楼梯间

场，立脚点，观点

症 2．看，瞥

(= stairway)

standstill／stzendstil／n 静止状态，停

squire／iskwaia／n．1．
（英国乡下地区

stake／steik／n．1．桩，柱 2．利害关

顿

的）乡绅，大地主 2．治安法官，地方

系 3．赌注，赌金

stanza／lstzenza／n．
（诗歌的）节，段

法官

stale／steil／adj.1．不新鲜的，干瘪无

（尤指押韵的）

squirm／ skW3:rri ／ y.1 ． 蠕 动 ，扭 动

味的 2．陈腐的，拾人牙慧的 3．过劳

staplel／steipl／n．订书钉 y．用订书钉

2．羞愧，不舒服

的，疲惫的

订住

squirrel／iskwiral／n．1．松鼠 2．松鼠

stalemate／steilmeit／n．1.（国际象棋

staple2／steipl／adj.主要的，基本的，

的毛皮

中的）僵局，和棋 2．僵持阶段，僵局

标准的 n．1（某国家或地区买卖的）

squirt／skW3:t／y．喷，喷出 n．1．细

y．使…陷入僵局

主要产品 2 主要成分，主要内容，主食

的喷流 2．妄自尊大的人

stalkl／sto:k／n．1．
（植物的）茎，秆

stapler／steipla／n．（小型手动的）订

stab／stzeb／y．1．刺，戳，刺入 2．产

2．叶柄，花梗，果实的柄

书机

生刺痛 n．刺，戳，刺痛，伤痛

stalk2／sto:k／y．1．潜步追踪，潜近

star／sta:／n．1．星，星状物 2．明星，

stability／staibilati／n．坚固性，稳定

猎捕 2．高视阔步地走

高手

性，安定

stall1／sto:l／n．1．摊位 2．畜舍，厩

starboard

stabilize／isteibilaiz／y 使稳定，使沉稳

3．(BrE)戏院正厅的前排座位

飞机的）右舷，右侧

stablel／steibl／adj.坚固的，稳定的，

sta112／sto:l／y．1．
（指引擎因动力不

starch／stQ：t，／n．1．淀粉，含淀

安定的

足而）停止转动 2．拖延，支吾

粉的食物 2．粉浆 y．浆（衣服等）

stable2／isteibl／n．厩，马房

staillon／stzeljan，n．种马

stardom／ista:dam／n．明星的身份或

staccato／staika:tau／adj.＆adv.断续的

stalwart／isto:lwat／adj.1.强壮的，结实

地位

（地），不连贯的（地）

的 2．坚定的，忠实的 n．忠实拥护者，

stare／stea／y．盯，凝视，目不转睛地

stack／stzek／n．1．整齐叠起的一堆

坚定分子

看』stare at 凝视，盯着看 n．盯，凝视

2．干草垛

stamina／lstzemina／n．体力，耐力

stark／sta:k／adj.1．显而易见的 2．光

stadium／isteidiam／n 运动场，体育场

stammer／stzema／y 结巴，口吃 n 口吃

秃秃的，阴郁的 3．完全的，十足的 adv.

staff／sta:f／n．1．棍，杖，棒 2．全

stamp／stzemp／n．1．邮票，印花 2．印

完全地，十足地

体职员，全体工作人员 3。竿，支柱 4．参

章，图章 3．踩，跺，顿足 4．印记，

starry／lsta:ri／adj.1．多星的，被星星

谋，幕僚，参谋部 y． 供以人员，充

图记 y．1．跺（脚）
，顿足 2．压印，

照亮的 2．（眼睛等）闪亮如星的，明

当职员或幕僚

盖章

亮的

直接地，照

／‘stzegnant／adj.1．
（指水）

表，象征②容忍，允许／stand out 突出，

／istzendad／n．

1.标准，

／y．使（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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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arely／iskweah／adv.

stag／stzeg／n 牡鹿 adj.只准男子参加

／‘stzendiJ／n．
／

／

-st zendpoint

ista:bad

／

1.地位，

／n．立

n．
（船、

start／sta:t／n．1．开始，出发 2．开
143

首部分，开初阶段 3．起点，出发点 4．惊

保持 n．停留，逗留，做客

菌 2．使绝育

起，跳起 y 1 开始 2．
（使）发生，
（使）

steadfast／istedfast／adj.坚定的，不动

sterling

发起 3．
（使）发动 4．动身，启程 5．惊

摇的

贵金属）标准纯度的，真的 2．
（指人、

起，跳起

steady／istedi／adj.1 坚固的，牢靠的 2

其品质）令人钦佩的．优秀的 n．英国

starter／lsta:ta／n．1．起跑的人、马或

规律的，稳定的 3 稳健的，可靠的 4

货币

其他动物 2．起跑裁判员，发令员 3．开

镇定的 y．（使）稳定，
（使）稳固

stern1／st3:n／adj.

始进行某事者 4 启动装置 5．第一道菜

steak／steik／n．1．牛排 2．肉片，鱼

的 2．严厉的，严肃的

startle／lsta:tl／y．使惊愕，使吃惊

片，肉排

stern2／st3:n／n．船尾，末端

starvation／sta:‘veij'2n／n 饥饿，饿死

steal／sti:l／y．1 偷，窃取 2 偷偷地移

steroid／isteroid／n．

starve，sta:v／y．1．（使）饿，（使）

动，悄悄地走 3．偷偷地夺取，攫取

化合物

饿死 2．感觉很饿

stealth／stel0／n．秘密的、悄悄的行动

stethoscope／isteOaskaup／n．听诊器

state／steit／n．1．状态，情形 2．国

stealthily／isteloili／adv.

家，政府，领土 3．州，邦 4．级别，

中进行地

2．忧闷，焦虑

地位，尊严』state of the art（技术等）

stealthy／isteloi／adj.悄悄的，偷偷的

steward／stjuad／n．（飞机、船上的）

最新水平 y．说，陈述

steam／sti:m／n．蒸汽，水气 y．1．蒸

服务员

stately／isteitli／adj.威严的，堂皇的，

发，冒蒸汽 2．用蒸汽驶动或行进 3．蒸，

stewardess

盛大的

蒸煮

机、船上的）女服务员

1.（指硬币、

1．严苛的，严格

类固醇，硫类

stew／stju:／y．炖，焖 n．1．炖肉菜

／

istjuadis

／n．（飞

steamer／lsti:ma／n． 1．汽船，轮船

stickl／stik／n．1．小树枝，柴枝 2．杖，

声明 2．财务报表／报告书，结算表

2．蒸笼，蒸锅

棍，棒 3．棒状物

stateroom ／

steel／sti:l／n．1．钢，钢铁 2．钢制

stick2／stik／y．1．插入，刺，戳 2．
（使）

武器 y．使坚硬

粘着，（使）粘贴』stick out 突出，伸

steely／sti:h／adj.（在颜色、硬度、光

出／stick to sb (sth)①忠于，坚持②继

政治领导人

泽或强度方面）似钢的

续

static／istzetik／adj.1．静止的，稳定的

steepi／sti:p／adj.1．陡峭的，险峻的

sticky／istiki／adj.1．
粘的，粘性的 2．
棘

2．静电的，静态的 n．1．大气静电干

2．
（指价格）太高的 3．不合理的，过

手的，尴尬的

扰 2．静电

分的

stiff／stif／adj.1．坚硬的，僵直的 2．不

station／‘steij'2n／n．1．站，所，台，

steep2／sti:p／y．浸，泡，濡湿

灵活的 3．拘谨的，呆板的，傲慢的 4．棘

车站等 2．驻地，停泊地，岗位 3．电

steeple／isti:pl，n．

台，广播电台，电视台 4．社会地位，

steer／stia／y．驾驶（舟、船、汽车等）

身份等 y．驻扎，安置

steering-wheel

stationary／steij'2nari／adj.不动的，静

向盘，舵轮

stifle／istaifl／y．1．使窒息，窒闷 2．熄

止的

steml／stem／n．
（植物的）茎，干

灭，扑灭 3．抑制，遏止

stationery ／‘steij'2nari／n．文具

stem2／stem／y．遏止，阻止（液体流

stigma／stigma／n．耻辱，污点

Station-wagon／‘steij'anWaegan／n．客

动等）

stile／stail／n．
（乡村中供人穿越栅栏、

货两用轿车，旅行轿车

stench／stentj'／n．恶臭，臭气

围墙等的）台阶

statistical／staItistika1，adj.统计的，统

step／step／n．1．步，脚步 2．脚步声

still／stil／adv.1．仍，还，尚 2．然而，

计学的，以数据表示的

3．步幅 4．梯级，踏级 5．步骤，措施』

还是 3．更，愈 adj.1．静止的，不动的

step by step -步一步地 y．1．走，举步，

2．寂静的，平静的 n．1．寂静，万籁

踏步 2．踩

俱寂 2．剧照

stereo／lsteriau／n．立体声，立体声系

stimulant

计数字 2．统计学

统 adj.立体声的

含兴奋剂的饮料 2．起刺激、激励作用

statue／stzetju:／n．雕像，塑像

stereotype／steriautaip／n．1．模式化

的事物、活动等

status／steitas／n．1．身份，地位 2．威

的形象、思想、人物等，老一套 2．铅

stimulate／stimjuleit／y.1.激励，促进

望，名望 3．情形，状况

版 y．使定型，使固定

2．刺激，使兴奋

statute／istzetju:t／n．1．法规，法令

sterile／sterail／adj.1．不能生殖的，不

stimulation／istimjuleij'2n／n．激励，

2．条例，章程

育的 2．
（指土地）不毛的，荒瘠的 3．无

促进

statutory／lstzetjUtari／adj.法定的，规

结果的，无效的 4．无菌的，消过毒的

stimulus／istimjulas／(p/stimuli)聆。刺

则要求的

sterility／st aIrilati／n．1．荒瘠 2．无

激（物）
，激励

staunch／stomt．r／adj.坚定而忠实可

生殖力 3．无菌

sting／stIIJ／y．刺，螫，叮 n．刺伤，

靠的

sterilize／sterilaiz／y.1．为…消毒或杀

刺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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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陈述，

悄悄地，暗

／‘st3:hIJ／adj.

statement／lsteitmant

lsteitrum

／n．（船上

的）包舱，特等客舱
statesman

statistician

／lsteitsman／n．政治家，

／

istzeti 'stI,an／n．统计

学家，统计员
statistics／staltistiks／n．

1.统计，统

／

教堂的（尖塔）

‘stiarijwi:l／n．方

stay／stei／y．1．停留，逗留 2．维持，

手的，严厉的，剧烈的 5．高昂的

stiffen／istifan／y（使某物）变得（更
加）坚硬、僵硬、困难、生硬、强烈等

／istimjulant／n．1．兴奋剂，

stink／stijk／y．发恶臭 n．恶臭，臭气
144

stint，stint／n．定额工作，定量，任期

storage／sto:rid3／n．贮藏，保管

strap／strzep／n．带，皮带，带条 y．用

y．限制，节制

store／sto:／n．1．储藏，贮存 2．储

带子束住，捆扎

藏品，贮存物 3．仓库，货栈 4．商店，

strategic／stra'ti:d3ik／adj.1．战略（上）

stipulate／istipjuleit／y．讲明，规定（某

店铺 y．储藏，贮存

的，策略（上）的 2．有战略意义的 3．
（指

要求）

storey, story

stir／st31／y．1．搅和，搅拌 2．
（使）

物的）层，楼

strategist／‘strzetad3ist／n．战略家，兵

轻轻地移动，动 3．激起，使激动 n．1．搅

storm／sto:m／n．1．风暴，暴风雨 2．情

法家

拌，搅和 2．骚动，群情激动

感的猛烈发作 y．1．狂怒，咆哮 2．猛

strategy／istrzetid3i／n． 1.战略（学），

stirrup／stirap／n．马镫

攻，突击

策略（学）
，兵法 2 策略，谋略，妙计

stitch／Stltr／n．1．
（缝纫或手术时的）

story／lsto:ri／n．1．事迹，轶事，史

stratify／istrzetifai／y．使分层或分等

一针 2．
（编织时的）一针，一钩 3．肋

话 2．小说，故事，传奇 3．新闻报道，

级等

部剧痛

记事

stratum／lstra:tam／n．1．岩层 2．层

stock／stDk／n．1．贮存，储备 2．存

stout／staut／adj.

货，现货 3．股票』stock certificate 股

2．结实的，牢固的

straw／stro:／n．1．稻草，麦秸 2．
（喝

票，证券／stock dividend 红利，股息

stove／stauv／n． 火炉，电炉，炉灶

饮料的）吸管

／stock exchange 证券交易所／stock

stow／stau／y．收藏，装载』stow away

strawberry

market 股票市场

偷乘船或飞机

stray／ strei ／ y ． 走 失 ， 迷 路 ， 离 题

stockbroker／‘stDk ibrauka／n．证券经

straddle／rstrzedl／y．1．跨坐或跨立

adj.1．流浪的，迷路的 2．孤零的，离

纪人，股票经纪人

在（某物）上 2．夹叉射击或轰炸（某

群的

stockholder／istDk ihaulda／n．股东，

目标）

streak／stri:k／n．1．条纹，纹理 2．
（性

股民

straggle／‘strzegl／y.1．
蔓生，
蔓延 2．掉

格上不太好的）特质，性情，癖性

stocking／stDkiJ／n．长袜

队，落后

y．在…上加条纹

stoic／is13iUik／n．禁欲主义者，恬淡

straight，streit／adj.1 笔直的 2．直接的

stream／stri:m／n．1.(／J、)河，川，

寡欲的人

3．整齐的，端正的 4 正直的，坦率的，

溪流 2．（液体、人、物等的）不断流

stoical／stauika1／adj.坚忍自持的，能

诚实的 adv.1 笔直地 2 直接地

出 y．1．倾注，流出 2．飘扬，招展

忍受痛苦而无怨言的

straighten

stoke／stauk／y．给（炉予）添燃料，

直，纠正，改正 2．整理，清理 3．
（使）

或制成流线型 2．使精简

烧（火）

好转，改进

street／stri:t／n．街，街道

stomach／istAmak／n．1．胃 2．腹部

straightforward ／ istreit

3．胃口，食欲，爱好

adj.1．诚实的，坦白的 2．易懂的，易

有轨电车

stone／staun／n．1．石头，石块 2．矿

做的

strength／strejO／n．1．力量，力气，

岩，岩石 3．果核 y．向…扔石头

strain／strein／n．1．拉紧，扯紧 2．需

强度 2．实力，人力，兵力

费神之事物 3．劳累，疲惫，竭尽 4．扭

strengthen

stony／lstauni／adj.1．多石的，铺有石

筋，脱臼 y．1．拉紧，扯紧，张紧 2．尽

固，加强，增强

块的 2．冷酷的，无情的

量利用，尽全力 3．损伤，耗损

strenuous／istrenjuas／adj.1．费力的，

stool／stu:l／n．凳子

strained

stoop／stu:p／y．1．俯身，弯腰 2．降

紧张的 2．心力交瘁的

stress／stres／n．1．压力，紧迫 2．重

格，卑屈 n．1．弯腰，曲背 2．降格，

strait／streit／n．1．海峡 2．地峡

要，强调 3．重音，重读 y．1．强调，

卑屈

straitlaced

stop／stDp／n．1．停止，中止 2．停

（在道德观念等方面）极端严谨的，因

stressful／istresfa1／adj.

车站 3．句号，句点』bus stop 汽车站

循守旧的

stretch／stret，／y．1．伸展，张开，

／come to a stop 停住／put a stop to

strand／strzend／n．
（绳索、缆线等的）

拉紧 2．伸展（四肢）
，直躺 3．滥用，

something 制止某事 y．1．停止 2．阻

一股，一缕

曲解 n．1．伸展，张开，拉紧 2（陆地

止，制止 3．中止，停，中断』stop by

strange／streInd3／adj.

（顺便）访问／stop off 中途停留，中

异的，奇妙的 2．对…感到陌生或不习

stretcher／‘stretj'a，n． 担架』stretcher

途下车／stop over 中途停留，暂住／

惯的

bearer 抬担架的人

stop short 突然停止

stranger／‘streind3a／n． 陌生人，异

strew／stru:／y．撒，播，散

stoppage／‘stDpid3／n． 1.停工 2．劬

乡人，异国人

stricken ／ istrikan ／ adj. 受 折 磨 的

Z）
（薪水的）扣除额

strangle／‘strzeJ gl／y.1．扼死．勒死

poverty-stricken 贫穷不堪的

stopper／'stDpa／n．1．阻塞物，妨碍

2．抑制，扼杀

strict／strikt／adj.1．严厉的，严格的

／‘staipend／n．薪俸，薪金

／

‘sto:ri

／n．
（建筑

1．肥壮的，胖的

武器、尤指核武器）战略性的

次，阶层

‘stro:bari

／

／n．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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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pend

stoneware

／lstaunwea／n．粗陶器

／‘streitan／y.

／streind／adj.

／

1.（使）挺

ifo:wad ／

1.勉强的，

istreit ileist

物 2．
（瓶子等的）塞子

／ adj.

1.奇怪的，奇

streamline／istri:mlain／y.1．把…设计

streetcar

／

‘stri:tka:

/n. (AlrlrlE)

／‘strej02n／y.（使）变坚

艰辛的 2．奋发的，努力的

着重 2．用重音读，重读
有压力的

或水域的）一大片 3 连续的一段时间

2．明确的，严密的，精确的』be strict
145

with 对…严格要求

stub／stAb／n．1．（铅笔、香烟等物

style／stail／n．1 风格，作风 2 文体，

的）残端，烟蒂，铅笔头 2．票根，存

文风 3 时尚，流行样式 4 风度，体面，

stride／straid／y．1．大步行走 2．跨

根 y．1．使（脚趾）碰到某物 2．
（在

高雅脱俗 5 种类，式样 y．设计

过，跨越 n．大步，阔步，跨幅

硬物上）碾灭（尤指香烟）

stylish／staihj'／adj.有风度的，有气派

stricture

／‘striktj'a／n．谴责，苛评

stubble／istAbl／n．1．作物收割后遗

的

音，尤指嗓音）粗厉的，尖锐刺耳的

留在地上的残茎，茬子 2．短而硬的胡

stylistic

strife／straif／n．争吵，倾轧，敌对，

茬子

术）风格上的，与风格有关的

冲突

stubborn／istAban／adj.1.顽固的，执拗

subconscious

strike／straik／n．1．罢工 2．攻击（指

的 2．棘手的，难对付的

subdue／sabidju:／y.1．征服，克服，

飞机的空袭）』be on strike 罢工／go on

studl／StAd／n．1．领扣，按扣，饰钮

压制 2．缓和，减弱

strike 继续罢工 y．1．打，击，敲 2．攻

2．大头钉，饰钉 y．装饰钉于，点缀

subjectl／sAbd3ikt／n．1．主题，题目，

击，冲击 3．罢工 4．给…以印象，使

stud2／stAd／n．1．种骂 2．种马场，

议题，问题 2．科目，学科 3．主语，

（人）感到 5．（使）发声，（使）鸣，

养马场

主词 4．臣民，庶民，国民 5．待处理

（使）响

student／stju:dant／n．学生

或讨论的对象，被实验者

striking／‘straikiJ／adj.引人注目的，显

studio／istju:diau／n．1．摄影棚，录

subject2／sab'd3ekt／adj.1.隶属的，从

著的

音室，演播室 2．
（画家、摄影师等的）

属的，受支配的 2．有…倾向的，易受，

string／striJ／n．1．细绳，带子 2．乐

工作室

常有』subject to 依照，听候 y．1．使

器的弦 3．以线串成之物，一串，一列

studious

y．1．缚，扎，穿 2．上弦

用功的 2．仔细的，细心的

subjection

stringent，‘strind3ant／adj.（规定、法

study／stAdi／n．1．研究，读书 2．学

臣服

律等）严格的，严厉的

科，研究对象 3．书房 y．1．学习，研

subjective／sab' d3ektiv

stripi／strip／y．1．剥去，剥光，脱光

究 2．核阅，检查

思想、感情等）主观的（属于自我意识

衣服 2．剥夺，夺走

stuff／stAf／n．1 材料，原料 2 素质，

方面的）2．主观的（以个人的好恶、

strip2／strip／n．条，带，细长片

本质 y．1．填塞，装填 2．（为制作标

观点等为依据的

stripe／straip／n．1．条纹，斑纹 2．
（军

本）剥制（死动物）3 暴食，过食

subjectivity

警等制服上的）级别条纹

stuffing／‘stAfiJ／n．1．（禽等的）填

观，主观性

料 2．
（垫子的）填料

subjunctive／sab'd3Ajktiv／adj.假设语

的，有条纹的

stuffy／istAfi／adj.1．通风不良的，令

气的，虚拟语气的 n．假设（虚拟）语

strive／straiv／y．1．抗争，搏斗 2．奋

人窒息的 2．刻板的，呆滞的

气，假设（虚拟）语气的动词形式

勉，努力

stumble／istAmbl／ y.1 ． 绊 脚，绊跌

sublime／saiblaim／adj.1.祟高的，伟大

stroke／strauk／n．1．打击，一击 2．身

2．蹒跚而行，行动不稳 3．结结巴巴

的 2．极度的，不顾后果的

体上部及手臂的活动，一击，一挥，一

地说』stumble across／on／upon 偶然

submarine／isAbma lri:n／n．潜水艇，

划，一动 3．一笔，笔画 4．钟声，敲

碰见，偶尔发现

潜水舰 adj.海下的，海底的

击声 5．中风 y．抚摸

stump／stAHip／n．1．树桩，残株 2．残

submerge／sab'm3:d3／y.（使）沉入或

stroll／straul／n．＆y．漫步，闲逛，

余部分

潜入水中，浸没，淹没

邀游

stun／StAn／y．1．将（人或动物）打

submission／sab mij'2n／n．1．归顺，

strong／strDJ／adj.1．强壮的，强大的，

昏（尤指击打头部）2．使目瞪口呆，

屈从，服从 2．提交，呈送

坚固的 2．浓烈的

使吃惊 3．令人喜悦

submissive

stronghold／strDjhauld／n．1．要塞，

stunt／stAnt／n．1．特技，绝技 2．花

顺【的，顺【从的

堡垒 2．根据地，大本营

招，噱头』pulla stunt 要花招

submit／sab Imit／y．1．服从，屈从

strontium ／‘strDnj'iam／n．锶

stupefaction／istju:pifzekj'2n／n．神志

2．呈送，提交，提出

不清，目瞪口呆

subordinate

／

／adj.（指声

-straidant

／istju:dias／adj.1．好学的，

／stai ilistik／adj.（文学或艺
adj.下意识的，潜意识的

隶属，使服从 2．使遭受，使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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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dent

striped／straipt／adj.

structural

／

以条纹作标志

‘strAktj'2ral

／adj.结

／adj.1．
（指

／isAbd3ek'tivati／n．主

／

／adj.恭

sab Imisiv

／saibo:dinat

／adj.下级

构（上）的，构架（上）的

stupendous

structure／‘strAktj'a／n．

的，极感人的，极好的

属僚 y．使居次要地位，使隶属

造 2．建筑物，构造物

stupid／istju:pid／adj.鲁钝的，愚蠢的

subordination ／ sa

struggle／‘strAgl／y.1．搏斗，斗争 2．奋

stupor／stju:pa／n．（震惊、药物、酒

n．1．下级地位，下属 2．隶属，从属

精等造成的）昏迷，神志不清

3．
（语法）主从关系

n．1．打斗，搏斗，战斗，斗争 2．努

sturdy／ist3:di／adj.1．强健的，结实的

subscribe／sabiskraib／y.1 认捐，捐助，

力，奋斗

2．坚定的，不屈不挠的

应募 2 订阅 (to)，预约(for)3 签署

strutl／strAt／n．支柱，支撑物

stutter／stAta／y．＆n．结巴

subsequent

斗，努力

1.结构，构

』struggle against 与…抗争

／ stju:ipendas ／ adj. 极 大

／sab 'd3ekj'2n／n．征服，

的，次要的，附属的 n．属下，部属，

／

ibo:dineij'2n ／

isAbsikwant

后来的，随后的，继起的

strut2／strAt／y．趾高气扬地走
146

／adj.

subside／sabisaid／y.1．下降至较低或

任，继续

suffrage／sAfrid3／n．
（政治性选举的）

正常水平 2．
（指土地）下陷 3．
（指建

success／sakises／n． 1．成功，成就，

选举权，投票权

筑物等）下陷 4．减弱，减轻，平息

胜利 2．成功的人或事物，成功的例子

sugar／1fuga／n．糖，食糖 y．加糖于

subsidiary ／

successful／sak sesful／adj.取得成功

suggest／sa'd3est／y.1．建议，
提议 2．
表

属的，次要的 2．（指业务机构）附属

的，达到目的的

明，暗示

的，附设的

succession／sak'sej'2n／n．1 继续，连

suggestive／sa'd3estiv／adj.1．提示的，

subsidise

续 2 连续的若干事物一连串 3 继承，继

暗示的 2．使人产生邪念的

subsidy／‘SAbsidi／n． 补助金，津贴

承权』in succession 连续地，接续地

suicidal／sj Uiisaida1／adj.1.自杀的，

substance／sAbstans／n．1.物质，物

successive／sakisesiv／adj.继续的，连

有自杀倾向的 2 毁灭性的，自取灭亡的

2．实质，本旨

续的，接连的

suicide／ISjuisaid／n．

substandard ／ SAbstZendad ／ adj. 低 于

successor／sakisesa／n．继承人，继任

suit／sju:t／n．1．-套衣服 2．套，副．组

标准的

者，接班人

3．同花色的一副纸牌 4．请求，恳求

sab 'stzenj'21 ／

succour／isAka／y．＆n．救济，援助

5．诉讼，控告，法律，案件 y．1．适

adj.1．牢固的，坚实的 2．充裕的，丰

succulent／iSAkju19nt／adj.1．
（指水果

合，使满意，中…的意 2．相配，合适

足的 3．主要的，实质性的，实体的

及肉类）汁多味美的 2．（指植物）茎

suitable／isju:tabl／adj.

叶肥厚含水分多的，肉质的

的，恰当的

succurnb／saikAm／y 屈服，不再抗拒

suitability／．sju:taibihti／n 适合，适宜

sab-sidiari

，adj.1．附

y．给…补助金，资助

／

substantial

substantiate

／sab 'stzenj'ieit／y．证

实，证明
／adj.实

适合的，适宜

／isju:tkeis／n． ／手提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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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杀

substantive

such／SAtj'／adj.1．如此的，这样的

suitcase

质的，重要的

2．如此，这样（到莱一程度）3．上述

衣箱

substitute／iSAbstitju:t／n．代理人，代

的』such as…诸如…／such…that…如

suite／swi:t／n．1．一套家具 2．-套房

替者，代用品，代替物 y．代替，替换，

此…以致…p 阳 n．某类的人或事物 Ias

间，套间 3．-套物件 4．
（音乐）组曲

代用

such 根据某词严格的词义

suitor／isju:ta／n．追求某女子的人

suck／SAk／y．吸，啜，吮，咂 n．吸，

sulk／sAlk／y．愠怒，怄：气

替，代理

啜，吮，咂

sulky／isAlki／adj.生气的，愠怒的

subtitle／‘sAb itaitl／n．1．副标题，小

suckle／sAkl／y．给…喂奶

sullen／iSAlan／adj.1．愠怒的，郁郁

标题 2．印刷）字幕

suction／‘sAkj'2n／n．

subtle／ISAtl／adj.1．微细的，微妙的，

sudden／isAdan／adj.1．突然的，出乎

sully／isAh／y．弄脏，玷污

难以察觉的 2．精巧的，精妙的 3．敏

意料之外的 2．快速的，急速的 n．(onlv

sulphate／isAlfeit／n．硫酸盐，硫酸酯

感的，敏锐的

玩 all of a sudden)忽然地，突然地，出

sulphur／sAlfa／n．硫（矿），硫磺

subtlety／lsAtlti／n． 1．精细，巧妙，

乎意料地

sulphurous／sAlfaras／adj.（似）硫的=

敏锐 2．细微的差别等

suddenly

subtly／‘SAth／adv.1 微细地，微妙地

sue／sju:／y．1．控告（某人）2．请

sultan／ISAltan／n．苏丹（伊斯兰国家

2．精巧地，精妙地 3 敏感地，敏锐地

求（常于法庭上）

的君主）

subtract／sabitrzekt／y．减去，扣除

suffer／isAfa／y．1．受苦，受害，患

suitry／SAltri／adj.1．
（指大气、天气）

病等 2．经历，遭受（不愉快之事）3．忍

闷热的，酷热的，（指人的性情）热情

削减

受，忍耐

的，急躁的

suburb／iSAb3:b／n．郊区，市郊

sufferable

substitution

subtraction

suburban

isAbstantiv

／iSAbsti'tju:J'2n／n．代

／sab'trzekj'2n／n．扣除，

／sa ib3:ban／adj.1．郊区

吸，吸力

adv.突然地，急速地

(A/7rlE) sulfureous

／iSAfarabl／adj.能忍受的

sufferance／isAfarans

不乐的 2．阴郁的，阴沉的

／n．宽容，容

sum

n．1．总数，总计 2．金额，钱

数』in sum 简言之 y．1．总计，合计 2．总

的，城郊的 2．见闻不广的，乏味的

忍』on sufferance 出于宽容，勉强答应

结，归纳

suburbanisation ／ sab3:banai-zeij'an ／ n

suffering／'sAfariJ／n．1．身体或心灵

summarize／'sAmaraiz／y.摘要，概述

郊区化

的痛苦 2．劬 Z）痛苦、不幸的感觉，

summary／‘sAmari／n．

苦恼

adj.简明的，扼要的

subversion／sAblv3:J'2n／y.1．颠覆，

suffice／saifais／y．1．足够 2．足够…

summer／SAIIla／n．夏，夏季

破坏 2．道德败坏，不忠

之需，使满足

summit／sArriit／n．1．顶点，极点

sufficiency／sa 'fij'2nsi／n 足量，充足

2．
（山的）尖峰，巅峰，高峰 3．政府

颊覆性的，破坏性的

sufficient／sa fij'2nt／adj.足够的，充分

首脑会议，高峰会议

subvert／sabiv3:t／y.1．颠覆，
破坏 2．
使

的

summon／'sArrian／y.1．召唤，传唤，

（某人）道德败坏或不忠

suffix／sAfiks／n．后缀

召集 2．鼓起（勇气、力量等）

subway／ ‘sAbwei

suffocate

suburbanite

subversive

adj.郊区居民

／

sab IV3ISIV

／adj.

／n． (AlrlrlE)地

铁=(BrE) underground，tube

／

isAfakeit

窒息而死，把…闷死

succeed／sakisi:d／y.1．
成功，
完成 2．
继

／

y.（使）

摘要，概略

summons／'sArrianz／n． 传票，用传
票传唤
sumo／'su:mau／n．（日本）相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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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ptuous

-sArriptjuas

／ adj.

superman

／‘sju:pamzen／n．超人

supreme／sju: ipri:m／adj.1．最高的，

豪华的，奢侈的

supermarket，‘sju:pa ima:kit／n．超级

至高无上的 2．最重要的，最大的

sun／sAn／n．1．太阳 2．阳光

市场

surcharge

sunbath／sAnba:0／n．太阳浴

supernatural／sju:panzetj'2ral／adj.超自

费，附加费 y．向…索取额外费，收附

然的，神灵、幻术等的

加费

supersede／isju:pa'si:d／y.代替，接替

sure／rua／adj.1．确信的，肯定的 2．可

斑，晒黑 y．（使）晒黑

supersonic ／ isju:pa isDnik ／ adj. 超 声

靠的，稳妥的』make sure 确定，查明

Sunday／sAndi／n．星期日

（频）的，超音速的

adv.1．确实地，事实上 2．当然

sundial／isAndail／n． 日晷仪，日规

superstition／isju:pa stij'2n／n．迷信，

surely／‘ruali／adv.1．确实地，必然地

迷信观念，迷信习俗

2．稳当地 3．当然，无疑地

sunbathe／isAnbei6／y．
sunburn

沐日光浴

／iSAnb3:n／n．

sundry／isAndri／adj.

日炙，晒

不同的，各种

／isju:pa'stiras／adj.1．迷

‘S3:tj'a:d3

／

／n．额外

的』all and sundry 每个人

superstitious

sunflower／sAnflaua／n．向日葵

信的，由迷信引起的 2．受迷信思想支

浪运动

sunken／SAJ kan／adj.1．沉没海底的

配的

surface／1S3:fis／n。1．表面 2．水面

2．（指面颊等）（因饥饿、疾病等）凹

supervise

陷的

理，指导

l，
．露出水面，显露，呈现

sunlight／isAnlait／n．太阳光

supervision／isju:pa'vi3an／n．监督，

surfboard／is3:fbo:d／n． 冲浪板

sunny／sAnl／adj.1．阳光充足的，晴

管理，指导

surge

朗的 2．快活的，乐观的

supervisor

sunrise／ISAnraiz／n． 日出（时分），

督人，管理员，指导者

黎明

supper／‘sApa／n．

sunset／sAnset／n 日落（时分）
，傍晚

supper 吃晚饭

surgery／‘s3:d3ari，n 外科，外科手术

supplant／sa ipla:nt／y．取代，代替

surgical／s3:d3ika1／adj.外科的，外科

supple／isApl／adj.柔软的，灵活的

手术的，外科用的

suntan／lsAnt 茁 n／n（皮肤的）晒黑

supplement／isAplirr-iant／n．1．增牢

surly／is3:1i／adv.脾气坏的，乖戾的

superi／sju:pa／adj.极好的，棒的

h，补充 2．增刊，补编，附录 v.增补，

surmount ／ samaunt ／ y.1. 克 服 ， 战 胜

super2／isju:pa／n．主管人，（尤指）

补充

2．处于或置于…的顶端

警务长

supplementary ／ isApli

superb，sjup3:b／adj.1．上乘的，一流

adj.1．补充的，附加的 2．（指角）补

surpass／sa'pa:s／y 超越，凌驾，胜过

的 2．堂皇的，华丽的

角的

surplus／is31plas／n．

superficial／isju:pa 'fij'／adj.1．表面的，

supply／saplai／y．1．供给，供应 2．满

剩 2．余款，余额 adj.多余的，盈余的

表面性的 2．肤浅的，浅薄的

足（需要）n．供应，供给之物，现货，

surprise／sa praiz／n．1．惊愕，惊奇

现货储存量

2．突然，意外之事物 y．1．使惊愕，

的，多余的

support／sa 'po:t／y.1．支承，支撑 2．支

使惊奇 2．不期而遇，撞见，奇袭』be

superhuman／sju:pahju:man／adj.超乎

持，鼓励 3．拥护 4．供养，资助 5．证

surprised

常人的

实，为…提供证据 n．1．支撑物，支

surprisesurp¨sing 吃 惊 地 ／ to one's

superimpose／.sju:parimpauz／y．将某

柱 2．拥护，支持，鼓励

surprise 使某人吃惊的是

物置于另一物之上

supportive／sa'po:tiv／aclj.赞助的，鼓

surprising ／ saIpraiziJ ／ adj. 令 人 吃 惊

励的

的，奇异的

理，监督，主管

suppose／sa'pauz／y.1．认定，
假定 2．
推

surreal／sarial／adj.不现实的，梦幻的

superintendent ／ isju:parinItendant ／

测，猜想，想象 3．须以…为条件，意

surrealist／sa riahst／adj.＆n．超现实主

n．1．督导，总监，总管 2．英国警察

味着 4．（构成祈使句，或用以做成一

义（的）
，超现实主义者

局长

项建议或提议）

surrender ／sairenda ／ y.

superior／sju:ipiaria／adj.1．优良的，

supposition

卓越的 2．数目较大的，较多的 3．
（职

定，推测 2．假定的事物，猜测

弃，投降，认输

位等）较高的，上级的 4．傲慢的，自

suppress，sapres／y.1．镇压，平定，

surreptitious

大的 n．上司，上级，长辈

制止 2．抑制，隐瞒，扣留

进行的，偷偷的

superiority／sju: piarilDrati／n．优秀，

suppression

优越，优胜

压，查禁

／‘sju:pavaiz／y.监督，管

‘sju:pavaiza

／n．监

3．外表 adj.表面的，外表的，水面的

y．1．在浪涛中或如同波浪般

前进 2．急剧上升 n．1．向前或向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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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f／s3:f／n．拍岸浪花 y 冲浪，作冲

sunshine

／‘sAnj'ain／n．日光，阳光

sunstroke

／iSAnstrauk／n．中暑

superfluous

superintend

superlative

／sju:Ip3:fluas／adj.过剩

／isju:parin'tend ／ y．管

／sju:‘p3:lativ／adj.1．
（语

法）最高级的 2．最佳的，最好的 n．
（形

supremacy

运动 2．突然发生，激增

晚餐

』have

Imentari ／

／isApa 'zij'an／n．1．假

／saprej'2n／n．制止，镇

surgeon／‘S3:d3an／n．外科医生

surname／s3:neim／n．姓

感

到

吃

1．剩余，过

惊

／

in

1. 投降 ，屈

服，认输 2．交出，放弃 n．交出，放
／isArap'tij'as／adj.暗中

surrogate／‘SAragat／adj.＆n．代理的
（人），代用的（物品）

／sju 'premasi／n．至高无

上，最高权威，最高地位

容词或副词的）最高级

surround／sairaund／y．

包围，环绕

n．（装饰性的）围绕物
surveillance／s3lveilans／n．1．（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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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看守 2．监督
survey／sa'vei／y.

＆n． 1.检查，鉴

sweater／lsweta／n．厚运动衫，毛绒

扑』swoop sth away 一下子抓住或抢走

衫，卫生衣

某物 n．飞扑，扑击

定 2．测量，查勘

sweatshirt

n 长袖宽松棉线衫

survival／salvaiva1／聆．1．生存，残

sweatshop

／

存 2．残存者，遗物，遗风

工厂（工作条件恶劣而工资低的）

音的 2（指辅音）自成音节的

survive／sa'vaiv／y.

Swede／swi:d／n．瑞典人

syllable／isilabl／n．音节

生还 2．比…长寿

sweep／swi:p／n．1．扫除，打扫 2．扫

syllabus／‘silabas／n．教学大纲

survivor／sa『vaiva／n．幸存者

动，挥动 y．1．打扫，扫除 2．扫荡，

symbol／‘simba1／n．象征，符号

susceptible

冲掉 3．掠过，拂过

symbolic／sim ibDhk／adj.1．象征性

受…之苦的，易得…病的

sweeping／‘swi:pIIJ／adj.1.打扫的，清

的，象征的 2．符号的，记号的 3．象

susceptibility／sa iseptiibiliti／n．1．易

扫的 2．深远的，有广泛影响的，全面

征主义（派）的

受影响或损害的状况 2．印 Z）感情（之

的，决定性的

symbolism／‘simbalizam／n．符号的使

脆弱处）

sweet／swi:t／adj.1．甜的，甘的 2．芬

用，
（文艺中的）象征主义，象征手法

suspect／saispekt／y.1．猜想 2．怀疑

芳的，芳香的 3．舒服的，甜美的，愉

symbolise，

n．嫌疑犯，可疑分子

快的 4．可爱的，迷人的

／y．作为…符号或标志，象征，代表

suspend／saispend／y.1．悬挂，吊起

sweetheart

2．悬浮 3．暂停，延缓 4．使停职，暂

人，恋人

symmetry／‘simitri／n．对称，匀称

停权利

swell／swel／y．1．膨胀，增大 2．
（使）

sympathetic／isimpa iOetik／adj.有同

鼓起

情心的，表示同情的

带，背带

swerve／SW3:V／y．突然转向，转弯

sympathize／isimpaOaiz／y.同情，同意

suspense／sa'spens／n 悬疑，焦虑，悬

swift／ swift／adj.1 快捷的 ，迅速 的

sympathy／'simpaoi／n．同情，怜悯

念

2．立刻的，即时的 3．敏捷的

symphonic／simfDnik／adj.（似）交响

swim／swIm／y．1．游泳，泅水 2．游

乐的

2．
（车辆的）悬挂装置 3．悬浮（液）

过，横渡 3．漂浮，浸，泡 n．游泳

symphony／simfani／n 交响乐，交响曲

suspicion／sa'spij'2n／n．怀疑，猜疑，

swimmer／'swima／n．游泳者

symposium／sim 'pauziam／n．（专题）

嫌疑，疑心

swim-suit

suspicious／sa'spi ras／adj.1．怀疑的，

swindle／iswindl／y．榨取，骗取 n．诈

symptom／'simptam／n．1.征候，症状

疑心的，多疑的 2．可疑的

骗行力，骗人的事物

2．征兆，征候

sustain／salstein／y.1．支撑，承受 2．维

swindler／swindla／n．诈骗者，骗子

synagogue／‘sinagDg／n．犹太教堂

持，支持 3．蒙受，遭受

swine／swain／n．1．猪 2．令人不快

syndicate／isindikit／n．辛迪加，企业

sustenance／lsAstinans／n．食物，营养

的人或事物

组合 y．（经报业联合组织在多家报刊

swagger／‘swzega／y．趾高气扬地行

swing／SWIIJ／y．1．
（使）来回摆动，

上）发表（文章、连环漫画等）

走或行事 n．趾高气扬

摇荡 2．
（使）旋转，
（使）回旋 n．1．摇

syndrome／ ‘sindraiim／n．综合征

swallow

摆，摆动，旋转，回旋 2．秋千

synonym／‘sinanim／n．

swipe／swaip／y． ＆n．重击，猛打

synonymous／siInDnirrias／adj.同义的

一吞之量 y．1．吞，咽 2．吞没，耗尽

swirl／SW3:1／y． （使）打漩，
（使）

synopsis

swamp／swDrrip／n． 沼泽，沼泽地

涡卷 n．1．打漩，漩涡，涡流 2．漩涡

本等的）大纲、提要

swan／swDn／n．天鹅

状，螺旋形

synoptic／sinptik／adj.捉纲的，概要的

swap／SWDp／y．交换（物品、位置）

Swiss／SWIS／n．瑞士的

syntactic／sin-t zektik／adj.句法的

n．1．交换 2．交换物

switch／switr／n．1．开关 2．突然改

syntax／‘sint zeks／n．句法，语句结构

swarm／swo:m／n．（昆虫等的）群，

变，转换 y．1．接通或切断（电流）2．转

synthesis

人群 y．拥挤，蜂拥而行

变，改变

合成 2．综合物 3．
（化学）合成法

1．残存，幸存，

／n．血汗

／iswi:tha:t／n．爱人，情

syllabic／siilzebik／adj.1．音节的，拼

／sim-balaiz

symbolize

symmetric／siimetrik／adj.对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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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1．易受影响的 2．易

‘swetj'Dp

sword／so:d／n．剑，刀

／sa ispenda／n．女用吊袜

suspender

suspension

n．1．悬浮，暂停，停职

n．燕子

Swallow2，。SWDlau／n．

swathel

吞，咽，

y 把…裹在，把…围在

switchboard

／‘swimsju:t／n．女式泳装

／‘switj'bo:d／n．电话交

swathe2／swei6／n．1．割下的一行草

换台、总机或配电板（工作人员）

或其它植物 2．长而宽的一条

Switzerland／iswItsaland

／si'nDpsis

同义词

／n．（书、剧

／lsinOisis／n．

1.综合，

synthesize／ ‘sinOisaiz／y.1．用合成法
制造（某物）2．合成
synthetic／sinOetik／adj.1.综合的，综

swivel／ISWIVa1／y．
（使）旋转，
（使）

合性的 2．（化学）合成的，人造的

摆动 n．摇摆，摆动

转动 n．转环，旋轴

syphilis／slfilIs／n．梅毒

swear／swea／y．1．发誓，宣誓 2．诅

swollen ／ iswaulan ／ adj.

咒，咒骂

2．浮夸的，骄傲的

射器，喷水器 y．用注水器清洗，冲洗，

sweat／swet／n．1．汗 2．发汗，出汗

swoop／swu:p／y．俯冲下来攻击，猛

注射

sway／swei／y．

（使）摇摆，（使）

／n．瑞士

研讨会，讨论会

满身汗 y．出汗

1. 浮 肿 的

syringe／‘sirind3／n．（医疗用的）注

syrup／sirap／n．1．糖浆，糖水 2．甜
149

而稠的汁液

有，享受 5．接受，领受 6．记录，记

tanner／ltzena／n．制革工人，硝皮匠

system／lsistam／n． 1．系统，体系

下 7．需要，花费 8．假定，推断 9．拍

tannic／ltzenik／adj.鞣酸的，单宁酸的

2．制度，体制 3．方式，规律，条理

（照）』
take after 相像／take away 拿走，

tantalise, tantalize

isista imzetik ／

剥夺，减去／take back 拿回，收回／

弄，吊胃口，令人可望而不可及

adj.1．有计划的，有条不紊的 2．有规

take down 记录／take in 欺骗／take off

tantamount

律的，一丝不苟的

（飞机）起飞／take on 承接（工作等）

某事物）效果相等的，（与某事物）相

systematize

／take sth out 除去／take sb out 带某人

同的

使…成制度或成体系

外出／take over 按收，接管／take place

tantrum／ltzentram／n．发脾气，勃然

tab／tzeb／n．小条，小带，标签

发生／take to 喜爱，嗜好／take up①承

大怒

table／iteibl／n．1．桌子 2．餐食，伙

接，从事②花费（时间等）

tapi／tzep／n．轻拍，轻敲 y．轻击，

食 3．表格，目录』be at the table 正在

takeaway／‘teika iwei

轻拍

用餐／lay (set) the table 摆饭桌，放好

卖食物 adj.（餐食）带回家的，外卖的

tap2／tzep／n．1．龙头，活嘴 2．栓，

餐具准备开饭

takeover／‘teik．auva／n．接管，接收

塞子

tablecloth／teiblkIDO／n．桌布，台布

takings／lteikiJz／n．
（商店、剧场等的）

tape，teip／n．1．
（狭长的）带子 2．录

tablet／itzeblit／n．1．药片 2．（肥皂

营业所得，收入

音 ll 录像磁带 3．卷尺，皮尺

等）小块

tale／teil／n．1．故事 2．记述，传闻

taperi／-teipa／n．蜡捻子，细蜡烛

taboo／taibu:／n．禁忌，忌讳 adj.忌讳

talent／itzelant／n．天赋，天才，才能

taper2／-teipa／y．1．逐渐变窄，使…

的，避讳的

talented／-tzelantid／adj.

有才干的，

逐渐变窄 2．（使某物）变少，变小，

tacit

天才的

逐渐终止 n．
（长形物体的）逐渐变窄

tacitly／ltzesitli／adv.心照不宣地，暗

talk／to:k／y．1．说话，谈话 2．谈论，

tape-recorder／-teipri iko:da／n．录音机

含地

讨 论 』 talk about(of) 谈 论 关 于 … ／

tape-recording／ ‘teipriko:diJ／n．录音

沉默寡言的

talking of 谈到…／talk to oneself 自言

tapestry／-tzepistri／n．绣帷，织锦，

tackle／ltzekl／n．1．（橄榄球赛中）

自语 n．1．谈话，交谈，对话 2．非正

挂毯

阻挡并绊倒对手，抢球 2．用具，器械

式的演讲 3．讲话方式 4．话题

tapeworm

3．滑车，滑车索具 y．1．着手处理，

talkative／‘to:kativ／adj.

对付 2．向某人提起（尴尬之事）3．
（橄

健谈的，多话的，多嘴的

油，以沥青铺路

榄球赛中）抱住并摔倒或挡住（对方球

tall／t0:1／adj.高的，高大的

target／‘ta:git／n．1．革巴子，标的 2．攻

员），
（球赛中向对方球员）抢球

tally／Itzeh／n．1．计分，计算 2．
（用

击（批评、嘲笑）的对象，目标 3．拟

tacky／ltzeki／adj.粘的，未干透的

以核对的）标签，票据 y．（叙述、数

达到的总数或指标 y．把…作为目标或

tact／tzekt／n．机智，圆滑，老练

量等）符合，一致

对象

tactful／itzektful／adj.1．言行得体的

tame／teim／adj.1．驯良的，驯服的

tariff／itzerif／n．1．关税 2．
（酒店、

2．不得罪人的，机智的，圆滑的

2．顺 f 从的，温顺的 v．驯服，制服

餐馆等的）价目表

tactic／ltzektik／n。1．印 Z）战术，兵

tamper／ltaempa／y．篡改，干涉

tarmac／1ta:mzek／y．以碎石沥青铺盖

法 2．策略

tan／tzen／y．1．硝（皮），鞣（革）2．
（使

（某物）表面

1.战术上

某物）晒成褐色，晒黑 3．痛打』tan sb's

tarnish／‘tQmI，／v．
（使）失去光泽，

的，兵法上的 2．善于筹划的 3．
（指武

hide 痛抒某人 n．1．黄褐色 2．晒黑的

（使）变灰暗

器、炸弹等）短程的，战术的

肤色

tarryi／ltzeri／y．耽搁，逗留

tactician／tzek'tij'an／n 战术家，兵法家

tangent／‘tzend3ant／n． 1.切线 2．正

tarry2／1ta:ri／adj.沥青的，如沥青的

taffeta／Itzefira／|rz．塔夫绸

切』go (fly) off at a tangent 突然改变思

tart／ta:t／adj.1．酸的 2．尖酸的，刻

tag／tzeg／n．1．标签，附签 2．任何

想（行动）等

薄的 n．1．果馅饼 2．淫妇

松散或不完整的末端

tangerine／．tzend3a lri:n／n．1．橘子

tartan／lta:tan／n．1．花格图案 2．彩

tail／teil／n．1．尾，尾巴 2．尾状物

2．橘红色

色格呢，苏格兰格呢

3．后部，末尾 y．1．尾随，跟踪 2．排

tangible／ltzend3ibl／adj.1.确实的，真

tartly／‘ta:th／adv.1．辛辣地，刻薄地

在…的后面

实的 2．可触知的

2．尖酸地，讽刺地

tailor／iteila／n．裁缝，成衣匠

tangle／ItzeJ gl／y．1．
（使某物）乱作

task／ta:sk／n．任务，工作，作业

tailplane／lteilplein／n．
（飞机的）横尾

一团 2．
（使）纠缠，
（使）混乱 n．1．乱

taste／teist／n．1．味道 2．味觉 3．
（尝

翼，水平安定面

七八糟的一堆 2．混乱

的）小量，少量，一口 4．爱好，嗜好

taint／teint／y．使腐坏，使感染 n．腐

tank／tzejk／n．1．大容器，大桶（箱、

5．鉴赏力，品味 6．经验，体验 y．1．尝，

坏，感染，污点

槽）2．坦克，战车

品尝 2．尝起来（有某种味道）3．尝

take／teik／y．1．握，攫，执 2．拿，

tanker／‘tzejka／n．油轮，运油车

到，体验，经历

／

systematic

／n． (BrE)外

／ltzentamaunt／adj.（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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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使…系统化或有条理

／ltzentalaiz／y．逗

adj.心照不宣的，暗含的

taciturn／ltze sIt3:n／adj.

tactical

／-tzektika1／adj.

取 3．捕捉，袭取，占领 4．得到，享

爱说话的，

／‘teipW3:m／n．绦虫

tar／ta:／n．柏油，沥青

y．铺以柏

tasty／‘teisti／adj.美味的，可口的
150

tatters／ltzetas／n．碎布，破旧的衣服』

tedious／iti:dias／adj.厌烦的，乏味的

阳穴的

in tatters①（指衣服）破旧的②破产的，

tedium／iti:diam／n．厌倦，乏味

temporary／-temprari／adj.暂时的，临

潦倒的

teem／ti:m／y．1．充满，充足 2．下

时的

大雨

tempt／tempt／y．1．引诱，勾引 2．诱

tattooist／tzetlu:ist／n（职业）文身者

teenager／lti:nieid3a／n．（十三岁到十

导，导致

taunt／to:nt／y．讽刺，奚落 n．嘲笑

九岁之间的）青少年

temptation

人的话

teens／ti:nz／n．青少年期（指十三至

诱惑 2．有诱惑力（或吸引力）之物

taut／to:t／adj.1．
（指绳索、金属线等）

十九岁）

ten／ten／n．＆adj.十（的），十个（的）』

拉紧的 2．（指肌肉或神经）紧张的

teeter／lti:ta／y．步履蹒跚，左摇右摆

ten to one 十之八九／tens of thousands

tavern／ltzevan／n．客栈，酒店

telecommunicationS

tawdry／ito:dri／adj.俗丽的，华而不实

Tnju:nikeij'2nz／n．

的

telegram／‘tehgrzem／n．电报，电信

佃，租用

telegraph／‘tehgra:f／n．电报，电报机

tenant／ltenant／n 房客，佃户，承租人

于，抽税，征税 2．使负重荷

telephone／itehfaun／n 电话 y．打电话

tendl／tend／y．倾向，趋于

taxation／tzek'seij'2n／n．课税，税款

telescope／ltehskaup，n．望远镜

tend2／tend／y．照料，照管

taxi／Itzeksi／n．计程车，出租汽车

televise／itehvaiz／y．

tea／ti:／n．1．茶，茶叶 2．午后茶点，

（某事）

下午茶

television／lteh yi3an／n．

teach／ti:tr／y．1．教，讲授 2．教训，

视机

的 4．温和的，亲切的 n．照管者，照

告诫

telex／Iteleks／n． 电传，用户电报，

料者

电传打字电报系统

tendon／tendan／n．腱

teacup／ti:kAp／n．茶杯

tell／tel／y．1．告知，讲述 2．讲，说，

tenet／ltenit／n．原则，信条，教义

teak／1i:k／n．柚木

述 3．吩咐，命令 4．区别，辨别 5．了

tennis／ltenis／n．网球』table tennis

team／ti:m／n．-起工作（游戏等）的

解，知道

乒乓球

一群人，队，组

teller／itela／n．1．银行出纳员 2．
（选

tenor／ltena／n．1．男高音（歌手）2．次

teapot／ltiIpDt／n．茶壶

举）计票员

中音乐器 3．（书面或口述的）要旨，

tearl／tia／n．眼泪，泪水』in tears 含

teelling／lteliJ／adj.有效的，有力的

大意

泪，流泪

temper／ltempa／n．1．心情，脾气，

tensel／tens／n．
（语法）动词的时态

tear2／tea，y．1．撕裂，扯破 2．撕掉，

性情，气质 2．（钢等物质的）硬度、

tense2／tens／adj.拉紧的，紧张的

扯去 3．急奔，冲』tear off 扯掉／tear

韧度，回火度』be in a (bad) temper 在

tensile／itensail／adj.1．张力的，紧张

oneself away 忍痛离去

生气，在发怒／be in a good temper 心

的 2．可延展的，可伸长的

tearful／tiaful／adj.哭泣的，要哭的

情好／get into a temper 发怒／lose

tension／‘tenj'2n／n．紧张，焦虑

tease／ti:z／y．取笑，揶揄，嘲弄

one's temper 发脾气

tent／tent／n．帐篷

tattoo／taltu:／n．文身

y．刺花纹于

y．1．课税

tehka-

电信

成千上万的
tenancy／‘tenansi／n．1．租赁期限 2．租

以电视播放

tendency／itendansi／n．倾向，趋势
tender／itenda／adj.

电视，电

1．嫩的，柔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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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tzeks／n．税，税额

／

／temp'teI,an／n．1．劝诱，

teacher

teaspoon

n．教师，先生，导师

y．
（与…）合作

／ ‘ti:spu:n ／ n ．

1. 茶 匙

y．1．回火，锻

炼 2．使软化，调剂，缓和

／『temparamant／n．气

2．脆弱的，纤弱的 3．敏感的，易伤

tentative／ltentativ／adj.

1.试揉性的，

临时性的 2．踌躇的，无把握的

2．茶匙的量

temperament

technical／lteknika1／adj.1.技术（性）

质，性情，禀性

的，工艺的 2．专门性的，专业的

temperamental

technicality ／itekni ikzehti／n．1．术

adj.1．气质（上）的，生来的 2．神经

tenuous ／ itenjuas ／ adj.1. 薄 的 ， 细 的

语，专业上的细节 2．不重要的细节

质的，变化无常的

2．细微的

technician／teknij'2n／n．技术员，技

temperate／‘temparat／adj.1．
（指气候）

tenure／ltenjua／n．1．
（土地或职位的）

师，技术专家

温和的 2．适度的，有节制的

保有，保有期，保有权，任期 2．（尤

technique／tekini:k／n．

1.技术，技

巧，技艺 2．技法，手法

temperature

／

tenth／ten0／n．＆adj.第十（的），十

／

.tempararnental／

‘temparitj'a，n．1．温

分之一（的）

指大学教师的）终身职，终身聘用

度 2．体温，冷热』take one's temperature

tepid／itepid／adj.温的，不冷不热的

量某人的体温

term／t3:111／n．1．期限，期间 2．学

家政治（由技术专家对国家的治理）

temple／Itempl／n．1．庙宇，神殿 2．太

期 3．(pZ)条件 4．(pZ)关系，交谊 5.

2．实行专家政治的国家

阳穴

名词，术语』be on good terms with

tempo／-tempau／n1（乐曲的）速度节

someone 与某人交情很好／be on bad

（工艺、工程等）的专家

拍 2（运动或活动的）速度，进度

terms with someone 与某人关系不好／

technology／teknDlad3i／n．工业技术，

temporal

工艺学，应用科学

现世的 2．时间的，表示时间的 3．太

technocracy

technologist

／tekinDkrasi／n．1．专

／tek'nDlad3ist／n．技术

／‘temparal／adj.1．世俗的，

teddy／ltedi／n．玩具熊

come to terms 谈 妥， 达 成协 议／ in
terms of 在…方面，以…的观点
terminal／lt3:rriinal／聆．1．末端，终

151

点 2．终点站 3．（电脑的）终端机

than／6en／conj.1．比，比较 2．除…

theological

adj.1．每学期的，每期的 2．末端的，

之外』would rather… than…与其…不

学的

终点的 3．晚期的

如…／no sooner…than…刚…就…

theology／0i'Dlad3i／n．

thank／Ozejk／y．谢，感谢，道谢 n．(p/)

教研究 2．宗教信仰

终止，结束

谢意，谢忱，感谢的表示』thanks to 多

theorem／iOiaram／n．1．定理（尤指

terminology／it3:mi'nDlad3i／n．1．
（某

亏，由于

以公式表示的）2．
（数学的）命题

学科的）专门用语，术语 2 术语的使用

thankful ／ lOaeJ kful ／ adj.1. 欣 慰 的

theoretical ／ Oia retika1 ／ adj. 理 论 上

terrace／『teras／n．1．梯田，台她 2．
（梯

2．感谢的，感激的

的，推理的

级宽且矮的）台阶（如看台）3．排房

Thanksgiving／Ozejks igiviJ／n 感恩节

theory／Oiari／n．1．学说，论说，原

（设计相同的一排房屋）

that／6et／adj.

terra-cotta／teraikDta／n．赤土，赤陶

那个 2．上述的…3．
（作关系代词）那，

therapeutic

terrain／telrein／n．地形，地势

那个』that is to say 即，也就是说 conj.

术的，治病的

terrestrial／talrestrial／adj.1．陆地的，

（用于引导名词从句）

therapist／Oerapist／n．
（某疗法的）治

陆栖的 2．地球的

thatch／0 茁 tr／n．1．茅草，芦苇 2．浓

疗专家

terrible／lterabl／adj.1．可怕的，可怖

密的头发 y．用茅草盖（屋顶），用茅

therapy／leerapi／n．
（疾病或心理的）

的 2．极坏的，很糟的 3．极端的，严

草做…顶

治疗，疗法

重的

thaw／00:／y．1．
（使）解冻，融化 2．变

there／~ea／adv.1．在那里，往那里

terrific／tarifik／adj.1．可怕的，令人

得温和，无拘束 n．解冻（期），融雪

2．
（用干引起某人对某物的注意）3．
（与

恐怖的 2．极大的，极端的 3．极妙的；

（期）

动词 be 连用，表示存在）4．在那一点

了不起的

the／6i:; 6i; 6a／def art.1.（用于指己知

上，有关那一点 5．（位于句首，需重

terrify／iterifai／y．使恐怖，惊吓』be

的事物）2．（表示独一无二的事物）

读，表示强调） 』here and there 到处，

terrified at 对…感到恐惧

3．
（表示类别）4．
（表示特指）5．
（表

四处／over there 在那边（的）

territory／‘teritari／n．1．领土 2．土地，

示每一）

thereabout(

区域 3．(AlrlrlE)属地

theatre, theater，lOiata／n．1．剧场，

adv.1．在附近的某地 2．大约，左右

terror／ltera／n．1．恐怖，惊骇 2．恐

剧院 2．阶梯式的教室（或会场）3．戏

thereafter／6earia:fta／adv.此后，其后

怖的实例，令人恐怖的人（或事物）3．讨

剧，戏剧文学，艺术 4．（事件、活动

thereby／6ea ibai／adv.

厌的人

的）舞台，现场

therefore

terrorist／lterarist／n．恐怖主义者，恐

theatrical／0i izetrika1／adj.1．戏院的，

此，所以

怖分子

戏剧的 2．夸张的，做作的，戏剧性的

therein／6eariin／adv.1．在那里，在其

terry／lteri／n．（纺织）毛圈制品，毛

thee／6i：／pron.

中 2．在那方面，在那一点上

巾布

theft／Oeft／n．偷窃，盗窃

thereof／6earlDv／adv.由,其

terse／t3IS／adj.用词简练的，洗练的

their／6e9／pron.他（它）们的

thereto／6eaItu:／adv.附之，随附

tertiary adj.第三等的，第三的

theirs／6eaz／pron.

test／test／n．1．测验，考试 2．试验，

（她、它）们的东西

2．随即

测试 y．试验，考验，检验

them／6em／pron. （they 的宾格）他

therewith／6eaIWi0／adv.1.外加 2 随即

／

lt3:mineit

／

y.（使）

那，那个 pron.1．那，

／adj.神

1.神学，宗

理 2．理论
／iOera ipju:tIk／adj.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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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inate

／Oia'IDd3ika1

＆conj.因

thereupon ／ ~earapDn ／ adv.1 ． 于 是

（她、它）们

thermal／03:11121／adj.1．热的，热量

thematic／0i rnzetik／adj.主题的，题目

的 2．温暖的，热的 3．
（指衣物）保暖

testator／teslteita／n．立有遗嘱的人

的，与主题或题目相关的

的，防寒的 n．热气流

testify／ltestifai／y．1．作证，证实 2．表

theme／Oi:m／n．1．话题，主题 2．主

thermocouple／‘03miau rkApl／n．热电

明，证明

旋律，基调

偶，温差电偶

testimony ／‘testimani／1．
（书面或口

themselves

头的）证词（尤指发誓后作出的）2．
（对

pron.1．(they 的反身代词)他（她、它）

thermometer／OairriDrriita／n．度计，

事物的）见证或证明

们自己 2．(they 的强调形式)他（她、

寒暑表

tether／ite6a／n（拴牲畜用的）绳，链

它）们自己

thermonuclear／.03:11lau'nju:-kha／adj.

text／tekst／n．1．正文，本文，语篇

then／6en／adv.1．那时，其时 2．然

热核反应的，热核的

2 原文 3．课文

后，后来 3．那么，就 4．此外，还有』

thermostat／l03:rriastzet／n．恒温器

textbook／itekstbuk／n． 课本，读本

now and then 时时，时常／then and

thesaurus

textile／Itekstail／n．纺织品，织物，

there 当场，当时

词义而不是按首字母次序编排的）分类

纺织原料 adj.纺织的，织物的

theologian

textual，itekstjual／adj.正文的，篇章的

家，神学研究者

ltestamant

／n．1．
（某

（物主代词）他

因此，借以

／16eafo:／adv.

事物的）确实证明 2．遗嘱

testament

／

(old use)你

s) ／ -6earabaut(S) ／

／

6am iselvz

／Oia'laud3ian

／

／n．神学

thermodynamics

／

n．热力学

0i 'so:ras

n．
（按

词典，分类词汇，词库
these／6i:z／pron.

texture／‘tekstj'a／n 质地，纹理，织法

／

(this 的复数)这些

thesis／Oi:sis／n．1．学位论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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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oughfare／iOArafea／n 大街，通衢

跳动（尤指跳动较快或较强），悸动

those／6auz／pron.那些

2．
（有规律地）跳动（震颤或发出声响）

它）们

thou／6au／pron.

throne／Oraun／n．1．宝座，御座 2．王

thick／Oik／adj.1．厚的，粗的 2．稠

though

密的，密集的 3．（指液体）稠的，浓

thought， n．1．思索，思考 2．思想，

throng／OrDJ／n．群，群众 y．群集，

厚的 4．愚笨的，迟钝的 5．亲密的

思潮 3．考虑，关怀 4．观念，概念，

蜂拥

thicket／Oikit／n．灌木丛

意向，企图 ll after much thought 仔细考

throttle／iOrDtl／y．使窒息，勒死』

虑后／on

throttle sth back（控制燃料、蒸汽等的

2．论点，论题
they／6eI／pron.

thick-skinned

（主格）他（她、

adj.脸皮厚的，对批评或

(old use)汝，你

conj.虽然 adv.可是然而

(upon)

second thoughts 经

权，王位

侮辱感觉迟钝的

再次考虑

供给以）降低车速 n．节流阀，风门

thief／Oi:f／n．小偷，窃贼

thoughtful／Oo:tful／adj.1.沉思的，思

through／Oru:／prep.1．从一端至另一

thigh／Oai／n．股，大腿

考的 2．体贴的，考虑周到的

端，穿过，经过 2．从头至尾，自始至

thin／Oin／adj.1．薄的，细的 2．稀薄

thoughtless／iOo:tlis／adj.1．无思想的

终 3．遍及，历经 4．由于，因为

的 3．瘦的 4．稀疏的，寥寥的 5．
（指

2．粗心的，疏忽的 3．自私的，不顾

液体）稀薄的，淡的 y．使（变）薄，

及他人的

使（变）瘦，使（变）稀疏

thoughtlessness

thing

』 go

( get)through 通过，经过 adv.1．贯穿
地，自始至终 2．彻底地，完全地 3．全

n．1 粗心大意 2 自私

程地，直达地／all through 始终，一直

thousand／iOauzand／n．adj.千（的）
，

adj.1．做完的，完成的 2．直达的，直

千个（的）
』thousands of 成千上万的，

通的 3．己断绝交往的

通盘来看／among other things 此外

数千的

throughout／Oru: aut／prep.遍及，在整

（还）／first things first 重要的事情先

thrash／Orzej'／y．1 打（谷物），脱谷

个期间 adv 一直，全部，各处，各方面

做／for one thing 首先，举个例说

2 鞭打，痛打，击败 3 猛烈舞（挥）动

throughput／'Oru:put／．1.（工厂等的）

think／Oijk／y．1．思索，考虑 2．认

thread／Ored／n．1．线，纱，丝 2．线

一定时间内的生产量 2．（电脑）总处

为，以为 3．构想，想象 4．有意，打

状物 3．脉络，头绪，思路

理能力

算 5．预料，企图／think about①考虑，

threadbare／iOredbea／adj.1．
（指织物、

throw／Orau／y．1．掷，投，抛 2．摔

慎思②回想，回顾／think lightly of 轻

衣服等）磨薄的，破旧的 2．陈腐的

倒，摔下 3．投向，投射，给予』throw

视

threat／Oret／n．1．恐吓，威胁 2．恶

off 摆脱，除去

／think nothing of 不把…当作一回事

兆，坏兆头 3．造成威胁的人或事物

thrush

n．画眉

／think of①考虑，打算②想念，想起

threaten／iOretan／y.1．恐吓，
威胁 2．
预

thrust

y．1．插，刺，戳 2．刺进，插

③想出／think over 仔细考虑

示，有…的征兆

入 3．用力推，推进，冲 n．1．推，刺，

Thinker

three／O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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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东西，物 2．题目，主题

3．情况，事件 ll all things considered

n．思考者，思想家

＆adj.

三（的），

戳 2．推进力

thinking／‘OijkiJ／n1．思想，思考 2．意

三个（的）

thud／OAd／n．沉闷的声响 y．砰然移

见，看法

three-quarters／Ori: ikwo:taz／adj.四分

动、落下或打击某物

third／03:d／n．＆adj.第三（的），三

之三的 n．（英式橄榄球）中卫

thug

分之一（的）

thresh／Orej'／y．
（用机器）脱粒，
（尤

thumb

thirst／031st／n．1．渴，口渴 2．渴望，

指 1 日时以手持工具）打麦等

脚 y．1．以拇指翻动（书页等）2．翘

热望

threshold／Orej'hauld／n．1.门槛，门

起拇指要求搭便车

thirsty／031sti／adj.1 口渴的 2．渴望的

口 2．开端，开始

thumbtack／OAmtzek／n． 图钉

thirteen／03:ltim／n．＆adj.十三（的），

thrice／Orais／adv.三次，三倍

thump／OArrip／y．1．揍，打，重击

十三个（的）

thrift／Orift／n．节俭，俭约

2．砰然地响

thrifty／iOrifti／adj.节俭的，俭约的

thunder／iOAnda／n．1．雷，雷声 2．似

三（的）

thrill／Oril／n．1．（一阵）激动，战

雷的响声，轰响 y．1．打雷 2．轰轰作

thirtieth／03:tii0／n．＆adj.第三十（的）

栗，震颤 2．使（人）心情激荡的书（影

响 3．大声说，吼叫，强烈谴责

thirty／03:ti／n．＆adj.三十（的），三

剧等）

thunderclap

十个（的）

thriller／iOrila／n．情节扣人心弦的小

声，霹雳 2．突然而可怕的事情或消息

this／6Is／pron.＆adj.这，这个

说（影剧等）

thunderous

thistle／iOisl／n．蓟，蓟属植物

thrive／Oraiv，y．兴盛，成功，繁荣

鸣般的，声音很大的

thorn／Oo:n／n．1．刺，棘 2．荆棘

throat／Oraut／n．1 喉头 2 咽喉，喉咙

thunderstorm／iOAndasto:m／n 雷雨

thorough／lOAra／adj.1．完全的，彻

3 咽喉状的东西，（瓶子等的）颈

Thursday／103:zdi／n．星期四

底的 2．十足的，根本的 3．细心的，

throatily／iOrautili／adv.

thus／6AS／adv.1．如 Jlt，这样 2．因

不厌其烦的，详尽的

2．声音嘶哑地

此，于是 3．到这地步，到这程度

throb／OrDb／y．1．
（指心脏、脉搏等）

thwart／Owo:t／y．阻挠，使…受挫

thirteenth

／03:lti:n0／n．＆adj.第十

thoroughbred

n．＆adj.

（指动物）

y．使震颤，使激动

优良种（的）

1.带喉音地

n．暴徒，流 t 民

n．大拇指』all thumbs 笨手笨

n．重击（声）

／‘OAndaklZep／n．1．雷
／

-OAndaras

／adj.雷

thy／6aI／pron.（thou 的所有格）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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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yroid／Oairoid／聆．甲状腺

合时宜的

2．烟草制品

tiara／tila:ra／n．1．
（女用）冕状头饰

timetable／taimiteibl／n．时间表，时

tobacconist

2．
（天主教教皇戴的）三重冕

刻表

老板

tick／tik／n．1．滴答声（尤指钟表的）

timid／itimid／adj.胆小的，羞怯的

today，taldei／n．1．今天 2．目前

2 核对记号，勾号 v．1．
（指钟等）作

timidity／timiditi／n．羞怯，胆怯

adv.1．今天 2．目前，当今

滴答声 2．用记号标出

tin／tin／n．1．锡 2．洋铁罐 y．把…

toddle／ItDdl／y．
（尤指幼儿）摇摇摆

ticket／ltikit／n．1．票，入场券 2．标

装罐

摆地走

签 3．交通违例通知单

tinder／itinda／n．干燥易燃之物

toe／tau／n．1．脚趾，足尖 2．
（鞋、

tickle／ltikl／y．1．胳肢，呵痒 2．使

tinge／tind3／y．1．使某物稍染颜色

袜的）足尖部

愉悦，满足

2．使某事物略受影响 n．淡淡的色调

toenail／ltauneil／n．
（人的）趾甲

tidal／ltaidal，adj.潮的，有潮的，受潮

或痕迹

toffee／tDfi／n．乳脂糖，太妃糖

汐影响的

tingle／ltiJ gl／y．（感到）刺痛 n．刺

together／to 'ge6a／adv.1.一起地，共同

tide／taid／n．1．潮水，潮汐 2．浪潮

痛之感

地 2．相互，彼此』together…with 与…

3．潮流，趋势

tinker／ltiJ ka／y．
（进行拙劣地）修补

一起

tidy／Itaidi／adj.1．整洁的，整齐的，

n．1．拙劣的修补 2．流动补锅工人

toil／toil／n．1．苦工，苦活 2．跋涉

有条不紊的 2．相当大的，可观的 y．使

tinkle／tijkl／n．1．一连串的丁零声

y．1．辛苦工作 2．艰难跋涉

整洁，整理，收拾

2．电话通话 y．
（使某物）发出丁零声

toilet／rtoiht／n．1．盥洗室，厕所 2．梳

tie／tai／n．1．绳索，带子，线，结 2．领

tinny／ltini／adj.1．（指金属制品）不

洗，化妆

带 3．(pZ)缘分，关系 4．
（竞赛的）同

结实的 2．发出薄的金属声的

token／taukan／n．1．标记，象征 2．代

分，平手 5．束缚，累赘 y．1．捆绑，

tint／tint／聆．
1 色度，颜色的浓淡 2．
染

币，辅币 3．代价券，礼券

系，拴 2．打（结等）3．系上或系牢

发剂 3 染发 y 在（某物）上着色

tolerable／itDlarabl／adj.

tier／tia／n．-排（指座位），（阶梯式

tiny／ltaini／adj.微小的，渺小的

尚好的

的）一层

tipi／tip／n．梢，尖，末端

tolerance

tie-up／taiAp／n．1．联系，协作 2．
（工

tip2／tip／n．小费 y．给小费

宽容 2．韧性，耐心 3．容许的偏差，

作、进展等的）停顿，停滞不前

tipper／'tipa／n．付小费的人

偏差，容限

tiger／Itaiga／n．老虎

tiptoe，'tiptau／n．脚尖

tolerant／ltDlarant／adj.

tight／tait／adj.1．紧的，牢固的 2．紧

tirade／taireid／n．长篇的谴责，滔滔

容的

身的，紧贴的 3．紧密的，密封的，4．紧

不绝的批评或批评性的讲话

tolerate ／ ltDlareit ／ y.1 ． 容 忍 ， 宽容

凑的，装满的

tire／ltaia／y．1．
（使）疲倦 2．
（使）

2．忍受

厌倦

toleration

tighten one's belt 勒紧裤带（准备挨饿）

tired／ltaiad／adj.1．疲倦的，疲乏的

宽容，忍受

tile／tail／n．瓦，瓷砖

2．厌倦的，厌烦的

toll／taul／n．1．（道路、桥梁等的）

t illl／til／conj.＆prep.直至，到…为止

tiresome／ltaiasam／adj.令人厌倦的，

通行税 2．
（因疾病、不幸等而付出的）

t i112／til／y．耕作，耕种

讨人嫌的

代价，伤亡，损失

tilt／tilt／y．
（使）倾斜，
（使）翘起 n．倾

tissue／ltlru:／n．1．
（任何种类的）织

toll／taul／y．1．鸣钟 2．鸣钟报告（噩

斜，斜坡』at full tilt 全速地

物 2．
（动植物的）组织 3．薄纸，面纸

耗等）n．鸣钟，钟声

timber／timba／n1 木材，木科 2．树木

titan／ltaitan／n．高大、强壮、智力高、

tom n．雄猫

time／taim／n．1．时刻 2．时间，期

重要的人

tomato／to Ima:tau／n．番茄，西红柿

间 3．次，回 4．时候 5．时代 6．倍 7．节

titanic／tailt zenik／adj.巨大的，极大的

tomb／tu:m／n．坟墓，陵墓

拍』at the same time 同时／all the times

title／ltaitl／n．1．名称，标题 2．称

tomorrow

一直／be in time for…赶得上，及时／

号，头衔 3．权利，资格 4．
（某些比赛

n．1．明天 2．未来，来日

for a long time 长时间／for the first

的）冠军

ton／tAn／n．吨

time 初次，首次／for the time being 暂

to／tu:; tu; to／prep.1．向，往 2．到，

tonal／rtaunal／adj.声音的，音调的

时／from time to time 时常／have a

到达 3．为了 4．引起，致使 5．比 6．按

tone／taun／n．1．声音，音调 2．语

good time 过得很愉快／in no time 立即

照，符合

调，语气 3．风格，气度 4．色调 y．用

／in time①来得及②不久／keep good

toad／taud／n．蟾蜍，癞蛤蟆

某种调子说，定调』tone down 绥和，

(bad) time（钟表）时间准确（不准确）

toast／toust／n．
1．
烤面包片，
吐司 2．祝

减弱

／keep time 使合拍／last time 上一次

酒辞，敬酒 y．
1．
烤，
烘 2．
使暖和 3．
为…

tongs／tDIJZ／n．夹子，夹东西的工具

／on time 准时，按时 y．1．安排…的

举杯祝酒，为…干杯

tongue／tAIJ／n．1．舌，舌头 2．语

时间 2．测定…的时间

tobacco／taibzekau／n．1 烟草，烟叶

言，口语 3．舌状物 4．口才』hold 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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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bzekanist／n．烟草店

tighten／ltaiton／y．
（使）变紧，加固

』

y．踮着脚走

／ltDlaran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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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容忍，

容忍的，宽

／itDla 'reij'2n／n．容忍，

／ talmDr3u ／ adv. 明 天

tongue 一言不发

timely／ltaimli／adj.及时的，适时的，

可容忍的，

tonic／『tDnik／n．补药，滋补品

党，保守党党员，保守党的

townsman

tonight／tanait／adv.今晚

toss／tDS／y．1．投，扔，抛 2．
（使）

的人

tonnage／-tAnid3／n．1．吨位（指船

颠簸，
（使）摇摆 3．
（指身体部分）突

toxic／itDksik／adj.

的载重量）2．每吨货物的运费

然举起，突然抬起 4．轻拌 5．掷（钱

toy／toi／n．玩具 y．1．
（以…）自娱，

too／tu:／adv.1．也，而且 2．太，过

币）
（看其正反）以决定某事 n．1．投，

不太认真地考虑 2．玩弄

分』all too 太／too… for someone to do

扔，抛 2．一点点，丝毫

trace／treis／y．1．跟踪，追踪 2．追

something 太…以致某人不能做某事／

total／lt 飙 jtal／adj.1．全部的，总计

溯 3．探索，探查 4．描绘 n．1．踪迹，

cannot be too…无论…也不过分／only

的 2．完全的，彻底的．总数，总额 y．总

痕迹 2．微量，少许

too…非常

计，合计

track／trzek／n．1．小道 2．跑道，田

tool／tu:l／n．1．工具，器具 2．走狗，

totalitarian／itautzeli ltearian/ adj.极权

径运动 3．铁轨，轨道 4．履带 y．1．跟

傀儡

主义的

踪，尾随 2．走过

totalitarianism ／ itautzehitearianizam ／

tract／trzekt／n．1．一大片土地，地

n．极权主义

带 2．
（人体、动物的）系统，道，束

totter／ltDta／y．1．踉跄，蹒跚 2．摇

tractable／trzektabl／adj.易处理的，易

tooth

／tu:0／

(p/ teeth)n．1．牙齿

2．齿状物
toothache／itu:Oeik／n．

牙痛

／taunzman／n．住在镇里

toothbrush

n．牙刷

摇欲坠

驾驭的，温顺的

toothpaste

n．牙膏

有毒（性）的

tractor／1trzekta／n．拖拉机

击 3．触动，感动 4．涉及，提到』touch

trade／treid／n．1．交易，买卖 2．行

上边 3．首位，首席 4．顶点，极点』

on…略微论及 n．1．触，接触 2．触觉

业 3．贸易额，交易量 4．职业，手艺』

on top of 在…的上方 y．1．达于…的

3．-笔，笔画 4．少许 5．联系』get in

trade union 工会 y．1．买卖，经商 2．交

顶峰 2．超越

touch with sb 与…取得联系／keep in

换／trade in 折价换取／trade off 权衡，

topic／ltDpik／n．话题，题目

touch with sb 与 … 保 持 联 系 ／ lose

比较

topographer

touch 失去联系

trademark／itreidma:k／n．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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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ch／tAtj'／y．1．接触，触摸 2．轻

top／tDp／n．1．顶，巅 2．上表面，

n．地形学家，地志学家

topple／itDpl／y．1．（使）不稳而倒

touchdown

下，摇摇欲坠 2．使（某物）倒下，倒

着陆，降落

主，零售商

塌 3．推翻，打倒

touching／ltAtj'IIJ／adj.动人的

tradition／tra'dI,an／n． 1.传统 2．惯

topsoil／itDpsoil／n．表土（土壤的表

tough／tAf／adj.1．（物体）坚韧的，

例，规矩

面或上层）

坚硬的 2．
（肉等）硬的，咬不动的 3．
（身

traditional／traldij'2na1／adj.按照传统

torch／to:tr／n．1．火炬，火把 2．(BrE)

体）强壮的，结实的 4．顽固的，不屈

的，传统的

手电筒=(AlrlrlE) flashlight

不挠的 5．（工作等）费力的，棘手的

traffic，itrzefik／n．1．交通，运输，

torment／lto:ment／n．1．痛苦，折磨

tour／tua／n。1．旅行，游览 2．观摩，

通行 2．（尤指非法物品的）交易，买

2．令人痛苦或烦恼的人或物 y．1．使

参观 3．巡回演出 4．公差 v．1．旅行，

卖 3．运输业 4．交通量，运输量

痛苦，使烦恼 2．折磨

游历 2．巡回演出

trafficker／ltrzefika／n．做非法买卖者，

tornado／to:ineidau／n．龙卷风

tourism／ltuarizam／n．旅游业

贩卖毒品者

torpedo ／ to:‘pi:dau ／ n ． 鱼 雷 ， 水 雷

tourist／ltuarist／n．旅游者

tragedian

y．用鱼雷轰击

tournament

torrent／ltDrant／n．1 ．急流，湍流

赛，竞赛

tragedy／ltrzed3idi／n．1．悲剧，悲剧

2．（感情等的）爆发，（言语、质问等

tout，taut／y．招徕，兜售 n．卖黄牛

性作品 2．惨事，惨案

的）迸发

票者

tragic／‘trzed3ik／adj.1．悲惨的，不幸

torrential／tDrenj'al／adj.似急流的

tow／tau／y．＆n．拖，拉，牵引

的 2．悲剧的

torrid／ltDrid／adj.1．
（指气候、国家）

toward( s)

炎热而干燥的 2．热情的，情欲炽烈的

对 2．对于，关于 3．接近 4．为了

小路 3．
（人流、车流等）一股，
（烟、

torsion／ltO:J'2n／n．
1．扭转，
扭曲 2．
被

towel／ltaual／n．毛巾，手巾

尘等）一缕 y．1．拖，拖曳 2．跟踪，

扭转成的螺旋形

tower／ltaua／n．1．塔，高楼 2．
（作

尾随 3．
（植物）蔓生

torso／lto:sau／n．1．（人体的）躯干

发射信号、广播等用）铁塔 y．高耸，

trailer／treila／n．1．拖车，挂车 2．
（影

2．
（人体的）躯干雕塑像

屹立

视节目的）预告片

tortoise／lto:tas／n．乌龟

town／taun／n．1．城镇，市镇 2．闹

train1／trein／n．1．火车，列车 2．连

市，市中心

续，连串』by train 搭火车

tortuous

adj.1.弯弯曲曲的 2．（文章

／‘tAtj'daUn／n．
（飞机）

／

ltuanamant

／n．比

／taiwo:d (z)／prep.1．向，

等）不直接阐明的，含混不清的

townsfolk

／taunzfauk

torture／‘to:tra／n1 拷问 2 折磨，痛苦

township／‘taunj'ip／n．

y．1 拷问，拷打 2．使痛苦（苦恼）

加拿大县以下的行政区分）

Tory／lto:ri／n．＆adj. （英国）保守

／n．镇民
区（美国、

／rtreIdzman／n．商人，店

tradesman

／traid3i:dian／n．1．悲剧

作家 2．悲剧演员

trail／treil／n．1．足迹，踪迹 2．小径，

train2／trein／y．训练，培养
training／‘treiniJ／．锻炼，训练，培养
trait／trei／n．人的个性，显著的特点
traitor／ltreita／n．叛徒，卖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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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m／trzem／n． (BrE)（有轨）电车

into sth 把…译成…，使以另一种形式

tray／trei／n．托盘，浅盘，碟

= (AlrlrlE) streetcar

出现

treacherous

tramp／trzemp，n．1．流浪汉，漂泊

translation

者 2．长途徒步旅行 3．重步声 y．1．用

译，译文，译本 2．转变，变化

沉重的脚步行走 2．跋涉

translator

trample／itrzempl／y．践踏，蹂躏

指笔译者）

treason／ltri:zan／n． 叛国罪，叛逆，

trance／tra:ns／n．1．昏睡状态，催眠

translucent／trzenzilju:sant／adj.半透明

不忠

状态 2．出神，发呆

的，透光的

treasonable

tranquil／ltrzejkwil／adj.平静的安宁的

transmission／trzenz mij'2n／n．1．传

国的，叛逆的

tranquility／trzejkwiliti／n 平静，安宁

送，中转 2．电视或无线电播送

treasure／ltre3a／n．1．金银财宝，财

／trzen'zzekj'2n／n．1．办

transaction

／trzens'leij'2n

／n．1．翻

／trzensileita／n．译者（尤

transmit／trzenzlmit／y.

1.播送，传送

／ltretj'aras／adj.1．背

叛的，不忠的 2．危险的
treachery ／‘tretj'ari／n．背叛，不忠
tread／tred／y．踩，踏，走

／

itri:zariabl

／adj.叛

富 2．瑰宝，不可多得的人才 y．1．珍

理，处理 2．业务，交易 3．(pZ)（学

2．转送，传达 3．传染，传播 4．传导，

重，珍惜 2．珍藏

术团体会议的）议事录，公报

传动

treasure-house／

transcend ／ trzensend ／ y.1. 超 出 （ 超

transmutation

越）…的范围 2．优于（胜过）某人（事

n．变形，变质，
（生物的）变种，演变

treat／tri:t／y．1．对待，看侍 2．处理，

物）

transmute／trzenz mju:t／y.使变形，使

使用 3．治疗 4．讨论，探讨 5．谈判，

transcendental ／ trzensenden-tal ／

变质，使转化（成为更好）

磋商 6．款待，招待 n．1．难得的乐事

adj.1．超凡的，卓越的 2．超验的，先

transparency／trzenspaeransi／n．透明，

2．款待，招待

验的

透明性，透明物

treatise／ltri:tiz／n．（专题）论文

transparent／trzensIpzerant，adj.1．透

treatment／ltri:tmant／n． 1.待遇，对

论哲学

明的，透光的 2 易懂的 3 显而易见的

待 2．处理 3．治疗，疗法

transcribe／trzeniskraib／y.1．抄写，誊

transpire／trzens paia／y.1.（指事情、

treaty／ltri:ti／n．1．
（国与国间缔结的）

写 2．用音标标出 3．改编（乐曲）4．复

秘密等）公开，为人所知 2．发生 3．
（指

条约 2．
（人与人之间的）协商，协议，

制，转录

植物等）
（从叶面）散发（水汽）

谈判

transferl／trzens f3:／y.1．转移，迁移

transplant／trzens pla:nt／y.1．移植（植

treblel／trebl／adj.＆n．三倍（的），三

2．调任，调动 3．转让 4．换车、船等

物）2．移植（器官、皮肤、头发等）

重（的）

5．转变，变换

transport／trzenspo:t／y.1.运输，输送 2

treble2／itrebl／n．1．唱高音的男童

transfer2／ltrzensf3:／n．1．转移，调

放逐，流放 n．1 运输 2．运输工具

2．高音音部 adj.声调高的，尖声的

动，转让 2．移权

transportation

transfigure／trzens 'figa／y.改变…的外

n．1．运输 2．运输工具

treeline／Itri:lain／n．林木线（高纬度

表（尤指改好）

transpose／trzens 'pauz／y.换位，调位

地区树木生长的上限）

藏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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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rzenzmju:tei-J'2n ／

‘tre3ahaus／宝库，宝

transcendentalism

transform

n．先验论，先验

／trzensifo:m／y.使完全改

transposition

／

.trzenspo:tei-J'2n／

／

.trzenspazij'2n ／

y．
（使）成三倍

tree／tri:／n．树，树木

trek／trek／n 艰辛的路程，旅行，迁移

变，使改观

n．

transformation ／ .trzensfamei-J'2n ／

trap／trzep／n．1．捕捉器，陷阱 2．诡

动，摆动 3．焦虑，担忧

n．（外观或性质的）改变，改观

计，圈套 y．1．设陷阱捕捉 2．诱骗，

tremendous／tri imendas

（位置的）互换，变调

tremble／itrembl／y.1．哆嗦，震颤 2．摇

／adj.1．惊

transfuse

／trzens ifju:z／y.输（血）

使堕入圈套 3．使陷入困境

人的，巨大的 2．绝好的，极棒的

transient

／ltrzenziant／adj.短暂的，

trash／trzej'／n．1．废话，糟粕 2．垃

tremor／ltrema／n．1．颤动，颤抖 2．激

转瞬即逝的 n．仅短暂在某地停留或工

圾= (AlrlrlE) rubbish

动，兴奋

作的人

trauma／ltro:ma／n．1．（精神上的创

trench／trentj'／n1 沟渠，壕沟 2 战壕

transistor／trzensista／n．1.晶体管 2．晶

伤）2．痛苦，不幸 3．创伤，外伤

trend／trend／n．趋势，趋向 y．向，

体管收音机

travel／itrzeval／y．1．旅行，游历 2．行

倾向

transit／ltrzensit／n．1．通过，经过 2．运

进，移动 n．1．旅行，游历 2．(pZ)

trespass，trespas／y.1．非法侵入他人

输，运送，载运

海外旅行，长途旅行

地界 2．侵占或无理使用（他人房间等）

traveller, traveler／Itrzevala／n．旅行者

3．犯过失，在宗教或道德方面犯罪

渡，变迁

traverse ／ ltrzevas ／ y ． 横 越 ， 穿 过

n．1．有关非法侵入的法律 2．并非有

transitive／ltrzensitiv，adj.（指动词）

n．1．横越，贯穿 2．横断物，横杆，

意的非法侵入 3．罪过，过失

及物的

横线

trestle／Itresl／n．支架，条凳

transitory／ltrzensitari／adj.短暂的，片

trawl／tro:l／n．1．拖网 2．排钩 y．1．用

trial／traial／n．1．尝试，试验 2．审

刻的

拖网或排钩捕鱼 2．查阅（档案等）

讯，审判 3．考验，磨难

trawler／ltro:la／n．拖网渔船

triangle／‘traizejgl／n．三角（形）

transition

／trzen'si3an／n．转变，过

translate／trzensileit／y.

1. 翻译 2．解

释，阐明 3．变换，转化』translate sth

triangular／trai‘zej9jula／adj.1．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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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Dmibaun／n 长号，拉管

滚动或移动

的 2．涉及三人的

trombone

tribal／1traibal／adj.部落的

troop／tru:p／n．1．（人、动物的）群

trunk／trAJk／n．1．树干 2．躯干 3．大

tribe／traib／n．种族，部落

2．军队

衣箱 4．象鼻 5．车尾箱

tribunal／traiibj u:nal／n．审理团，特

trophy／‘traufi／n．1．奖品（尤指体

trust／trAst／n．1 信任，信赖 2 托管，

别法庭

育比赛的）2．
（狩猎、战争等中获得的）

信托 3 职责，责任 4 信托财产，信托物

tributary／itribj utari／n． 1.支流 2．进

纪念品，战利品

5 托拉斯 y．1．信任，信赖 2 委托，托

贡者（国）
，附庸国 adj.1．支流的 2．附

tropic／ltrDpik／n．1．囤归线 2．劬 Z）

付 3 倚靠，依赖 4 希望，盼望

庸的，附属的

热带地区

trustee／trASlti:／n．1．受信托人 2．
（机

tribute／ltribju:t／n．1 表示敬意或称赞

tropical／itrDpika1／adj.

的行动（言语或礼物）2 贡品，贡金

trot／trDt／y．1．（马等）疾走 2．小

trustworthy／‘trAst lW3:61／adj.值得

trick／trik／n．1．诡计，花招 2．恶作

跑，快步走 n．1．
（马）快步，小跑 2．疾

信任的，可靠的

剧 3．戏法，把戏 4．窍门，诀窍 5．癖

走，小跑 3．
（马小跑的）蹄声

truth／tru:0／n．1．事实，真相 2．真

好 y．哄骗，欺骗

trouble／itrAbl／n．1．困难，麻烦，

实性 3．真理

trickle／Itrikl／y．1．滴流，滴淌 2．缓

担忧 2．被（责怪）责难的处境 3．烦

truthful／Itru:Oful／adj.诚实的，如实

慢地移动

劳，费劲 4．故障，疾病 5．
（政治或社

的，真实的

tricky／ltriki／adj.1．诡计多端的 2．难

会方面的）动乱』be in trouble 处于困

try／trai／y．1．尝试 2．试验，试用 3．审

以捉摸的，难以对付的

境 ／ get into trouble 遭 到 麻 烦

问，审判』try on 试穿／try one's best

trifle／itraifl／n．1．小事，琐碎之物

y．1．（使）烦恼、忧虑 2．麻烦（某

尽力／try out sth 试用，试验 n．尝试

2．少量的钱 3．稍微，有点

人）

trying／‘traiiJ／adj.极为恼人的，令人

trigger／Itriga／n．
（枪的）扳机，触发

troublemaker／ltrAbITneika／n．制造

难堪的

器 y．激发起，引起

麻烦者，闹事者，捣乱者

tryout／ltraiaut／n． （对人或事物的

trill／tril／n．1．（人或鸟发出的）颤

troubleshooter ／ itrAb (a)lJ'u:ta (r) ／

质量或表现的）测试，试用，试演

动声 2．
（音的）颤动，颤音 3．
（舌的）

n．解决麻烦问题或故障的能手

Tsar／za:／n．俄国沙皇(=Czar)

颤音，颤动辅音 y．1．用颤音发声，

troublesome

用颤音唱（某乐音）2．用颤音发（某

人烦恼的，讨厌的

tuba／Itju:ba／n．大号（一种低调管乐

字母的）音，发某字母的颤音

trough／trDf／n．1．饲料槽，饮水槽

器）

trilogy／ltrIlad3i／n．三部曲

2．排水沟 3．波谷，低谷 4．
（气象）

tube／tju:b／n．1．管，筒 2．金属软

trim／trim／y．1 修剪，整饰 2 装饰

低压槽

管 3．地下铁道 4． (AlrlrlE)真空管

trinity／ltriniti／n．1．三件套，三合一，

trounce

三人小组 2．(cap)三圣』the Trinity（基

2．严惩，痛打

n．结核（病）
，肺结核

督教教义中的圣父、圣子、圣炅）三位

troupe／tru:p／n．表演团体

tubular／itju:bjula／adj.1.管状的 2．有

一体

trousers／ltrauzaz／n．裤子，长裤

管的，由管构成的

trin ket／‘trijkit／n．／装饰品，琐物

trout／traut／n．鳟鱼

tuck／tAk／y．1．塞进，插进 2．卷起，

trio／ltri:au／n．1．三人组，三件套，

truant／ltru:ant／n．逃学者，旷课者』

折起 3．打褶裥

三合-2．三重奏，三重唱

play truant 逃学，旷课

Tuesday／itju:zdi／n．星期

trip／trip／n．短途旅行，远足』make a

truce／tru:s／n．休战，停战协定

tuft／tAft／n（在底部丛生的或聚集的）

trip to 旅行至 y．跌倒，绊倒

truck／trAk／n．1．（载货）卡车，货

一簇，（毛发、羽毛或草丛等）一束

triple／ltripl／adj.三倍的，三重的 y．增

车 2．(BrE)铁路敞篷货车

tug／tAg／y．用力拖，使劲拉 n．1．猛

至三倍

trudge／trAd3／y．缓慢或吃力地走

拉，拖 2．拖船(= tugboat)

tripod／itraipDd／n．
（照相机、望远镜

true／tru:／adj.1．真实的，确实的 2．忠

tuition／tju:rlJ'2n／n．学费

等的）三脚架

实的，忠诚的』be true of 对…也一样

tulip／rtju:hp／n．有 B 金香

tripper／ltripa／n 远足者，短途旅行者

/come true 实现

tumble／ItAmbl／n．1．滚动，翻滚 2．体

triumph／ltraiamf／n 凯旋，胜利成功

truism／ltru:izm／n．不言而喻的道理

操技巧动作表演 3．跌倒，跌落，下台

truly／itru:h／adv.1．正确地，事实上

y．1．跌倒，滚落 2．忽然下台，垮台

利的，成功的

2．真正地

3．领会，顿悟

trivia／ltrivia／n．无关紧要的事物（细

trump／trAmp／n．王牌』trump card

tummy／ltAIIlI／n．胃，肚子

节或信息）

壬牌，制胜的一手 y．出王牌，出王牌

tumour／itju:ma／n．
（肿）瘤，肿块

trivial／ltrivial／adj.不重要的，琐屑的，

取胜

tumult／itj UmIAlt／n．1．喧嚣，纷扰

无价值的

trumpet／ltrAmpit／n．喇叭

2．
（心境的）烦乱，激昂

trolley／itrDh／聆．1．手推车 2．(BrE)

trundle／itrAndl／y．
（使某物）沉重地

tumultuous

构的）管理班子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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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的

triumphant

／trai iAmfant

／adj.胜

／

itrAblsam

／trauns／y.

／adj.令

1．打败，击败

tub，tAb／n．1 桶，盆 2 浴盆，浴缸

tuberculosis

／

tju ib3:kjUlausis ／

／tju lrriAltjuas／adj.1．混

乱的，狂暴的 2．嘈杂的，喧闹的

无轨电车(=trolley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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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紧的

暴虐行为 2．专横

tuna／rtju:na／n．金枪鱼

turtleneck／it3:tlnek／n．

tune／tju:n／n．1．曲调，旋律 2．调

（但不翻转的）领口，有这种领口的衣

tyrant／ltaiarant／n．1．专制统治者，

和，和谐 3．声调，语气』change one's

服（尤指毛衣）

暴君，恶霸 2．专横的掌权者

tune 改变调子（观点等），变卦 y．1．为

tutelage

（乐器）调音 2．调整（收音机），收

监护，守护 2．指导，教导

ubiquitous／ju: ibikwitas

听 3．调节

tutor／rtju:ta／n．家庭教师，私人教师

存在的，无处不有的

』tune in to (a station)收听

／-tju:tilid3／n．

1.保护，

导师的，家

tyre tire／ltaia／n．轮胎，车胎
／adj.普遍

（某电台）

tutorial／tju:t o:rial／adj.

tunnel／ltAllal／n．隧道，坑道 y．开

庭教师的 n．（大学教师的）辅导课，

Object)n．不明飞行物，飞碟

隧道，开隧道穿过

辅导时间

ugly／‘Agh／adj.1．丑陋的 2．可怕的，

turbid／it3:bid／adj.1．（指液体）浑浊

tweed／twi:d／n．1．粗花呢 2．劬 Z）

可怖的；3．讨厌的，令人不愉快的 4．丑

的 2．紊乱的，混乱的

花呢服装

恶的，邪恶的 5．阴沉的，不祥的

turbine／It3:bain，n．涡轮机

twelfth／twelf0／n．＆adj.第十二（的）
，

ulcer／iAlsa／n．溃疡

turbot／It3:bat／n．扁平的大海鱼

十二分之一（的）

ulterior／Alltiaria／adj.1．隐秘的 2．别

turbulence／it3:bjUlans／n．1．动荡，

twelve／twelv／n．＆adj.十二（的），

有用心的

骚乱 2．猛烈的（或不稳定的）水气流

十二个（的）

ultimate／IAltirri9t／adj.1.最后的，最

turbulent／it3:bjUlant／adj.1．（空气或

twentieth

水）流动猛烈而不稳定的 2．混乱的，

十（的）
，二十分之一（的）

首要的

不安的

twenty／ltwenti／n．＆adj.二十（的）
，

ultimatum

turf／t3:f／n．1．草皮，草皮块 2．赛

二十个（的）

ultimatums)n．

马，跑马场 3．（自己的）领域，地盘

twice／twais／adv.两次，两倍

ultrasonic

y．1．用草皮铺（地）2．抛出（东西）
，

twig／twig／n．嫩枝，细枝

超声（波）的

赶走（人）

twilight／ltwailait／n．（日出前或日落

ultrasound

turkey／1t3:ki／n．火鸡

后的）微明，曙光，薄暮

（波）

turmoil／it3:rrioil／n．骚动，混乱

twin／twin／n．双胞胎之一 adj.孪生

ultraviolet／iAltra lvaialat／atj.1．紫外

turn／t3m／y．1．
（使）绕中心点旋转，

的，双胞胎的

的 2．紫外线的

转动 2．翻，翻转 3．改变方向 4．绕

twinkle／ltWIJ kl／y．1．闪烁，闪耀

umbrella／Amibrela／n．伞

过 5．转身，回头 6． （使）变为

2．（指眼睛）闪亮，（指眼睑）闪动，

umpire／'Ampaia／n． （棒球、网球

turn about(around)转向／turn against 敌

眨眼 n．1．闪烁，闪光 2．闪亮，闪动，

等的）裁判 y．当…的裁判，当裁判员

对，反目／turn down①拒绝②减弱，

急动

unabashed／Ana 'bzej't／adj.木害羞的，

降低／turn in 交还，归还／turn into 变

twirl／tw3:1／y．1．
（使）转动 2．
（使）

不怕难为情的

成／turn off 关掉／turn on 打开／turn

盘绕 3 快速转动，旋转 n 旋转，急转

unabated／rAna'beitid／adj 并未消减的

out①关，熄（灯）②驱逐／turn out to be

twist，twist／y．1．搓，捻，绞 2．转

unable／An ieibl／adj.无法的，不能的

结果是／turn over 思考，考虑／turn to

动，
拧，
扭 3．
曲解 4．盘旋，
迂回 n．
1．
搓，

unacceptable／iAnak'septabl／adj.不能

求教于 n．1．转动，旋转 2．转向，转

捻，绞 2．弯曲，曲折

接受的，不能赞同的，不能原谅的

弯 3．机会，轮流交替 4．转折点 5．转

twitch／twitr／n．＆y．痉挛，抽搐

Unaccountable

变』by turns 轮流／in turn 侬次／take

two／tu:／n．＆adj.二（的），二个（的）

adj.1．无法解释的，难以说明的 2．
（对

one's turn 轮到某人

type／taip／n1．典型，模范 2 样式，

自己的行为等）不必负责任的

turner／lt3:na／n．铁匠，车床工人

类型 3 活字，铅字 a type of -种 y 打字

unaffected／.Alla- fektid／adj.1．无变

turning／1t3:niIJ／n．1．旋转，翻转，

typewriter／Itaipraita／n．打字机

化的，不受影响的 2．不矫揉造作的，

弯曲 2．转角处，拐角』turning point

typhoon／taifu:n／n．台风

真挚的

转折点

typical／itipikal／adj.典型的，象征性的

unanimous

turnip／It3mip／n．萝卜

typist／ltaipist／n．打字员

同意的，一致通过的

typographical ／ .taipagrzefika1 ／ adj. 印

unashamed

2．清扫

刷上的

羞耻心的，不觉难堪的

turnover／‘t3:n lauva／n． 1.（一定时

typography／taipDgrafi／n．活版印刷，

unassuming

期的）营业额 2．（商店的）货物周转

排字及印刷

表现自己的，谦虚的

率 3．人事变动盎

tyrannical／tiirzenika1／adj.（似）暴君

unaware

turnpike／t3:npaik／n．高速公路（尤

的，专制的，暴虐的

unawares

指收费高速公路）

tyrannize／ltiranaiz／y 施行暴政，虐待

未料到地

turret／ltArit／n1 塔楼，角楼 2．炮塔

tyranny／ltirani／n．1．暴政，专制，

unbearable／iAn ibearabl／adj.难以忍

终的 2．极点的，绝顶的 3．基本的，
／ iAlti Imeit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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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wentii0／n．＆adj.第二

UFO (abbre for Unidentified Flying

turnout／lt3:naUt／n．

』

1．出席人数

／

最后通牒

iAltra- SDnik

158

／adj.

／ iAltrasaUnd ／ n ． 超 声

／

An9kauntabl

／

／ju:‘nzenimas／adj.一致
／

iAna‘J'eimd ／adj.无

／rAnaisju:miJ／adj.不爱

adj 不知道，未察觉
／Ana'weaz／adv.吃惊地，

受的，不能容忍的，承受不住的

turtle／lt3:tl／n．海龟，甲鱼

(p/

unbecoming／rAnbi'kAmiJ／adj.1．不

underdog／'AndadDg／n．受欺压者，

替手 y．充当…的替补演员，当（某人）

适合穿用的，不合适的 2．不适当的，

处于劣势的一方

的替手

不得体的

underdone／And9IdAn／adj.（指烹饪）

undertake／AndaIteik／y.1.试图，企图

unbelievable，iAnbi'li:vabl／adj.不可信

未熟透的

2．着手做，从事 3．承担；接受 4．同

的，难以置信的，惊人的

underestimate

uncanny／Ankzeni／adj.异乎寻常的，

y．低估，看轻

undertaker／iAndateika／n 殡葬业人员

出乎意料的

undergO／iAnda 'gau／y．经历，经受

underwater

unceremonious ／ ‘An iserimau-nias／

undergraduate／iAnda 'grzedjuat／n．大

面下面的 2．水下使用的，水下行动的

adj.无正规形式的，不拘礼节的

学本科生，大学 adj.大学本科生的

underwear／iAndawea／n．衬衣，内衣

underground

underworld／iAndaW3:ld／n．下流社

／．An ls3:tan／adj.1．无把

uncertain

／ iAndar lestimeit ／

adj.1．地下的，地面下

意；保证
／‘Anda iwo:ta／adj.1．水

握 2．不可信赖的 3．可能变化的 4．犹

的 2．秘密的，不公开的 n． (BrE)地

会，黑社会

豫的，迟疑不决的

铁= (AlrlrlE) subway adv.1 ．在 地下

underwrite ／ iAndarait ／ y.1. 在 （ 保 险

uncharitable／An『tj'zeritabl／adj.无慈

2．秘密地，隐蔽地

单，或船舶保险单）下方签署并承担损

悲心的，严厉的，苛刻的

undergrowth

uncle／'AJkl／n．伯父，叔父，舅父

丛（指大树下的）

／ iAn ikAmfatabl ／

uncomfortable

／‘Andagrau0／n．灌木
／

underhand

失或损坏之责 2．（按商定的价格）认
购（某公司）的全部剩余证券，包销（证

.Andahzend

／adj.暗

券）3．同意资助（某事业）

中或秘密进行的，诡诈的

undesirable／Andizaiarabl／adj.1．可能

uncompromising ／ iAn ikDmpramaiziJ

underlie／Anda'lai／y．构成…的基础

招致麻烦或不便的，不想要的 2．（指

／adj.不妥协的，坚定的，不让步的

underline／Andalain／y.1.在…下面划

人、人的习惯等）不受大家欢迎的，令

线 2．强调，加强

人不快的，讨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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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1．不舒服的 2．不自在的

／Ankan'S3:n／n．不关心，

unconcern
冷漠

underling

unconditional ／ Ankandij'2nal ／ adj. 无

人，下属

重的，不像样子的

条件的，绝对的

undermine／rAnda Imain／y.1．损毁…

undo／Anldu:／y．1．解开，打开，使

unconscious／iAn ikDnj'as／adj.1．失去

的地基 2．削弱 3．逐渐摧毁

松开 2．取消，消除

知觉的 2．无意地说出或做出的

underneath

undoubted／Anldautid／adj.无疑的，肯

／ iAnkau 'Dparativ ／

uncooperative

adj.不愿合作的

／‘AndahJ／n．职位低的

prep.在…下面，在…底下

定的，毋庸置疑的

adv.在下面，在底下
underpass

／‘Andapa:S

／iAn'dignifaid／adj.不庄

undignified

／n．1．
（高

， rAn-dri:mdDv ／ adj.

undreamed-of

架桥下的）通道或路段 2．地下通道

梦想不到的，难以想像的

uncover／AnkAva／y．1．移去（某物）

underprivileged ／ iAnda 'privi-hd3d ／

undue／．Anidju:／adj.过分的，不当的

的遮盖物，揭开（某物）的盖子 2．揭

adj.生活水平或享有的权利比别人低

undulate／iAndj uleit／y．波动，起伏

露，发现

的，贫困的

unduly／Anidju:li／adv.过分地，不当地

under／iArid9／prep.1．在…之下，在…

undersell／rAnda'sel／y． 以低于（竞

unearth／An'3:0／y．1．发掘，挖出 2．搜

下面 2．少于，低于 3．在…统治之下

争者）的价格出售（货物）

寻到 3．发现并披露

4．处于…状态之下 5．在…（负荷、

underside／iAndasaid／n．下侧，下部

uneasiness

条件等之下），因为 6．在…中

表面，底面，底部

神不安，担心，忧虑

uncouth

adj.

粗野的，无教养的

，‘Andara'tj'i:v／y．成

underachieve
绩不理想

understand

／iAnda istzend／y．1．理

／

An li:zinas

／adj.心

uneasy／．AnlilZI／adj.1．不安的，担

解，懂得 2．了解，意识到 3．获悉，

心的 2．不舒服的，拘束的

听说 4．省略』make oneself understood

uneatable

使别人理解自己的意思

uneconomic／‘An ii:ka inDmik／adj.不

undercharge／Andaitj'a:d3／y．向（某

understandable ／ Anda'stzendabl ／ adj.

大可能盈利的，不经济的

人）少要价钱

能懂的，可理解的，可同情的

uneducated

underclass／iAndakla:s／n．1．下层社

understanding／AndastzendiJ／n．1．理

受良好教育的，缺乏修养的

会 2．(AlrlrlE)（大学或中学的）低年

解，领会，认识 2．理解力，判断力 3．谅

unemployed／iAnimiploid／adj.失业的

级

解，协定 4．相互理解，同情，融洽

unemployment

年级的

adj.1．有理解力的，有洞察力的 2．能

n．1．失业 2．失业人数

undercover／iAnda ikAva／adj.暗中进

谅解的，宽容的

unequivocal

行的，做密探工作的

understate

underbrush
=(AlrlrlE)

／'AndabrAJ'／n．灌木丛
undergrowth

adj. (AlrlrlE)（大学或中学的）低

／iAn iedjukeitid／adj.未

／ iAnirri'ploimant ／

／iAniikwivak／adj.清楚

明白的

制地陈述或表达（某事物）2．少说，

unethical／iAn'eOik21／adj.无原则的

竞争者）抢生意，减价竞争

少报（某数目等）

uneven／．An li:van／adj.

underdeveloped ／ .Andadilvelapt ／ adj.

understudy／iAndastAdi，n．替补演员，

2．不平衡的，不均等的

undercut

／iAndakAt／y． 削价（与

／iAnda'steit／y.1．很有节

adj 不适于食用的

（国家等）经济不发达的

unexpected
159

1.不平坦的

／iAniks ipektid／adj.没

有料到的，想不到的，突如其来的

匹敌的 2．惟一的，
（书籍）孤本的 3．稀

unload／．An ilaud／y．从（某物）上

unfailing ／ An feiliJ ／ adj.1. 无 穷 无 尽

罕的，不寻常的

卸下货物

的，永恒的 2．可靠的，确实的

unisex／iju:niseks／adj.

unfair／Anfea／adj.1．不公正的，不公

男女皆宜的

平的 2．违反规则或准则的

unison

unfaithful

奏 2．-致的或协调的行动

强的

忠的 2．不忠实的，背叛的

unit／iju:nit／n．1．单位 2．（计量或

unnecessary

unfamiliar／AnfamIljo／adj.不熟悉的

计数的）单位，单元 3．小队，部队 4．元

unnerve／AnT13:v／y．使（某人）失

unfathomable

件，设备

去自制力、信心或勇气

部的 2．神秘莫测的，不可解的

unite／ju: Inait／y．1．使粘合，使混

unobtrusive

unfold／iAn ifauld／y.1．展开，打开，

合 2．使联合，使统一

显著的，不招摇的，谨慎的

摊开 2．展现，披露，挑明

united／junaitid／adj.1．和睦的 2．团

unoccupied／iAn'DkjUpaid／adj.1．未

结的，联合的 3．（政治上）统一的，

被占用的，无人住的 2．（指地区或国

兄到的，意料之外的

结盟的

家）未沦陷的

unforgettable ／ Anfagetabl ／ adj. 难 忘

United Nations ／ ju: inaitidneij'2nz ／

unofficial

的，永远记得的

n．联合国

的，非正式的

unfortunate／iAn'fo:tj'2nat／adj.1．不幸

unity／iju:nati／n．1．单一，惟一，统

unorthodox

的，倒霉的，时运不济的 2．不成功的

一，一体 2．统一的事物，统一体，整

正统的，非正规的

3．不吉利的

体 3．（目标、思想、情感等）和谐，

unpack／．An ipzek／y．打开（包装）

ungainly／Angeinli／adj.难看的不雅的

协调，和睦，团结，一致

取出某物

ungodly／An'gDdh／adj.1.不敬神的，

universal ／ ju:nilv31s21 ／ adj.1 ． 全 体

unpalatable／iAn ipzelatabl／adj.1．不

邪恶的 2．（时间）不合时宜的，非常

的，普遍的 2．宇宙的，全世界的 3．万

好吃的，不可口的 2．使人不快的 3．无

不方便的

能的，通用的

法认同的

adj.1．深得无法到达底

／

iAnfo:‘si:n／adj.未预

unlock／AnIDk／y。开锁
unnatural／.An' nzetj'2ra1／adj.1．不自

／iju:nizn／n． 1．齐唱，齐

然的，反常的 2．虚假的，做作的，勉
adj.不需要的

，Anab『tru:siv／adj.不太

／．Ana 'fij'21／adj.非官方
／iAn io:OadDks／adj.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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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foreseen

adj.1．有通奸行为的，不

不分男女的，

ungracious

adj.1 勉强的 2 不礼貌的

universe／‘ju:nIV3is／n． 1.宇宙，天

unparalleled／iAnipZeraleld ／adj.无比

ungrateful

／

地万物；2．星河，银河系

的，无双的

感激的，忘恩负义的

university／ju:nilv31sati／n．（综合性）

unpleasant／Anpleznt／adj.使人不愉快

unhappy／An'hzepi／adj.悲伤的，难过

大学

的，不合意的

的，不幸福的，不高兴的

unjust／Anid3Ast／adj.非正义的，不公

unplug／AnpIAg／y．1．拔出（电器）

平的

的电源插头 2．除去（某物）的障碍物

康的 2．有害于健康的，不卫生的 3．有

unkempt／．An ikempt／adj.不整洁的，

unpopular

害身心健康的，病态的

（头发）蓬乱的

unprecedented

unheard-of／.An- h3:dDv／adj.前所未

unkind／Ankaind／adj.不亲切的，不和

unpredictable／Anpriidiktabl／adj.无法

闻的，空前的

蔼的，残忍的，苛刻的

预料的，易变的，不稳定的

unicorn／iju:nIko:n／n．独角兽

unknown／An Tiaun／adj.1.未知的，不

unprejudiced／Anpred3udist／adj.无偏

uniform／iju:nifo:m／n． 制服，军服

详的 2．无名的．陌生的

见的，公正的

adj.1．始终如一的，一贯的 2．完全相

unlawful／Anlo:ful／adj.1.不法的，违

unpretentious／Anpri It enj'as／adj.不

同的，清一色的

法的 2．不正当的，不道德的

炫耀的，谦逊的

unify／iju:nifai／y．使（某物）成一体，

unleash／rAn 'li:J'／y．把（情绪、力量

unprincipled／Anprinsapld／adj.不道德

使统一

等 ） 宣 泄 出 来 ， 释 放 』 unleash sth

的，肆无忌惮的，无原则的

(against/on/upon sb/sth)宣泄，释放

unprofessional ／ Anpra

unhealthy

unilateral
uninformed

iAn' greitful

／adj.不

／．An iheloi／adj.1．不健

adj.单方面的，单边的
／iAnin ifo:md／adj.1．信

unless／an iles／conj.

如果不，除非

adj.不得人心的不受欢迎的
adj.无前例的，空前的

fej'2nl ／

adj.1．（尤指行为）违反职业准则的

息不足的，情况不明的 2．未受教育的，

unlike／Anlaik／adj.不相似的，不同的

2．
（指一件工作等）未按专业水平做的

无知的

prep.不像…，和…不同

unqualified ／ iAn-kwDhfaid ／ adj. 无 资

unintelligible／Anin『tehd3abl／adj.不

unlikely／．An ilaikh／adj.

可能理解的，难懂的

发生的，未必会发生的，未必会成功的

unquestionable

／

iAn ikwestj'2nabl

unlisted／rAn'hstid／adj.1.（证券）未

／adj.无疑的，确实的

上市的，（证券价格）未列表公布的

unquestioning

union／iju:nj an／n．1．联手瞄，联盟

2．未列入电话簿的

adj.不提出疑问的，无异议的

2．联合，合并 3．团结，一致，融洽 4．协

unlimited／．An ilimitid／adj.无限的，

unravel／AnIrzeval／y.1．解开（线团），

会，联合会，工会

（数或量）极大的

拆开（布等）2．解决，澄清

iAnin' vaitiJ

／adj.不

格的，不合格的

吸引人的，令人反感的

uninviting

／

不大可能

／

.AIl' kwestj'2nIIJ／

unreal／．Anlrial，adj. （指经历）不

unique／ju:Ini:k／adj.1．独特的，无可
160

真实的，想象的

物）从卷状或团状等展开，解开（卷绕

搅乱 3．心烦意乱

unreasonable／rAn'ri:znabl／adj.1．
（指

之物）2．
（工作或紧张后）放松，松弛

upside／iApsaid／n．上侧，上面，上

人）不讲道理的 2．不合理的，过分的

unwise

部』turn (sth) upside down 颠倒，翻过

unrelenting／iAnri'lentiJ／adj.1．（强度

unwitting／．An'witiIJ／adj.不知情的，

来／upside down 上下颠倒

等）未降低的，持续的 2．（指人）冷

无意的

upstairs／'Ap lsteaz／adv.往楼上，在楼

酷的，不愿宽容的

unworldly／Anlw3:ldh／adj.非世俗的，

上 adj.在楼上的

超凡的

upstart／'Apst(l:t／n．暴发户

的，坚持不懈的

up／Ap／adv.1．向上，向楼上，向顶

upstream

unrest／Anrest／n．不安，动乱

部 2．向（或处于）直立姿势，起来 3．在

向上游（的），逆流（的）

unruly／．An lru 山／adj.不守规矩的

上面，在高处，在楼上 4．彻底地，完

upsurge／'Aps3:d3／n． 1．急剧增长

unscrew／An'skru:／y．旋松（螺丝、

全地』up and down 上上下下，来来去

2．突发

螺母等）

去／up to…-直到…，至多…／be up

up-to-date／rAptaideit／adj.1．直至目

unseemly／．An isimih／adj.不适宜的，

to①够…，合格做…，有资格做…②该

前的，包含最新信息的 2．现代化的

不得体的

由…负责，在于…，取决于（某人）

3．跟上时代的，新式的

unsettle／Ansetl／y．使人不安，扰乱

prep.1．往（或在）…的上端，向（或

uptown ／ ‘Ap

unsettled／Ansetld／adj.不稳定的，不

在）…的较高处 2．沿…而去

(AlrlrlE)朝（向、在）城镇住宅区（的）

安宁的

upbringing

upward( s)

／iAnri'mitiJ／adj.不间断

n．养育，抚育
adj 即将来临的

／ ‘Aplstri:m ／ adv.& adj.

ltaun ／ adv.

／iApwad (z)

&adj.

／adj.

向

上的，上升的 adv.以上，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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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remitting

adj.不明智的，愚蠢的

unsightly

adj.难看的，丑陋的

upcoming

update／Apldeit／y．更新，使现代化』

uranium ／jUa'reiniam／n．铀

update sb (on sth)向…提供最新信息

urban／13:ban／adj.城市的，都市的

n．更新，提供最新信息

urge ／ 3:d3 ／ y ． 催 促 ， 力 劝 ， 激 励

upfront／iApfrAnt／adj.直率的，直截

n．1．驱策力，推动力 2．强烈的欲望，

猜疑的，可信任的

了当的

迫切的要求

unswerving

upgrade／‘Apgreid／y．提高某人（某

urgent／13:d3ant／tardj.1．急迫的，紧

untenable ／ rAn'tenabl ／ adj. （ 指 理 论

事物）的级别或等级，提高…档次

要的 2．催逼的，坚持要求的

等）站不住脚的，不堪一击的

upgrade sb (sth) to sb (sth)提升

urinate／ijU9rIneit／y．排尿，撒尿

untidy adj.不整齐的，凌乱的

upheaval／Ap ihi:v21／n．剧变，动乱

urine／ijU9rin／n．尿

untie／AnIt ai／y．解开，松开

uphold／Apihauld／y.1．举起 2．支持

us／AS／pron.我们（宾格）

until／anitil／prep.&conj.1．到…时候；

upholster

到…为止 2 ．直到…才』it was not

等）装上垫子、弹簧、布面等

until…that…直到…才

upkeep

untimely／．An itaimli／adj.1．不适时

uplift／Apilift／y．激励，
（在道德方面）

耗费 n．1．使用，运用 2．使用价值，

的，不合时宜的 2．过早的

使高尚 n．
（精神、道德或情绪方面的）

效用』be in use 使用之中／be of great

untiring／AnIt aiariJ／adj.不知疲倦的，

振奋，提高

use 很有用／out of use 不再使用／

坚持不懈的

upmarket／‘Apma:kit／adj. (BrE)优质

make use of sth (sb)利用／put (sth) to

untold／AnIt auld／adj.1．未说过的，

价高的，高档的

use 运用

未透露的 2．无数的，无限的

upon／9'pDn／prep.在…之上

used／ju:st／adj.

upper／'Apa／adj.上（面）的，上首的，

用 1 日了的，使用过的，二手的

度的）不可接触的，不可接触者（种姓

（河的）上流的

useful／iju:sful／adj.1．有用的，实用

制度中最底层的人）n．不可接触者，

upright／‘Aprait／adj.1．直立的，垂直

的 2．有益的

（种姓制度中最底层的人），贱民

的 2．正直的，诫实的

useless／iju:shs／adj.

untruth／rAn'tru:0／n．1 假话 2 虚假

uprising

unskilled／An'skild／adj.无特殊技能的
unsociable

／

.AIl' sauj'abl

／adj.

不好交际的，不合群的
unsuspecting

untouchable

／ AnsasIpektiJ ／ adj. 无

adj.坚定的，不改变的

／

iAn'tAtj'abl／adj.（印

』

／Ap ihaulsta／y.给（沙发

n 保养（费）
，维修（费）

／Ap 'raiziJ／n．起义，暴动

usage／'ju:zid3／n．1．使用，用法 2．习
惯，习俗 3．惯用法，习语

use／ju:z，y．1．使用，运用 2．消耗，

（指衣服、汽车等）

无用的，无效

的，无价值的

uproar／‘Apro:／n．1．骚乱，骚动 2．吵

user／iju:za／n．使用者，用户

常的，少有的 2．与众不同的，独特的

闹，喧嚣

usher／'AJ'a／n．领座员，迎宾员 y．引

unveil／Anlveil／y．1．除去…的面纱

uproot／Ap lru:t／y．

（盖布）等，揭开 2．为…揭幕

根拔起』uproot oneself／sb (from sth)

usual／‘ju:3ual／adj.

unwieldy／．An iwi:ldi／adj.笨拙的，

迫使某人（自己）离开出生地或定居处

的』as usual 像平常一样，照例

不灵便的

upset／Ap'set／y．1．使人心烦意乱

usually ／‘ju:3uah／adv.

unwilling／An'wihIJ／adj.不愿意的，不

2．使（肠胃）不适 3．弄翻，打翻 4．打

usurer／'ju:3ara／n．放高利贷者

情愿的

乱，搅乱 n．1．翻倒，颠覆 2．混乱，

usurp／ju:123ip／y 篡夺（权力或地位）

unusual

unwind

／．An'ju:3ual／adj.1．不平

／iAn iwaind／y.

1.（使某

将（植物）连

导，引（进）
通常的，惯常
平常，通常

utensil／ju: itensl／n．器皿，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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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u:tih ltearian／adj.实用

valuable／lvzeljuabl／adj.1.值钱的，贵

vault／vo:lt／n．1．拱顶 2．地窖，地

的，功利的

重的 2．有用的，有价值的，重要的

下室 3．（设于地下的）金库，保险库

utility／ju:rtilati／n．1．实用，效用 2．公

value／ivzelju:／n．1．价值 2．用处，

4．拱券状覆盖物 5．撑杆跳 y． （用

用事业 adj.实用的，有多种用途的

重要性 3．交换价值，价格 4．等值

手或杆支撑）跳跃，撑杆跳

utilize，iju:tilaiz／y．利用，应用

y．1．定…的价 2．重视，尊重

veal／vi:l／n．小牛肉

utmost／IAtrriaust／adj.最大的，极度

values／lvzelj u:z／n． (p/)价值观念，

veer／via／y．转向，改变方向

的 n．极限，极度』do (try)

道德观念，行为标准，准则

vegetable／lved3itabl／n．蔬菜

(to do sth)竭力，竭尽所能

valve／vzelv／n．1．活门，阀 2．
（心

vegetarian

Utopia／ju: rtaupja／n 乌托邦，理想国

脏或血管的）瓣膜

食者 adj.1．素食者的，素食主义的 2．不

utterl／IAta／adj.1．完全的，彻底的

van／vzen／n．1．大篷货车 2．(AlrlrlE)

含肉类的，全素的

2．绝对的，无条件的

有篷盖的铁路货车

vegetation

utter2／IAta／y．发出（声音等），说

vandal／『vzenda1／n．恣意破坏艺术

草木

vacancy／‘veikansi／n．1.空，未占用

品、会物、私人财产、自然美景等的人

vehement

2．空白，空间 3．空虚，茫然 4．空缺

vandalism ／

的，热情的

vacant／Iveikant／adj.1．空的 2．空缺

意破坏公物等的行为

vehicle／lvi:Ikl／n．1．运载工具，车

的，悬空的 3．空虚的，茫然的

vanguard／lvzenga:d／n．1.先导，先锋

辆 2．媒介物，手段

vacate／vaikeit／y．空出，让出

2．前卫，先头部队

veil／veIl／n．1 面纱，面罩 2 遮蔽物

one's utmost

ivzendalizam

／n．恣

／

ived3iitearian／n．素

／ived3i'teij'2n／n．植物，
／lvi:Imant／adj.感情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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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tarian

vacation／va 'keij'2n／n．假期

vanilla／vainila／n．1．香子兰 2．香

vein／vein／n．1．静脉 2．叶脉，矿

vaccinate／ivzeksineit／y.给…种痘，

草精

脉，纹理，纹路 3．气质，风格

给…注射疫苗，打预防针

vanilla essence 香精

velocity ，vi IIDsati／n． 1.（物理学

vanish／lv 茁 nI，／v．1．突然消失，

中的）速度 2．迅速，快速

痘，疫苗接种

消散 2．消逝，绝迹

velvet／ivelvit／n．

vaccine／lvzeksi:n／n．痘苗，疫苗

vanity／lvzenati／n．1．虚荣，自负 2．空

绒的，如天鹅绒的，柔软的，光滑的

vacuum ／ivzekjuam／n． 真空，真

虚、虚幻

vendor／ivendo:／n． 1.／小贩，沿街

空状态』vacuum cleaner 真空吸尘器／

vanquish／‘vzeJ kwij'／y．征服，战胜

叫卖的商贩 2．（房屋、土地等的）卖

vacuum flash 保温瓶

（对手等）

主

／ ivzeksi'neij'2n ／ n ． 种

vaccination

vagabond

／‘vzegabDnd／n．流浪者，

』vanilla icecream 香草冰淇淋／

vantage

／‘va:ntid3／n．优势，有利

venerable

天鹅绒 adj.天鹅

／ivenarabl／adj.德高望重

漂泊者

地位

vagrant／Iveigrant／n．无业游民，流

vaporize

浪者

汽化，（使）蒸发

vague／veig／adj.朦胧的，含糊的

vapour, vapor

vaguely／Iveigh／adv.1．含糊地 2．大

雾 2．虚幻之物

致上 3．心不在焉地

variable／iveariabl／adj.

变化的，可

vengeful／lvend3ful／adj.

vain／ vein／adj.1 ．自负的，得意的

变的，易变的 n．(p/)可变的事物，可

的，报复心重的，复仇的

2．徒劳的，徒然的 3．空虚的，枉然

变的量

venison／Ivenizan／n．鹿 I 为

的』in vain 徒然，徒劳无功

variant／lveariant／n 变体，变种，变型

Valentine

／

ivzelantain

／n．（西

variation

的，令人景仰的

／

／

‘veiparaiz

／

y.（使）

venerate

／lvenareit／y．敬重，崇敬

venereal ／ viniarial ／ adj. 性 病 的 』

／‘veipa／n．1．蒸汽，

venereal disease 性病

vengeance／‘vend3ans／n 复仇，报复

iveari'eIJ’an

／n．变

图谋报复

venom／‘venam／n．1．（毒蛇等的）
毒液 2．恶毒，歹毒 3．怨恨，痛恨

方的）情入节

化，变动

venomous／『venamas／adj.1．（指蛇

valet／lvzelit／n．1．
（为男主人照料衣

varicose／lvzerikaus／adj.1.曲张的，膨

等）分泌毒液的，有毒的 2．充满恶意

食等事务的）男仆 2．（旅馆中负责该

胀的 2．静脉曲张的

的，恶毒的

类事务的）服务员 y．1．洗刷及修补

variety／va lraiati／n．1．多样性，变

vent／vent／n．1．通风孔，排气管 2．排

2．为（某人）照料衣食

化性 2．品种，变神 3．种类

放，发泄』give vent to sth 发泄 y．发

valiant／vzelj ant／adj.勇敢的，英勇的

various／lvearias／adj.1．不同的，各种

泄（情感）

valid／ivzehd／adj.1．正确的，有根据

各样的 2．多个的

ventilate／Iventileit／y．使通风

的 2．有效的

vary／lveari／y．1．有变化，相异 2．改

ventilation／yentileij'2n／n．1．空气流

validate／ivzehdeit／y．使生效，证实

变，变更

通 2．通风设备

validity／vaihdati／n．1．
（法律上）有

vase／va:z／n．
（装饰用的）瓶，花瓶

ventilator /lventileita／n．

效，合法 2．合逻辑，正确（性）

vast／va:st／adj.1．巨大的，广 袤的

通风口

valley／Ivzeli／n．谷，山谷，河谷，

2．庞大的，众多的，无数的

ventral／Iventral／adj.腹的，腹部的

溪谷

vat／vzet／n．大桶

ventricle

通风设备，

／ iventrikl ／ n ．

1. 心 室

2．
（体内的）室，腔，
（尤指）脑室

valour，valor／lvzela／n．勇武，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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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衣

品，祭品 2．牺牲者，受害者，受灾者

室的 2．
（体内）室的，腔的

vestige／‘vestid3／n．1．遗迹，痕迹

victimize／lviktimaiz／y.

venture／‘ventj'a／耽． 冒险，冒险事

2．毫无，一点也不 3．退化的器官，

罚）某人不当【使之受冤或代人受过）

业

退化器官的痕迹

2．不正当地使某人受损害（受苦难），

venue／ivenju:／n． 聚集地点，会场

vetl／vet／n．兽医

欺侮某人

Venus／lvi:nas／n．金星，太白星

vet2／vet／y．1．诊疗（动物）2．详

victor／lvikta／n．胜利者，获胜者

细调查

victorious /vikito:rias／adj.获胜的，胜

verb／v3:b／n．动词

veteran／lvetaran／n．老兵，老手，退

利的

verbal／lv3:ba1／adj.1．口头的 2．词

伍军人 adj.老兵的，富有经验的

victory／lviktari／n．胜利，战胜

语的，用词的 3．动调的

veterinary ／ lvetarinari ／ adj. 动 物 疾 病

video／ividiau／adj.电视录像的 n．电

verbatim／V3: ibeitim／adj.& adv.一字

的，兽医的

视录像』录影／video tape 录像带／

不差（的）
，逐字（的）

veto／lvi:tau／n．1．印 Z）否决权 2．否

video (tape) recorder 录像机

verdict／lv3:dikt／n． 1．
（陪审团的）

决或禁止某事物的声明 v．否决或禁止

videophone

裁决，裁定 2．判断，意见

（某事物）

视电话，电视电话

verdure／lv3:d3a／n 青葱的草木，翠绿

vex／veks／y．使苦恼，使困扰，激怒

vie／vai／y．竞争

verge／V3:d3／n．边缘，边际』be on the

vexation／vekseI,an／n．1.烦恼，忧虑

view／vju:／n．1．视力，视野 2．景

verge of 濒于，濒临 y．接近，濒临

2．使人烦恼或忧虑的事物

色，景象 3．看法，意见 y．1．认为 2．观

／adj.1．心

ventricular／ven itrikjula

y．1．冒险 2．敢于，胆敢

veranda

／vairzenda／n．阳台，走廊

／

1.责怪（处

ividiaufaun

／n．可

察，检查

忧虑的

viewfinder／Ivju:fainda／n．（照相机）

的，真正的

via／-vaia／prep.1．途径，取道 2．凭

取景器

vermin／IV3:11lln／n．1．害兽及害鸟

借，通过

viewpoint／rvju:point／n．观点，看法

2．害虫 3．为害社会或他人的人

viable／lvaiabl／adj.可行的

vigil／lvid3i1／n．1．守夜，彻夜不眠

vial／『vaial／聆．玻璃的小容器，
（尤

2．
（宗教节日的）前夕

本国语的，用地方话的 n．本地话，本

指）小药水瓶，小香水瓶(= phial)

vigilant／‘vid3ilant／adj.

国语

vibrant／．vaibrant／adj.

惕的

vernal／lv3:nl／cidj.春季的，适合春季

响亮的 2．充满生气的，兴奋的 3．鲜

vignette／vinjet／n．1．／小插图 2．短

的，在春季的

明的，醒目的

文，简介

versatile／lv3:satail／adj.1.多才多艺的

vibrate，vaiibreit／y.1.（使某物）颤动，

vigour，vigor／『viga／n．精力，活力，

2．用途广泛的

振动 2．
（使某物）振动出声或发颤音

魄力

versatility ／iv31sa itilati／n．1．多才

vibration

多艺 2．多功能

颤动 2．（偏离平衡位置的）一次往复

力充沛的

verse／V3IS／n．1．韵文 2．诗歌，诗

振动 3．(pZ)（由某人、事物、地方等

vile／vail／adj.1．卑鄙的，邪恶的 2．极

引起的）感触，感受

其讨厌的

看法 2．译文，译本 3．版本，变形，

vicar／Ivika／n．教区牧师

villa／rvila／n．别墅

变体

vicarage／Ivikarid／n 教区牧师的住宅

village／‘vihd3／n．乡村，村庄

vicarious／vaiikearias／adj.1．设身处地

villager／lvilid3a／n．村民

的，间接感受到的 2．代别人做的、感

villain／rvilan／n．1．（故事中的）反

受的或经历的

派角色 2．坏蛋，恶徒 3． (BrE)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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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xatious／vek'seij'as／adj.使人恼怒或

verify／iverifai／y．核实，查证

名副其实

veritable ／ lveritabl ／ adj.

vernacular

version

／

va inzekjub

／‘v3:J'an／n．

versus／‘v31sas／prep.

／adj.用

1．说法，

<比赛等中）

对，与…相对
vertebrate

／iv3:tibrit／adj.有脊椎的，

1.颤动的，

／vai'breij'2n／n．1．振动，

vicariously

vertex ／ ‘V3:teks ／

身处地地，间接感受到地

邪恶的 2．极坏的

vertices)n．顶点，极点

vice／vais／n．1．罪恶，堕落 2．缺点，

vindicate／『vindikeit／v.

vertical／lv3:tika1／adj.垂直的，直立的

毛病

2．证明…正确

n．垂直线，垂直面

vicinity／vilsinati／n．1．附近，邻近

vindictive ／ vinidiktIv ／ adj. 志 在 报 复

2．附近地区

的，报复性的

vicious／lviras／adj.1．恶毒的，残忍

vine／vain／n．1．葡萄树 2．藤本植

vertically／lv3:tikh／adv.

垂直地

verve／V3:V／n．活力，精神

villainous／rvilanas／adj.1.恶棍似的，
1.为…辩护

的 2．邪恶的，罪恶的 3．危险的，险

物，蔓，藤

一的，真正的 2．极端的 3．
（表示强调）

恶的 4．谬误的

vinegar／lviniga／n．醋

vessel／Ivesl／n．1．船，舰 2．容器，

viciousness

器皿

凶恶 2．危险，险恶 3．堕落 4 剧烈

vintage／lvintid3 ，n．酒酿造的年份

vest／vest／n．1．(BrE)汗衫 2．(AlrlrlE)

victim／lviktim／n．1．
（祭神的）牺牲

adj.1．第一流的，上乘之作的 2．(BrE)

very／lveri／adv.

很，非常 adj.1．同

／adv.设

强壮的，精

脊椎动物的 n．脊椎动物
(p/ vertexes ，

／vi ikeariash

vigorous／‘vigaras／adj.

警觉的，警

／‘vifosnas／n．1．恶意，

背心，马甲=（B 旭）waistcoat 3．内衣，

vineyard／『vinja:d／n．葡萄园

（指汽车）老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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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la／vibula／n．中提琴

问，视察，巡视 2．来访

商情等）急剧波动

violate／ivaialeit／y.

visitor／lvizita／n．访问者，巡视者

volcano／vDlikeinau／n．

2．侵犯，妨碍

vista／lvista／n．1．
（从两排树木、建

volitional

violation／yaialeij'2n／n．违反，亵渎，

筑物等中间望过去的）景色，远景 2．回

volleyball／lvDhbo:l／n．排球（运动）

干扰，强奸

顾（往事）
，展望（前景）

volt／vault／n．伏特（电压单位）

violence／lvaialans／n．1．狂暴，猛烈

visual／rvizjual／adj.1．视觉的，视力

voltage／lvaultid3／n． 电压，伏特数

2．暴力，暴行

的 2．看得见的

voluble／iVDljubl／adj.

violent／Ivaialant／adj.1．剧烈的，猛

visualize／Ivizj ualaiz／y．想象，设想

不休的，爱说话的 2．（指说话）快的

烈的 2．厉害的，极端的 3．
（人）暴戾

vital／lvaitl／adj.1．生命的，与生命有

流利的

的 4．
（死伤等）暴力造成的 5．
（感情、

关的 2．紧要的，关系重大的 3．致命

volume／rVDlj U:III／n．1．音量，响

言语等）激昂的，激烈的

的 4．生气勃勃的

度 2．体积，容积 3．卷，册 4．大量，

violet／ivaiaht／n．紫罗兰 adj.紫色的

vitality／vaiIt zelati／n．1．活力 2．生

许多

violin／yaiahn／n．／小提琴

机，元气

voluminous／vailju:minas／adj.1．（衣

violinist／ivaia ilinist／n 小提琴手

vitalize／ivaitalaiz／y 赋予生命，激励

物）肥大的，宽松的 2．（指文字）大

VIP／yi:aipi:／n．要人，社会名流

vitamin／lvitamin／n．雏生素

量的，浩瀚的

viral／lvairal／adj.（似）病毒的，病毒

vivacity／vi lvzesati／n．活泼，开朗

voluntary

引起的

vivid／ivivid／adj.1．
（指颜色等）强烈

自动的，自发的

的，鲜明的 2．有生气的，活泼的 3．逼

volunteer ／ivDlan rtia ／n ．1.志愿者

真的，生动的

2．志愿兵 y．1．自愿效劳，自告奋勇

vocabulary／va ikzebjulari／n．1．词汇，

2．自动说出

女的，适于处女的

语汇 2．词汇表

vomit／lvDrriit／y．呕吐，作呕

virile／lvirail／adj.有生殖力的，有男子

vocal／lvauka1／adj.1．声音的，发声

vortex／ivo:teks／n． 1．漩涡，旋风

气概的，精力充沛的

的，口头的 2．畅所欲言的，直言的

2．使人无法摆脱的境遇

virtually，lv3:tjuah／adv.实际上，简直，

n．（爵士乐或流行音乐的）歌唱部分

vote／vaut／n．1．投票，选举，表决

差不多

vocalist／lvaukahst／n．歌唱家，歌手

2．选票，投票数 3．选举权，投票权，

virtue／IV3:tjul／n．1．德行，美德 2．优

vocalization／yaukalaizeij'an／n．说话，

表决权 y．1．投票，选举，表决 2．-

良品德 3．优点，好处』by virtue of 由

唱歌，发声

致认为，通过 3．投票决定，决议

于…

vocally／lvaukali／adv.1．用嗓音，口

voter，lvauta／n．投票人，选举人，表

virtuous／IV3:tj'uas／adj.1.有道德的，

头地 2．自由地，直言地

决者

善良的 2．自命高尚的，自以为是的

vocation／vau'keij'on／n．职业

voucher

vocative／HyDkativ／n． （某些屈折

券，代用券 2．凭证，收据

毒的 2．恶意的，仇恨：的

语中的）呼格，（用作呼格的）名词、

vow／vau／n．誓言，誓约

virus／Ivaiaras／n．病毒

代词、形容词

起誓

visa／lvi:za／n．
（护照等的）签证』an

vodka／lvDdka／n．伏特加酒（俄罗斯

vowel／lvaua1／n．元音，元音字母

entry visa 入境签证／an exit visa 出境

一种无色的烈酒）

voyage／lvoiid3／挖．&y．航行，航海

签证

vogue／vaug／n．流行，时尚 ll come

vulgar／『vAlga／adj.1．粗鲁的，卑下

visage／‘vizid3／n． 脸，面貌，容貌

into vogue 开始流行／go out of vogue

的 2．庸俗的，低级的

过时／in vogue 流行中

vulgarity／vAlgzerati／n．1.粗鄙下流

viscount／ivaikaunt／n． 子爵（英国

voice／vois／n．1．声音，歌声 2．发

的举动，粗话，下流话 2．粗俗，下流

贵族头衔）

音能力，嗓子 3．发言权 4．语态』at the

vulnerable／IVAlnarabl／adj.1．易受攻

visibility／．viziibilati／n．1.可见性，

top of one's

voice 控直嗓子叫，竭尽

击的，有弱点的 2．（指人）易受伤害

明显性 2．可见度，能见度

全力地说／in a low voice 小声地说

的，脆弱的，敏感的

visible／1vizabl／adj.1．可见的，看得

void／void／n． 空间，真空 adj.1．空

vulture／lVAltj'a／n．秃鹰，兀鹰

见的 2．明显的，显然的

的，空虚的 2．无效的，作废的

waddle／lwDdl／y．摇摇摆摆地行走

vision／‘vi3an／n．1．视力，视觉 2．远

volatile

见，眼光 3．想象，幻想

体）易挥发的 2．
（指人）情绪（兴趣）

wade／weid／y．1．趟水，跋涉 2．费

visionary／1vi3anari ／adj.1.有 远见 的

多变的，无常性的 3．（指商情等）急

力地前进，困难地通过

2．空想的，不切实际的

剧波动的，不稳定的

wafer／IWeifa／n．威化饼干，圣饼

visit／lvizit／y．1．游览，访问，参观

volatility／iVDla itilati／n．1.（指液体）

wag／wzeg／y．1 摇摆（尾巴）2 饶舌

2．巡视，调查 n．访问，参观

易挥发 2．
（指人）轻浮，反复无常 3．
（指

wagei／weid3／n．工资

1．违犯，违反

／va'lIranal／adj.自愿的

1.（指人）喋

／lvDlantari／adj.自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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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d3In／n． 处女 adj.1．
处

火山

virgin

女的 2．未开发的 3．首次的
virginai／‘v3:d3inl／adj.

virulent／ivirjulant／adj.

viscera／-visara／n．

visitation

童贞的，处

1.致命的，剧

内脏，
（指）肠

／ivDlatail／adj.

1.（指液

／‘vautj'a

／n． 1.BrE)代金
y 立誓，

n．摇摆的行走，蹒跚的步态

wage2／weid3／y 进行，开展（斗争等）

／ivizi'teI,an／n．1．正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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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gon／‘wzegan／n．1．
（四轮）马车

wardrobe／IWo:draub／n．衣橱，衣柜

out 小心，留神／watch out for 密切注

2．(BrE)（铁路）货车=

warehouse

／iweahaus／n 仓库，货栈

意，提防 n．1．表，手表 2．监视，注

(AlrlrlE) freight

car 3．手推车』on the wagon 戒酒

wares／weaz／n．货物，商品

意 3．值班时间／on watch 当班，值班

wail／weil／y．1．嚎啕大哭 2．哭着

warfare／iwo:fea／n．战争，交战

water／lwo:ta／n．1．水 2．水域，水

说 3．发出似哭号的尖声 n．1．尖叫，

warhead／IWo:hed／n．弹头

体』hold water 有道理，站得住脚／

痛哭 2．尖叫声，痛哭声

warlike／lwo:laik／adj.战争的，好战的

throw cold water on 对 … 泼 冷 水

waist／weist／n．1．腰，腰部 2 中央

warlord／iwo:lo:d／n．大军阀，军阀

y．1．在…上泼水，灌溉 2．供给…饮

的细狭部分

warm／wo:m／adj.1．暖和的，温暖的

水 3．淌口水，流泪

2．保暖的，御寒的 3．亲热的，热情

watercolor

的）背心

的，友善的 y．
（使）暖和，
（使）温暖』

料）
，水彩画

wait／weit／n．等，等待，等候的时间

warm up（使）做准备动作，
（使）做热

waterfall /IWo:tafo:l／n．瀑布

y．1．等，等候 2．耽搁』wait for 等，

身运动

waterfront /iwo:tafrAnt／n．滨水路，滨

等候／wait on; wait upon 服侍，侍候

warmth／wo:me／n．温暖，热情

水区

waiter／lweita／n（男）侍者，服务员

warn／wo:n／y．1．警告，提醒 2．事

watermark／lwo:tama:k／n．1．水印

waitress／lweitris／n 女侍者，女服务员

先通知

2．水位标志

waistcoat

／

／n．
（西服

iweiskaut

妒，zZ）放弃

／‘wo:ta imelan／n．西瓜

warning／‘wO:niIJ／n．1．预先的通知

watermelon

wakel／weik／y．醒来．唤醒』wake up

2．预兆，警告

waterproof

醒来／wake sb up①唤醒，弄醒②使…

warp／wo:p／y．1．使弯曲，使扭（翘）

透水的，防水的 n．防水布 y．使不透

奋起

曲 2．使（心理、性格）反常，有偏见

水，使防水

wake2／weik／n．（行船在水面留下

3．曲解，歪曲

watershed

的）航迹，尾流』in the wake of sth 随

warrant／lwDrant／n．1 授权（证），

分水岭

着…而来，紧跟

许可证，逮捕状，搜查令 2．（正当）

watertight／lwo:tatait／adj.1．水密的

waken／lweikan／y．醒来，唤醒

理由，证明，保证 y．使有正当理由，

2．无懈可击的，严密的

walk／wo;k／y．1．走，步行 2．沿着…

向…保证

waterway／lwo:tawei／n．水路，航道

走，陪…走 n．1．步行，散步 2．步态，

warranty／lwDranti／n．（商品的）保

watery adj.似水的，含水多的

步伐 3．供步行的路，人行道』walk of

证书，保证

watt／WDt／n．瓦（电力单位）

life 职业，社会地位／walkman 随身听

warrior／IWDria／n．武士，战士

wave／weiv／y．1．挥动，挥手 2．
（使）

（录音机）

warship／‘woLrip／n．军舰，战舰

飘扬，（使）起伏 3．（使）成波浪型，

walkway／lwo:kwei／n．人行通道

wartime／lwo:taim／n．战时

（使）卷曲 n．1．波浪，波涛 2．手的

wall／wo:l／n．墙，墙壁

wary／'weari／adj.1．谨慎的，小心的，

挥动 3．
（情绪的）波动，
（事物发展的）

wallet／IWDlit／n．皮夹，钱包

警惕的 2．警防的

高潮 4．
（光，音等的）波

wallow／iWDlau／y.1.（在泥、水中）

was／WDZ; waz／be 动词第一、第三

waver／'weiva／y．1．减弱，动摇 2．犹

打滚 2．享乐，放纵自己 n．1．打滚，

人称单数过去式

豫不决

享乐，放纵 2．泥坑，水坑

wash／WDJ'／y．1．洗，洗涤 2．耐

wax／wzeks／n．蜡，火漆，封蜡 y．给…

walnut／iwo:lnat／n．胡桃，胡桃木，

洗 3．洗手，洗脸，洗澡 4．冲走，卷

上蜡

胡桃树

走 n．1．洗，洗涤 2．待洗之物 3．
（船

way／wei／n．1．路，道 2．方向 3．距

只激起的）波浪』wash out①把…洗干

离 4．方式，方法 5．点，方面』by the

wand／WDnd／n．棍，棒，魔杖

净②（尤指雨）冲垮，冲走／wash up

way 顺便说一下／by way of 途经／go

wander／iwDnda／y．

洗碗碟

out of one's way (to do)不怕麻烦（去做）

逛，徘徊 2．精神恍惚，胡言乱语

washing／IWDJ'IIJ／耽．1．洗，洗涤

／in the way 挡道／out of the way 不挡

wane／wein／y．1．
（月亮）亏，缺 2．衰

2．洗的衣物

道／make way for 让路给，为…的发晨

败，变小，变差 n．on the wane 逐渐减

wasp／wDsp／n．1．黄蜂 2．脾气暴

创造条件／under way 在进行中 adv.远

弱，衰败

躁的人，刻毒的人

远地，大大地

want／wDnt／y．1．想要 2．追捕，通

waste／weist／n．1．损耗，浪费 2．废

wayward／lweiwad／adj.不易管教的，

缉 3．缺乏，缺少 4．需要聆．1．缺乏

物，废料 3．荒野，荒地

似孩子般任性的

2．需要

滥用 2．
（使）身体消瘦（衰弱）3．使

we／WI:／pron.

wanton／lwDntan／adj.1．不怀好意的，

荒芜 adj.1．荒芜的，荒废的 2．无用的，

weak／wi:k／adj.1．弱的，虚弱的，脆

恶意的 2．反复无常的 3．茂盛的，滋

废弃的

弱的 2．淡的 3．软弱的，懦弱的 4．薄

生的 4．不道德的，放荡的

watch／WDtj'／y．
1．
观看，留心看 2．
注

弱的

war／WO:／n．战争

意，留神』watch for 寻找，守候／watch

weaken／iwi:kan／y．变弱，削弱

／

-wo:tapru:f

／adj.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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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ve／weiv／y．

／iwo:takAla／n．水彩（颜

y 跳华尔兹

waltz／wo:ls／n．华尔兹

1．漫步，闲

y．1．浪费，

／‘wo:taj'ed／n．分水线，

（主格）我们

weakness／iwi:knas／n． 1.弱，虚弱，

ward／wo:d／n．病房，牢房
165

软弱 2．弱的一环，缺点，缺陷 3．癖

welfare／iwelfea／,z.

好，嗜好

福利 2．福利事业

whereby／hweaibai／adv.借以，凭那个

wealth／wel0／n．1．财富，
（巨额的）

well1／wel／

wherever／hwearieva／adv.& conj.无论

财产 2．大量，丰富 a wealth of 大量的

令人满意地 2．彻底地 3．很，相当 4．恰

何处

wealthy／IWeloi／adj.富有的

当地，适当地』as well 也，同样地／as

whether／ihwe6a／conj.

wean／wi:n／y．给（孩子）断奶』wean

well as 除……之外，又 adj.健康的 int.

which／hwitr／pron.&adj.哪一个，那一

from 逐渐使（人）放弃，戒掉

哦，噢（表示惊讶，怀疑等）

个，哪一些，那一些

weapon／'wepan／n．武器，兵器

we112，wel／n．井，油井

whichever

well-being／/welibi:iJ／n．幸福，健康，

论哪个，无论哪些

称）武器，兵器

福利

whiff／hwif／n．1．一阵（气味、风）

wear／wea／y。1．穿，戴，佩 2．面

well-known／WeInaun／adj.众所周知

2．-吸

带（某种表情）3．耗损，磨损』xvear

的，出名的

while ／hwail／ n． - 段时间 ，一会 儿

off（情感，效果等）逐渐减弱，消逝，

well-to-do／iweltaidu:／adj.富裕的，富

conj.1．当…的时候 2．虽然 3．然而

磨掉／wear out①（把…）穿破（用坏），

有的

whim／hwim／n．突然的（怪）念头，

耗尽②使筋疲力尽 n．1．衣服，服装

Welsh／weIJ'／adj.威尔士的，威尔士语

一时的兴致

2．穿，戴，佩带，蓄留 3．磨损，损

的，威尔士人的 n．凯尔特语』the Welsh

whimsical

耗 4．耐久性，耐用性

威尔士人民

天开的，突发奇想的

weary／lwiari／adj.非常疲倦昀

were／W3:; wa／be 动词复数和第二人

whip／hwip／n．鞭子 y．1．用鞭子抽

weather／lwe6a／n．天气，气候』under

称单数的过去式；be 动词的虚拟语气

2．搅打（奶油、蛋等）

the weather 不舒服的，有点小病的

过去式

whirl／hw3:1／y．1．使旋转，使急转

weave／wi:v／y．1．编织，织 2．编

west／west／n． 西，西方 adj.西方的，

2．卷走 n．1。旋转，晕眩 2．急速而

造，编排 3．迂回行进 n．编织法，编

朝西的，
（风）来自西方的 adv.向西方，

混乱的动作或活动

织式样

在西方

whirlwind

web／web／n．蜘蛛网，网状物

western／lwestan／adj.西方的，西部的

龙卷风

wed／wed／y．与…结婚

n．美国西部小说或影片

whisk／hwisk／y．1．拂，掸 2．突然

wedding／lwediJ／n．婚礼

westward

wedge／wed3／n．楔子 y．用楔子把…

adv.向西

掸 2．掸帚 3．搅拌器

固定住

wet／wet／adj.1．湿的，潮的 2．下雨

whisker／ihwiska／n．

Wednesday／IWenzdi／n．星期三

的，多雨的 3．(BrE)无精打采的 y．
（使）

边的）硬须，连鬓胡子

weed／wi:d／n．杂草 y．除去杂草

变湿

whiskey, whisky／ihwiski，n．威士忌

week／wi:k／n．星期，周

whack／hwzek／y．啪的一声打 n 重击

whisper／‘hwispa／y.1．低声说，耳语

weekday／IWi:kdei／n．工作日

whale／hweil／n．鲸

2．暗中传说 3．
（叶子、风等）发沙沙

weekend／．wi:k iend／n．周末

wharf／hwo:f／n．码头

声，发飒飒声 n1 低语，耳语 2．谣传

weekly／iwi:kh／adj.每周的，每周一次

what ／ hWDt ／ pron.

&adj.1 ． 什 么

whistle／hwisl／n．1．哨子，口笛 2．哨

的 adv.每周 n．周刊，周报

2．多么，何等』what for?为什么／what's

子声，汽笛声，呼啸声 y．吹口笛，鸣

weep／wi:p／y．流泪，哭泣

more 而且，更重要的是

汽笛

weigh／wei／y．1．称…的重量 2．重

whatever／hwDt'eva／pron.1。不管…

white ／ hwait ／adj.1 ．白 的 ， 雪白 的

（若干）3．斟酌，权衡，掂量

什么，无论什么 2．究竟什么

2．苍白的 3．白种（人）的 n．1．白

weight／weit／n．1．重量 2．沉重之

wheat／hwi:t／n．小麦，麦粒

色 2．白种人 3．蛋白，蛋清

物 3．砝码，秤砣 4．价值，重要性 5．忧

wheel／hwi:l／n．轮子，方向盘 y．1．推

whiten／ihwaitan／y．使变白

愁，负担』lose weight 体重减轻／put on

动，转动，滚动 2．突然转过身来 3．
（鸟）

whitewash

weight 体重增加

盘旋

水 2．粉饰，掩饰 3．彻底失败 y．1．刷

weighty／lweiti／adj.1．重的，繁重的

when ／ hwen ／ adv.&conj.1 ． 何 时

石灰水于…2．掩饰，美化

2．慎重的，需认真考虑的

2．当…时

whizz／hwiz／y．（嗖嗖地）飞驰，掠

weird／wiad／adj.古怪的，奇异的，荒

whenever／hwenieva／adv.& conj.无论

过 n．1．嗖嗖声 2．杰出的人，奇才

谬的

何时，每当

who／hu:／pron.谁，…的人

where／hwea／adv.&conj.在哪里，往哪

whoever

n．欢迎，迎接 adj.1．受欢迎的 2．可

里，在…地方

whole／haul／adj.整个的，完全的 n．全

随意使用的

whereabouts ／ 矗 ‘wearaibauts ／ adv. 在

部，整体，全体 on the whole 总的看来

weld／weld／y．1．焊接，熔接 2．使

哪里 n．下落，去向

wholesale／ihaulseil／n． &y．批发

／

‘wepanri

／

n．（总

(better, best)adv.1．好，

whereas／hwear‘zez／conj.而却，反之

是否

／hwitr‘eva／pron.&adj.无

／

-hwimzika1／adj.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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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ponry

1．幸福，康乐，

welcome／iwelkam /int.

欢迎 y．＆

／ iwestwzd ／ adj. 朝 西 的

成一体

移动或带走 3．搅打（蛋等） n．1．拂，

adj.&a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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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w3:lwind／n．旋风，

(p/)（动物嘴

／‘hwaitwDJ'／n．1．石灰

pron.不管谁，任何人

批发（的）
，大规模（的）

wholesome／ihaulsam／adj.1．有益健

（一阵工作或激动之后）平静下来②

y．1．目睹，目击 2 表明，证明，显示

康的 2．
（道德上）健康的

使逐步结束／wind up①结束②最终

witty／lwiti／adj.机智的，诙谐的

wholly／ihauh／adv.完全地，全部地

（处于某种状态）

wizard／lwIzad／n．1．男巫，巫师 2．鬼

whom，hu:m／pron.谁

windfall／IWindfo:l／n．意外的收获，

才，奇才

whoop／hu:p／y．大叫，欢呼 n．欢呼，

横财

wobble／iwDbl／y．&n．摇晃，晃动

高嘁

windmill／Iindmil／n 风车磨坊，风车

woe／wau／n．1 悲伤，忧伤 2 苦难

whose／hu:z／pron.&adj.谁的

window／IWindau／n．窗，窗户

woeful／iwauful／adj.悲伤的，忧伤的

why／hwai／adv.

为什么 int.（表示惊

／

windscreen

iwindskri:n

／

wolf／wulf／n．1．狼 2．色狼』cry wolf

讶、不耐烦等）哎呀，嘿

n．（汽车的）挡风玻璃

笈假情报，虚报危情

wick／IWik／n．蜡烛芯，灯芯』get on

windy／IWindi／adj.有风的，风大的

woman／'wuman／n．1．成年女子，

someone's wick 使某人恼火

wine／wain／n．葡萄酒，酒

妇女，女性 2．女性特质

wicked／IWikid／adj.1．缺德的，邪恶

wing／WIIJ／n．1．翅膀 2．机翼 3．厢

womanly

的 2．淘气的，恶作剧的

房，侧翼 4．
（政党）左翼，右翼 v。飞

质的，适合女子的

wicker／Iwika／n．编结的树枝或藤条

行，飞翔

wonder／iWAnda／n．

wide／waid／adj.1．宽的，宽阔的 2．广

wink／WIIJK／y．1．眨眼，使眼色

叹 2．奇迹，奇观』do wonders； work

大的，广泛的 adv.完全地，充分地

2．
（星或光）闪烁 n．1 眨眼 2 一瞬间

wonders 创造奇迹 y．1．想知道 2．感

widen／IWaidan／y．变宽，加宽

winner／'wina／n．胜利者，赢家

到惊异

1．晾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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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aid ispred／adj.遍及

／iwumanh／adj.有女子气

widespread

winter／lwinta／n．冬季 y．过冬

wonderful／iwAndafUI／adj.绝好的，

各地的，普及的

wipe／waip／y．抹，擦，去除』wipe off

了不起的

widow／1widau／n．寡妇

除掉，去掉／wipe out 消灭，歼灭

WOO／wu:／y．1．向…求爱 2．争取，

width／wid0／n．宽度

wire，IWaia／n．1．金属丝，铁丝，

追求

wield／wi:ld／y．行使，运用（权力、

电线 2．

wood／wud／n．1．木材，木头 2．树

影响力等）

装线路 2．用金属丝缚 3．(AlrlrlE)打电

林，林地

wife／waif／n．妻子

报给（某人）

wooden／．wudan／adj.1．木制的 2．僵

wig／wig／n．假发

wisdom／IWizdam／n．智慧

硬的，呆板的

wiggle／IWigl／y．扭动，蠕动

wise／waiz／adj.1．聪明的，有智慧的

wool／wul／聆．羊毛，毛线

wild／waild／adj.1．野的，野生的 2．野

2．有学识的，博学的

woollen, woolen

蛮的，凶猛的 3．狂热的，着迷的 4．任

wish／WIr／y．1．渴望，意欲 2．祝，

word／w3:d／n．1．词，词语 2．简短

性的，胡乱的

祝愿 n．愿望

的谈话，言语 3．消息，信息』have words

will／wil／.y．1 将 2 愿意，要 3 总是

wisp／wisp／n．小捆，小束，一把

with 与…吵嘴／in other words 换句话

will／wil／n．1．意志，意志力 2．意

wit／wit／n．1．才智，机智，机灵，

说，也就是说／word for word 逐字地

愿，目的 3．热情，兴趣 4．遗嘱』at will

诙谐 2．机智的人，才子』at one's wits'

wording／‘W3:diJ／n．说法，措辞

任意地，随意地

end 智穷计尽

work／W3:k／n．1．工作，事 2．职业

willing／'wiIiIJ／adj.愿意的，乐意的，

witch／witr／n．女巫，巫婆

3．作品，著作』get to work 开始工作

热心的

witchcraft

(AlrlrlE)电报 y．1．给…安

adj.羊毛制的

／'witj'kra:ft／n 魔法，巫术

／in work 有工作的／out of work 矢业

with／wI6／prep.1．和…在一起 2．具

y．1．工作，干活 2．运转，起作用 3．使

有，带有 3．用 4．至于，关于 5．随

（某人）工作 4．开动，操作 5．安排，

克制力

着 6．与…，跟…7．尽管

筹划』work out①算出，解决（难题）

wilt／wilt／y．1．
（使）
（植物）凋谢，

withdraw／ wi6idro: ／ y.1. 收 回 ， 取 回

②有…效果，产生…结果③设计，计划

枯萎 2．
（使）（人）疲倦，颓丧

2．
（使）撤退，
（使）退出

／work up①激怒②（使自己）逐步激

wily／Iwaih／adj.狡猾的，诡计多端的

withdrawal／wi6idro:a1／n 撤退，退回

起，产生③逐步发展

win／win／y．1．赢，获胜 2．赢得，

wither／rwi6a／y．（使）枯萎，（使）

workbook／IW3:kbuk／n．辅助练习册

获得 n．胜利，成功

凋谢

worker／IW3:ka／n．工作者，劳动者

wince／wins／y．<因疼痛、苦恼等而）

withhold／wi6ihauld／y．不给，拒绝

workload／lw3:klaud／n．工作负荷，

畏缩，退缩

within

windl／wind／n．1．风』get wind of

在…内部 2．在…范围之内，不超过

风闻，听到…的风声／in the wind 即将

without／wi16aut／prep.

发生，正在酝酿

不』do without 没有…也行

works／W3:ks／n．工厂

wind2／waind／y．1．转动，卷绕，缠

withstand／wiistzend／y.经得起顶得住

workshop／IW3:kj'Dp／n．1.车间，工

2．蜿蜒，迂回前进 3．上…的发条』

witness ／ lwitnis ／ n ． 目 击 者 ， 证 人

场 2．研讨会，进修班

willdow／rwilau／n．柳，柳树
willpower／‘wIlpau3／n．

意志力，

／wi 16in／prep. 1.在…里面，

wind down①（钟或表）慢下来，（人）

没有，缺乏，

工作量
workman

／

iw3:kman

／

n．
（特

定行业的）工人，工匠，技工

world／w3:ld／n．1．世界，宇宙 2．界，
167

领域，圈 3．世人，世事 4．大量，无

2．掐（脖子）3．榨取，勒索，逼供

数』not for the world 绝不／on top of the

wrinkle／IriJ kl／n．皱纹

y．
（使）起

呐喊
yellow／ijelau／n．黄色 adj.黄色的

皱纹

yeoman／ij auman／n．

之别

wrist／rist／n．腕，腕关节

yes／jes／adv.是，是的

worm／W3:111／n．1．虫 2．可怜虫，

write／rait／y．1．书写，写 2．填写，

yesterday／ij estadi／adv.昨天 n．昨天

寄生虫，可鄙的人 y．蠕动，扭动

开列 3．写信给

yet／jet／adv.逐，尚，仍然 conj.可是，

worried／iWArid／adj.担忧的，发愁的

writer／raita／n．作者，作家

然而

worry／lwAri／y． （使）烦恼，
（使）

writhe／rai6／y．（人体）扭动，翻滚

yield／ji:ld／y．1．结出（果实），产

担忧 n．1．烦恼，焦虑 2．令人烦恼的

（尤指因剧痛）writhe at (under,with)

生（效果，效益等）2．给与，让出 3．使

人或事

sth 因某事遭受精神痛苦

屈服，使顺从 n．产量，收益

writing／raitiJ／n．1．笔迹，字迹 2．文

yoga／ij auga／n．瑜仂口派（印度哲

级)adv.1．更坏，更糟 2．更严重，更

章 3．写作，创作

学的一派）
，瑜伽（术）

强烈 n．更坏的事物

wrong／rDJ／adj.1．不正当的，不法的

yoghurt,

worship／'W3:J'ip／n．&y.崇拜，膜拜，

2．错误的，不适当的 3．失常的，有

n．酸乳酪

敬慕

毛病的 n．1．邪恶，罪行 2．不义，不

yolk／jauk／n．蛋黄，卵黄

worst／w31st／(bad 的最高级)adj.&adv.

公正的对待』do wrong to…冤屈…，虐

you／ju:／pron.你，你们

最坏（的）
，最糟（的）

待…

young／jAIJ／adj.年轻的 n．年轻人

worth／W3:0／prep.1 值 2.值得 n 价值

wry／rai／adj.1．
（人五官）扭曲的 2．揶

youngster／'jAIJ sta／n．／小伙子，年

worthless／IW3:Ohs／adj.1.无价值的，

揄的

轻人

无用的 2．卑鄙的，品行不端的

X-chromosome／eks ikraumasaum／

your／jo:／pron.你的，你们的

worthwhile／1W3:0‘hwail／adj.值得一

n．X 染色体

yours／jo:z／pron.

试的，值得干的

xenophobia／4enau faubia／n．恐惧外

有物）

worthy，1W3:61／adj.1．值得…的，足

国人，排外

yourself／jo:self／(p/ yourselves) pron.

以…的 2．值得尊敬的，值得注意的

Xerox／iziarDks／n．1．静电复印（法）

你（们）自己

would／wud：wad／aux.y．1．（表示

2．
（施乐）静电复印机 y．用静电复印

youth／ju:0／n．1．年轻，青春 2．青

过去将来时）将 2．（表示意愿）愿，

法复印

（少）年时代，青春时期

要，偏要 3．（表示习惯性）总是，总

X-ray／Ieks Tei／n．X 射线，X 光 adj.X

youthful／iju:Oful／adj.1．年轻的，青

会 4．
（表示推测）大概 5．
（表示虚拟、

射线的，X 光的 y．用 X 光检查

年的 2．具有青年特性的，适于青年的

假设、条件等）要，将要，会，就会

yacht／jDt／n．快艇，游艇

yummy adj.味道好的，好吃的

wound／wu:nd／n．伤口，创伤 y．伤

Yahoo／jaihu:／n．1．粗鲁的人 2．雅

yuppie／ijApi／n．雅皮士

害，使受伤

虎网站

zero／'ziarau／n．1．零，零位 2．最

wrap／rzep／y．把…包起来，缠，捆

yank／jzejk／y．&n．猛拉

低点

n．披肩，围巾

Yankee／‘jzejki／，Yankn．美国佬，

zest／zest／n．1．极大的快乐和乐趣，

wrapper／rzepa／n．包装纸封套，封皮

美国人

兴趣 2．热心，热情 3. (辛辣的)、滋味；

wrath／rDO／n．愤怒，暴怒

yardl／ja:d／n．院子，庭院

风味；香味；极大的快乐或兴奋;热情;

wreath／ri:0／n．花环，花圈

yard2／ja:d／n．码

兴趣；增加的兴趣、风味、魅力等(的

wreathe／ri:6／y．整个缠绕，将…做

yardstick／ija:dstik／n．
（计量或比较

性质)；(用于烹饪时调味的)橙子、柠檬

成环

的）标准，码尺

等的外皮 a zest for life 热爱生活
（人生）

wreck／rek／n．1．失事的船只，残骸

yarn／ja:n／n．纱，线

zigzag／‘zigzzeg／n．之字形

2．破灭，毁坏 y．摧毁，破坏

yawn／jo:n／y．1．打哈欠，欠身 2．裂

径）等 adj.（线条、小

开，豁开 n．1．呵欠 2．裂口，豁口

形的 y．作之字

wrench／rent，／n．&y．猛拧，一扭

year／jia／n．年，岁，年度』all the year

zinc／zijk／n．锌

wrest／rest／y．1．费力扭，拧 2．费

round -年到头／year after year 年复一

Zionism／lzaianizam／n. 犹太复国主

力取得

年地／year in year out 年年，岁岁，每

义（运动）

wrestle／resl／n．1．摔跤 2．斗争，

年如此

zip／zip／n．拉链，拉锁 v．用拉锁扣

搏斗

yearly／ijiah／adj. -年的，每年的 adv. -

上，拉上（拉链）

wrestling／‘resliJ／n．摔跤运动

年一次地，每年

zip code／zip kaud／n．邮政编码

yearn／j3m／y．想念，思慕，渴望

zipper／'zipa／n．拉链，拉锁

悲惨的 2．恶劣的，令人讨厌的

yeast／ji:st／n．酵母，发酵物

zone／zaun／聆．1．地区，区域，范

wriggle／'rigl／y．&n.扭动，蠕动

yell／jel／y．叫喊，叫嚷 n．叫喊声，

围 2.地带 3．邮区，时区

world 幸福到极点／worlds apart 天壤

的 比 较

yogurt,

yoghourt／'jaug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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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se ／ W3IS ／ (bad

自耕农

wreckage

wretched

／‘rekid3／n．残骸，残余

／‘retj'id／adj.

1.可怜的，

wring／riJ／y．1．把…拧干，扭，绞

你（你们）的（所

径等的）之字

形行进

ZOO／zu:／n．动物园
168

线条（小

zoologist

／zu 'Dlad3ist，n．动物学家

zoology／zau'Dlad3i／n．
zoom／zu:m／y．1．

动物学

（飞行器、汽

车等）呼啸而过，迅速移动并发出嗡嗡
声 2．
（价格、费用等）飞涨，急升』
zoom in (on sb/sth)／out（照相机等）用
变焦距镜头时景物放大或缩小
Zulu／izu:lu:／n．祖鲁人，祖鲁语 a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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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鲁人的，祖鲁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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