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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今天，掌握英语这门语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经毋庸置疑。在中国，学

习英语的人数和热情也是空前高涨。但是，学习英语的人不少 ,	能把英语学好的人却不多。

作为一名英语爱好者、研究者、教师，我不禁困惑了：我们投入这么多人力、物力和精力，

为何产出如此低效？究竟哪里出了问题？究其原因，有一个因素不容置疑，那就是学习者

对英语单词的掌握情况不太理想。但凡学习英语的人都能理解单词是英语学习的基础，如

果把英语比作一座大厦，单词就相当于是修建大厦的砖块；但很多学习者都可能会觉得记

单词大概是最枯燥、最痛苦、最无聊的事情之一了，这样的后果只能是要么词汇量匮乏、

要么单词不会用。其实，没有枯燥的单词，只有枯燥的记忆方法。

学习者在记忆单词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大致总结起来无非是以下几种：反复记忆就是记

不住！好不容易记住了但很快又忘记了！认得的单词放到句子里又认不出来了！真的需要

说英语时，面对一堆单词手足失措，不知道怎么用！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学习者在记单词

时就像在机械地记忆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彼此很少联系，这样自然记忆效率很低，更谈不

上掌握和运用了！

找到了根源，几个志同道合的英语教育工作者一起探索、努力，想打破这些简单的机

械记忆，创造真实的语言环境，在自然的逻辑联系中，学习、认知，这样自然而然地就能

达到记忆和运用的效果。这本书就是我们努力的成果。

本书精选 20 大类、200 小类与日常生活、工作、娱乐等相关的主题，以 3	000 个分类

主题词汇和融入主题词汇的情境对话为编排方式，每面呈现 1 个主题，15 个单词。打破按

字母排列词条的传统形式，根据主题分类编排，将单词应用到日常对话中，从而把单词运

用和口语交际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本书涵盖的 3	000词汇量让你轻松应付中考。独家词汇、

会话 MP3 免费赠送下载，超值实用！

本书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想要掌握词汇的学习者会发现单词学习原来可以这样简单

生动；想练口语的学习者能接触到地道鲜活的英语；读者还能在包罗万象的日常对话中了

解英语知识、习俗、文化等，从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教授英语词汇、口语的教学工作

者也能以此为辅助材料。

就从这本书开始，做一个英语达人吧！

（注：本书中前面加 * 的单词为高频词，在前后关联话题中均有体现。书中 3 000 单

词的数量是根据体例设置统计得出，可满足初中生各类会话使用。）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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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对话:相关词汇:

个人情况
Part 1

name �[neɪm]� n.
名称，名字

old �[əʊld]� adj.
年老的

fourteen �[ˌfɔːˈtiːn]� num.
十四

birth �[bɜːθ]� n.
出生

date �[deɪt]� n.
日期

would �[wʊd]� modal v.
愿意；将

parents �[ˈpeərənts]� n.
父母亲

myself �[maɪˈself]� pron.
我自己；我亲自

father �[ˈfɑːðə(r)]� n.
父亲，爸爸

teacher �[ˈtiːtʃə(r)]� n.
教师；导师

mother �[ˈmʌðə(r)]� n.
母亲

live �[lɪv]� vi.
居住；生存

tell �[tel]� vt.
告诉，说

birthplace �[ˈbɜːθpleɪs]� n.
出生地

resident �[ˈrezɪdənt]� n.
居民

A:	 What	is	your	name,	please?	
B:	 My	name	is	Zhanglin.	
A:	 How	old	are	you?	
B:	 I	am	fourteen	years	old.	
A:	 May	I	ask	your	birth	date?	
B:	 Yes,	my	birth	date	is	September	20,	1988.	
A:	 Would	you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your	family?	
B:	 There	are	 three	 in	my	 family,	my	parents	and	

myself.	My	father	is	a	teacher	and	my	mother	is	a	
worker.

A:	 Where	do	you	live	now?	
B:	 I	live	in	Beijing.	
A:	 Can	you	tell	me	your	birthplace?	
B:	 My	birthplace	is	Liaoning.	
A:	 OK,	I	know	you	are	not	a	resident	of	Beijing.	

参考译文:
A: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B:	我叫张林。

A:	你多大了？

B:	我十四岁。

A:	我可以问你的出生日期吗？

B:	是的，我的出生日期是 1988 年 9 月 20 日。

A:	你能谈谈你的家庭吗？

B:	我家有三口人，我的父母和我。我的父亲是

一位教师，我母亲是一名工人。

A:	你现在住在哪里？

B:	我住在北京。

A:	你能告诉我你的出生地吗？

B:	我的出生地是辽宁。

A:	好的，	我知道你不是北京人。

个人情况

001



相关词汇:情景对话:

个人情况
Part 1

兴趣与爱好

002

spare �[speə(r)]� adj. 
多余的

hobby �[ˈhɒbi]� n.
嗜好；业余爱好

almost �[ˈɔːlməʊst]� adv.
差不多，几乎

sport �[spɔːt]� n. 
运动；游戏

classical �[ˈklæsɪkl]� adj. 
古典的；经典的

music �[ˈmjuːzɪk]� n. 
音乐，乐曲

exciting �[ɪkˈsaɪtɪŋ]� adj.
令人兴奋的；使人激动的

alert �[əˈlɜːt]� adj.
警惕的，警觉的

enjoy �[ɪnˈdʒɒɪ]� vt.
欣赏，享受

spirit �[ˈspɪrɪt]� n. 
精神；心灵

biography �[baɪˈɒɡrəfi]� n.
传记

statesmen �[ˈsteɪtsmən]� n.
政治家

militarist �[ˈmɪlɪtərɪst]� n. 
军事家；军国主义者

artist �[ˈɑːtɪst]� n.
艺术家；美术家

favourite �[ˈfeɪvərɪt]� adj.
特别喜爱的

A:	 What	do	you	do	in	your	spare	time?
B:	 I	have	many	hobbies.	 I	 like	almost	all	kinds	of	

sports,	and	I	also	like	to	listen	to	classical	music.	
A:	 What	sports	do	you	like	best?	
B:	 Football.	 It’s	 a	very	exciting	game,	because	 it	

keeps	you	alert,	and	I	also	enjoy	the	team	spirit	
of	football.	

A:	 Do	you	like	reading	books?	
B:	 Yes.	I	enjoy	reading	biography,	especially	those	of	

well-known	statesmen,	militarists	and	artists.	 I	
can	learn	a	lot	from	their	life	histories.	

A:	 Who	are	your	favourite	authors?	
B:	 I	 like	 the	novels	of	Dickens	very	much.	 I	have	

read	almost	all	of	them	in	Chinese	translation.	

参考译文:
A:	在你的空闲时间你都做什么？

B:	我有很多爱好。我喜欢几乎所有类型的运动，

我也喜欢听古典音乐。

A:	你最喜欢什么运动？

B:	足球。这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比赛，因为

它能让你保持警惕，我也欣赏着足球的团队

精神。

A:	你喜欢读书吗？

B:	是的。我喜欢阅读人物传记，尤其是那些著

名政治家、军事家和艺术家的传记，从他们

的生活经历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A:	你最喜欢的作家是谁？

B:	我非常喜欢狄更斯的小说，我几乎阅读了所

有狄更斯小说的中文版。



情景对话:相关词汇:

个人情况
Part 1

性格个性

003

ambitious �[æmˈbɪʃəs]� adj. 
有雄心的

dishonest �[dɪsˈɒnɪst]� adj. 
不诚实的；欺诈的

agree �[əˈɡriː]� vi. 
同意；赞成

alike �[əˈlaɪk]� adj. 
相似的；相同的

completely �[kəmˈpliːtli]� 
adv. 完全地，彻底地

sociable �[ˈsəʊʃəbl]� adj. 
好交际的；友善的

honest �[ˈɒnɪst]� adj. 
诚实的

consider �[kənˈsɪdə(r)]� vt. 
考虑；认为

polite �[pəˈlaɪt]� adj. 
有礼貌的，客气的

relaxed �[rɪˈlækst]� adj. 
放松的；悠闲的

shy �[ʃaɪ]� adj.
害羞的

chat �[tʃæt]� vi.
聊天；闲谈

start �[stɑːt]� v.
开始

perhaps �[pəˈhæps]� adv. 
也许；可能

anyway �[ˈeniweɪ]� adv.
无论如何，不管怎样

A:	 Do	you	like	Ryan?
B:	 No,	 not	 very	 much.	 He’s	 too	 ambitious	 and	

dishonest.
A:	 I	 agree.	 I	 like	his	brother	Paul.	They	 are	not	

alike.
B:	 Yes.	They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Paul	 is	very	

sociable	and	much	more	honest	than	his	brother.
A: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consider	yourself	to	

be?
B:	 I	think	I’m	polite,	careful,	relaxed	and	shy.
A:	 Oh,	 I	don’t	 think	you’re	 shy!	You	are	 always	

chatting	with	new	people	when	we	go	to	a	party.
B:	 Well.	Yes,	but	those	people	always	start	talking	

to	me.	I	never	talk	to	them	first.	Perhaps	I’m	not	
as	 shy	as	 I	 think.	Anyway,	you’re	certainly	not	
shy!

A:	 You’re	right.	 I	 love	going	out	and	making	new	
friends.

B:	 So,	you’ll	be	at	my	birthday	party	on	Friday?
A:	 Of	course!

参考译文:
A:	你喜欢瑞安吗？

B:	不，不是很喜欢。他野心太大，也不诚实。

A:	我同意。我喜欢他的哥哥保罗。他们是不一样的人。

B:	是的。他们完全不同。比起他的弟弟，保罗非常善

于交际，也更诚实。

A:	你认为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B:	我觉得我有礼貌，细心，为人轻松，有些害羞。

A:	哦，我不觉得你害羞！当我们去参加聚会时，你总

是在和新朋友聊天。

B:	嗯。是的，但是那些人总是先跟我说话。我从来没

有先跟他们交谈。我觉得也许我不害羞。不管怎样，

你当然不会害羞！

A:	你是对的。我喜欢出去结交新朋友。

B:	那么，你会来我的生日聚会吗？

A:	当然！



相关词汇:情景对话:

个人情况
Part 1

工作与职业

004

detective �[dɪˈtektɪv]� adj. 
侦探的

doctor �[ˈdɒktə(r)]� n.
医生

policeman �[pəˈliːsmən]� n.
警察

singer �[ˈsɪŋə(r)]� n.
歌手

popular �[ˈpɒpjələ(r)]� adj.
流行的，大众的

famous �[ˈfeɪməs]� adj.
著名的，出名的

hope �[həʊp]� v.
希望

dentist �[ˈdentɪst]� n. 
牙医

worker �[ˈwɜːkə(r)]� n. 
工人

farmer �[ˈfɑːmə(r)]� n. 
农民

driver �[ˈdraɪvə(r)]� n. 
司机

lawyer �[ˈlɔːjə(r)]� n. 
律师

engineer �[ˌendʒɪˈnɪə(r)]� n. 
工程师

businessman � 
[ˈbɪznəsmæn]� n. 

商人

housewife �[ˈhaʊswaɪf]� n. 
家庭主妇

A:	 Tom,	what	are	you	reading?
B:	 Oh,	Miss	Green,	I’m	reading	Sherlock	Holmes.
A:	 Do	you	like	detective	stories?
B:	 Yes,	I	do.	I	think	being	a	detective	is	very	cool.
A:	 Then	do	you	want	 to	be	a	detective	when	you	

grow	up?
B:	 No,	I	want	to	be	a	doctor.	I	want	to	save	people’s	

lives.
A:	 What	about	your	brother?
B:	 Oh,	my	brother	wants	to	be	a	policeman.
A:	 And	your	sister?
B:	 She’d	like	to	be	a	singer.	She	likes	to	be	popular	and	

famous.
A:	 I	hope	she	can.	
B:	 Thanks,	Miss	Green.	By	 the	way,	do	you	 like	

being	a	teacher?
A:	 Yes,	I	do.	I	like	working	with	children.

参考译文:
A:	汤姆，你在看什么书呢？

B:	哦，格林老师，我在读《福尔摩斯》。

A:	你喜欢侦探故事吗？

B:	是的，我觉得当一名侦探很酷。

A:	那你以后想当侦探吗？

B:	不，我想当医生救死扶伤。

A:	那你弟弟呢？

B:	噢，他想当警察。

A:	你姐姐呢？

B:	她想当歌手，她想成名、受人追捧。

A:	希望她如愿以偿。

B:	谢谢格林老师。对了，您喜欢当老师吗？

A:	是的，我喜欢这份跟孩子们打交道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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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member � 
[ˈfæməli]� [ˈmembə(r)]� 
家庭成员

how �often �[haʊ]� [ˈɒfn]� 
多长时间

brother �[ˈbrʌðə(r)]� n.
兄弟

sister �[ˈsɪstə(r)]� n.
姐妹

write �[raɪt]� vt.
写

elder �sister � 
[ˈeldə(r)]� [ˈsɪstə(r)]� 
姐姐

younger �sister � 
[ˈjʌŋɡə(r)]� [ˈsɪstə(r)]� 
妹妹

elder �brother � 
[ˈeldə(r)]� [ˈbrʌðə(r)]� 
哥哥

younger �brother � 
[ˈjʌŋɡə(r)]� [ˈbrʌðə(r)]� 
弟弟

aunt �[ɑːnt]� n.
姑姑，阿姨

grandpa �[ˈɡrænpɑː]� n.
祖父

grandma �[ˈɡrænmɑː]� n.
祖母

cousin �[ˈkʌzn]� n.
堂兄妹

nephew �[ˈnefjuː]� n.
侄子，外甥

niece �[niːs]� n.
侄女，外甥女

A:	 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your	family?	
B:	 Five.	Besides	my	parents	and	me,	there	are	my	

brother	and	sister.	
A:	 That’s	a	big	family.	How	old	is	your	sister?	
B:	 Fifteen.	
A:	 What	about	your	brother?	
B:	 He	is	not	quite	twenty-five.	
A:	 Do	you	miss	your	family?	
B:	 Yes.
A:	 Do	you	go	home	often?	
B:	 No.	But	I	write	to	them	often.	
A:	 How	often	do	you	write	to	them?	
B:	 Once	a	month.	

参考译文:
A:	你家有几口人？

B:	五个人。除了我的父母和我，还有我的哥哥

和妹妹。

A:	真是个大家庭。你妹妹多大了？

B:	十五岁。

A:	你的哥哥呢？

B:	他不到二十五岁。

A:	你想念你的家人吗？

B:	想。

A:	你常常回家吗？

B:	不经常回，不过我常常给他们写信。

A:	你多久写一次？

B:	一个月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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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le �[ˈʌŋkl]� n.
叔叔，舅舅

house �[haʊs]� n.
房子

child �[ˈtʃaɪld]� n.
孩子

need �[niːd]� vt.
需要

money �[ˈmʌni]� n.
钱

security �guard � 
[sɪˈkjʊərəti]� [ɡɑːd]� 

保安

make �ends �meet � 
[meɪk]� [endz]� [miːt]� 

收支平衡

relative �[ˈrelətɪv]� n.
亲戚

clothing �[ˈkləʊðɪŋ]� n.
衣服

pop �[pɒp]� n.
汽水

make �money � �
 �[meɪk]� [ˈmʌni]� 

赚钱

poor �[pʊə(r)]� adj.
穷困的

distant �relative � 
[ˈdɪstənt]� [ˈrelətɪv]� 

远房亲戚

distant �relation � 
[ˈdɪstənt]� [rɪˈleɪʃn]� 

远房亲戚

face �[feɪs]� vt.
面对

A:	 How	is	your	Uncle	David	doing?	
B:	 Not	so	good.
A:	 Does	David	need	a	new	house?
B:	 Yes,	he	does.	His	house	is	too	old	and	small.
A:	 How	many	children	does	David	have?
B:	 He	has	five	children.
A:	 What	does	David’s	family	need?
B:	 The	 family	needs	more	money.	David	doesn’t	

make	much.	He	works	as	a	security	guard.
A:	 Must	be	hard	to	make	ends	meet.
B:	 True	enough.	His	relatives	and	friends	often	give	

them	clothing,	 so	 their	clothes	 look	good.	But	
they	eat	too	many	hamburgers,	and	they	drink	
too	much	pop.

A:	 Oh,	oh.	Too	much	junk	food	isn’t	healthy.
B:	 No.	Not	healthy	at	all.

参考译文:
A:	你叔叔戴维的生活怎样？

B:	不太好。

A:	戴维需要一栋新房子吗？

B:	是的，他需要。他的房子太旧太小。

A:	戴维有几个孩子？

B:	他有五个。

A:	戴维家需要什么？

B:	戴维家需要更多钱。戴维赚钱不多。他是一

名保安人员。

A:	肯定很难平衡收支。

B:	的确如此。亲戚朋友们常给他们衣服。所以

他们的衣服看上去还可以。但他们吃太多的

汉堡，喝太多的汽水。

A:	哦。吃太多的垃圾食品不健康。

B:	不健康。一点都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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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 �[muːv]� v.
移动，搬家

doctor �[ˈdɒktə(r)]� n. 
医生

work �[wɜːk]� vi.
工作

teach �[tiːtʃ]� vt.
教

nurse �[nɜːs]� n. 
护士

bookshop �[ˈbʊkʃɒp]� n.
书店

nearby �[ˌnɪəˈbaɪ]� adj. 
附近的

habit �[ˈhæbɪt]� n.
习惯

read �[riːd]� vt. 
读

newspaper � 
[ˈnjuːzpeɪpə(r)]� n.
报纸

morning �[ˈmɔːnɪŋ]� n.
早上

post office [pəʊst]� [ˈɒfɪs]� 
邮局

helpful �[ˈhelpfl]� adj. 
有帮助的

neighbor �[ˈneɪbə(r)]� n.
邻居

like �[laɪk]� vt.
喜欢

A:	 Hi,	are	you	new	here?
B:	 Yes,	I	moved	here	several	days	ago.
A:	 I’m	Lily.	Nice	to	meet	you!	
B:	 I’m	Tom.	Nice	to	meet	you.	Have	you	been	living	

in	Beijing	for	long?
B:	 Not	really.	I	came	here	two	years	ago.	Where	do	

you	work?
A:	 I’m	a	teacher.	I	teach	English.	And	you?
B:	 I’m	a	nurse.	Do	you	know	whether	 there	 is	 a	

bookshop	nearby?	 I’m	 in	 the	habit	of	 reading	
newspapers	every	morning.

A:	 There	is	one	around	that	corner,	or	you	could	go	
to	the	post	office	to	buy	any	newspaper	you	like.	

B:	 Great.	This	is	really	helpful.	

参考译文:
A:	你好，你是新搬来的吗？

B:	是的，前几天搬来的。

A:	我叫莉莉，很高兴认识你。

A:	嗨，我叫汤姆。很高兴认识你。你来北京很

久了吗？

B:	不是的，刚来两年多。你在哪里工作？

A:	我是一名教师，教英语的。您呢？

B:	我是护士。您知道附近有书店吗？我每天早

上都有看报纸的习惯。

A:	那个转角处就有一个。你也可以去邮局买到

你喜欢的报纸。

B:	太好了，您的信息太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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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er �[trænsˈfɜː(r)]� vi.
转学

apply �[əˈplaɪ]� vi. 
申请

permit �[ˈpɜːmɪt]� n.
许可证

transfer �student � 
[ˈtrænsfɜː(r)]� [ˈstjuːdnt]� 

转学生

reunion �[ˌriːˈjuːniən]� n. 
重逢

separation �[ˌsepəˈreɪʃn]� n.
分离

coffee �[ˈkɒfi]� n. 
咖啡

busy �[ˈbɪzi]� adj.
忙的

old �friend �[əʊld]� [frend]� 
老朋友

school �days �[skuːl]� [deɪz]� 
同窗生活

close �friend � 
[kləʊz]� [frend]� 

亲密朋友

hug �[hʌɡ]� n.
拥抱

come �across � 
[kʌm]� [əˈkrɒs]� 

遇到

keep �in �touch � 
[kiːp]� [in]� [tʌtʃ]� 

保持联系

each �other �[iːtʃ]� [ˈʌðə(r)]� 
相互

A:	 Long	time	no	see.
B:	 Yes,	 it	ha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we	met	 last	

time.	
A: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Have	you	changed	your	

school?	
B:	 No.	I	have	been	visiting	relatives	recently.	
A:	 That’s	nice.	Where	have	you	been?	
B:	 I	went	to	visit	my	uncle	in	San	Francisco.	
A:	 Are	you	busy	now?	
B:	 No,	why?
A:	 How	about	a	coffee	in	that	café?	
B:	 Great!	Let’s	talk	over	coffee.

参考译文:
A:	好久不见。

B:	是的，自上次见面好久了。

A:	很高兴又见到你。你转学了吗？

B:	没有，我最近去探望亲戚了。

A:	那很好啊。你去哪了？

B:	我去旧金山看叔叔了。

A:	你现在忙吗？

B:	不忙，怎么了？

A:	去那家咖啡馆喝杯咖啡怎么样？

B:	好啊，咱们边喝边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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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new �[brænd]� [njuː]� 
全新的

red �[red]� adj. 
红色的

bell �[bel]� n.
钟

lobby �[ˈlɒbi]� n.
大厅

newcomer �[ˈnjuːkʌmə(r)]� 
n. 新来的人

new �classmate � 
[ˈnjuː]� [ˈklɑːsmeɪt]� 
新同学

allow �[əˈlaʊ]� vt. 
允许

aware �[əˈweə(r)]� adj.
注意到的

basement �[ˈbeɪsmənt]� n. 
地下室

junior �school � 
[ˈdʒuːniə(r)]� [skuːl]� 
初中

middle �school � 
[ˈmɪdl]� [skuːl]� 
初中

over �there � 
[ˈəʊvə(r)]� [ðeə(r)]� 
在那边

map �[mæp]� n. 
地图

for �free �[fə(r)]� [friː]� 
免费的

next �to �[nekst]� [tuː]� 
挨着

	A:	Excuse	me.	I	am	a	new	student	here.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Class	2,	Grade	2	is?

B:	 It’s	 in	that	brand	new,	tall	building	over	there.	
It’s	on	the	9th	floor.

A:	 Where	is	the	school	cafeteria?
B:	 It’s	in	the	basement	of	that	red	building	in	front	

of	the	tower	with	the	big	bells.
A:	 Where	is	the	library?
B:	 The	library	is	next	to	the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The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is	over	there	near	the	
school’s	main	entrance.	There	are	school	maps	for	
free	in	the	lobby	of	the	admin.

A:	 Thank	you.	I’ll	go	get	one.	
B:	 Sure.	Glad	to	be	of	service.	By	the	way,	my	name	

is	Tom.	You’ll	see	me	around	a	lot.	
A:	 Well,	hi!	My	name	 is	 Jane.	 I	am	glad	 to	meet	

you.	

参考译文:
A:	对不起，我是一名新生。请问初二二班在哪

里？

B:	就在那边那栋崭新大楼的九楼上。

A:	校食堂在哪里？

B:	在大钟楼前面的那栋红建筑的地下层里。

A:	图书馆在哪里呢？

B:	图书馆就在行政大楼的旁边。行政楼在那边，

校大门附近。在行政楼的大厅里有免费的学

校地图。

A:	谢谢，我要去拿一张地图。

B:	当然可以。很高兴能为你效劳。顺便说说，

我叫汤姆。你会经常看到我的。

A:	哦，你好，我叫简。很高兴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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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friend �[net]� [frend]� 
网友

online �[ˌɒnˈlaɪn]� adj.
在线的

at �least �[æt]� [liːst]� 
至少

crazy �[ˈkreɪzi]� adj.
疯狂的

real �life �[rɪəl]� [laɪf]� 
现实生活

story �[ˈstɔːri]� n.
故事

imagination � 
[ɪˌmædʒɪˈneɪʃn]� n.

想象

cyber �space � 
[ˈsaɪbə(r)]� [speɪs]� 

网络空间

real �world �[rɪəl]� [wɜːld]� 
现实世界

uncertain �[ʌnˈsɜːtn]� adj. 
不确定的

be �fooled �[biː]� [fuːld]� 
受骗

difficult [ˈdɪfɪkəlt]� adj.
困难的

evil �[ˈiːvl]� adj.
品行坏的

kind-hearted � 
[ˌkaɪndˈhɑːtid]� adj.

善良的

watch-chat �[ˈwɒtʃtʃæt]� vi.
边看边聊

A:	 Do	you	surf	online	regularly?
B:	 Of	course.
A:	 How	long	do	you	stay	online	every	day?
B:	 I	stay	online	five	hours	at	least	every	day.
A:	 Are	you	crazy?	What	are	you	doing	spending	five	

hours	online?
B:	 Millions	of	things,	such	as	online	chatting.
A:	 Aren’t	you	afraid	of	meeting	bad	people?
B:	 Yes	and	no.
A:	 Can	you	tell	if	a	person	is	bad	or	not?
B:	 Sure,	in	real	life	I	can!
A:	 I	think	it	is	hard	to	say	in	cyber	space.
B:	 Anyway,	I	love	to	meet	new	people.

参考译文:
A:	你定期上网吗？

B:	当然。

A:	你每天上网多长时间？

B:	我每天至少上 5 个小时。

A:	你太疯狂了吧？你在网上 5 个小时都干什么？

B:	干的事太多了，比如说网上聊天。

A:	你不怕遇到坏人吗？

B:	怕也不怕。

A:	你能分清好人坏人吧？

B: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我能分清。

A:	我想在网络空间中很难。

B:	不管怎样，我喜欢结识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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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going �[ˌiːziˈɡəʊɪŋ]� 
adj. 随和的

except �for �[ɪkˈsept]� [fɔː(r)]� 
除了

nice �[naɪs]� adj.
友好的

silent �[ˈsaɪlənt]� adj.
安静的

wonder �[ˈwʌndə(r)]� vt.
想知道

picky �[ˈpɪki]� adj.
挑剔的

please �[pliːz]� vt. 
取悦，使高兴

perfect �[ˈpɜːfɪkt]� adj.
完美的

gentle �[ˈdʒentl]� adj. 
文雅的

humor �[ˈhjuːmə(r)]� n. 
幽默

mild �[maɪld]� adj. 
温和的

manner �[ˈmænə(r)]� n. 
举止

behave �[bɪˈheɪv]� vi. 
行为，表现

bad-tempered � 
[bædˈtempə(r)d]� adj.
坏脾气的

talkative �[ˈtɔːkətɪv]� adj.
健谈的

A:	 It’s	been	a	 long	day.	 I	want	to	play	basketball.	
Would	you	like	to	go	with	me?

B:	 I	don’t	like	the	idea	at	all.	Since	it	is	late,	I	shall	
go	home	now.

A:	 How	do	you	feel	about	our	new	teacher?
B:	 She’s	friendly	and	easy-going.
A:	 Well,	I’m	not	sure	about	that.	Perhaps,	she’s	too	

picky	sometimes.
B:	 Yes,	that’s	right.	But	except	for	that,	I	think	she’s	

nice.
A:	 I	agree.

参考译文:
A:	今天真累，我想去打会儿篮球。你和我一起

去吗？

B:	我一点也不赞成这个主意。因为太晚了，我

要回家了。

A:	你觉得我们的新老师这个人怎样？

B:	她挺友好的，也挺随和的。

A:	哦，那个我不太肯定。也许她有时候太挑剔了。

B:	是的，没错。不过除了这一点，我觉得她挺

不错的。

A:	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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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m �[dɔːm]� n.
宿舍

dormitory �[ˈdɔːmətri]� n.
宿舍

chapter �[ˈtʃæptə(r)]� n.
章节

lock �[lɒk]� v.
锁

door �[dɔː(r)]� n.
门

quiz �[kwɪz]� n.
测试

note �[nəʊt]� n.
笔记

pen �[pen]� n.
笔

hurt �[hɜːt]� vt.
伤害

wake �[weɪk]� vt.
叫醒

apartment �building � 
[əˈpɑːtmənt]� [ˈbɪldɪŋ]� 

公寓

settle �[ˈsetl]� vi.
定居，安顿

roommate �[ˈruːmmeɪt]� n.
室友

bunk �bed �[bʌŋk]� [bed]� 
上下铺

dorm �life �[dɔːm]� [laɪf]� 
宿舍生活

A:	 I	guess	I’ll	turn	in,	Bob.	It’s	been	a	long	day.
B:	 I’ve	got	a	chapter	to	read	for	tomorrow,	so	I’ll	be	

up	for	a	while	yet.	I’ll	turn	off	the	heat	and	lock	
the	door	before	I	go	to	bed.

A:	 Okay.	What	time	are	you	getting	up	tomorrow?
B:	 Oh,	 the	usual	 time.	No,	wait	a	minute.	Make	

sure	I’m	up	before	you	go	out,	will	you?	I’ve	got	
a	quiz	at	ten.	It	wouldn’t	hurt	to	read	over	my	
notes.

A:	 I’ll	 try,	but	when	seven	o’clock	comes	around,	
don’t	forget	you	asked	me	to	wake	you.

B:	 Good	night,	Joe.

参考译文:
A:	我想我要上床了，鲍勃。今天很累了。

B:	我还有一章要读完，这是明天的功课，所以

我要等一会儿再睡。在我上床之前我会关掉

暖气和锁上门的。

A:	好的。明天你几点起床？

B:	啊，老样子。不，等一等。记住，我要在你

出去前起来，好吗？十点钟我有一个小考试。

最好能再读一遍我的笔记。

A:	我尽量做到，不过到七点钟时别忘了是你要

我叫醒你的。

B:	晚安，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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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ting �room � 
[ˈsɪtɪŋ]� [ruːm]� 
客厅

sofa �[ˈsəʊfə]� n.
沙发

table �[ˈteɪbl]� n.
桌子

chair �[tʃeə(r)]� n.
椅子

watch �[wɒtʃ]� vt.
看

brand �[brænd]� n.
牌子

wall �[wɔːl]� n.
墙

photo �[ˈfəʊtəʊ]� n.
照片

lamp �[læmp]� n.
灯

piano �[piˈænəʊ]� n.
钢琴

coffee �table � 
[ˈkɒfi]� [ˈteɪbl]� 
茶几

television �[ˈtelɪvɪʒn]� n. 
电视机

living �room �[ˈlɪvɪŋ]� [ruːm]� 
客厅

cage �[keɪdʒ]� n.
笼子

zone �[zəʊn]� n.
地带

A:	 Good	morning,	Jack.
B:	 Good	morning.	Lily.
A:	 What’s	in	your	sitting	room?
B:	 There	are	two	sofas,	a	table	and	four	chairs.
A:	 Is	there	a	TV	in	your	sitting	room?
B:	 Of	course.	We	often	watch	it	in	the	evening.	
A:	 What’s	its	brand?
B:	 It’s	Sony.	I	believe	in	its	quality.
A:	 What	is	the	size	of	it?
B:	 40.
A:	 Are	there	any	flowers	in	the	sitting	room?
B:	 Yes,	there	are.	They	are	very	beautiful.
A:	 What’s	on	the	wall?
B:	 There	are	some	pictures	and	a	map	of	China.
A:	 Oh,	your	sitting	room	is	very	nice.
B:	 Thank	you.	Welcome	to	my	home.

参考译文:
A:	早上好呀，杰克。

B:	早上好，莉莉。

A:	你的客厅里面有什么呢？

B:	有两张沙发，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

A:	你客厅里面有电视吗？

B:	当然有了。晚上我们经常看电视。

A:	电视是什么牌子的？

B:	索尼的。我相信它的品质。

A:	多大尺寸的？

B:	 40 寸。

A:	客厅里面有花吗？

B:	有呀，它们很漂亮。

A:	墙上挂着的是什么？

B:	是一些照片和一幅中国地图。

A:	你的客厅真是漂亮呀。

B:	谢谢，欢迎你到我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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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chen �[ˈkɪtʃɪn]� n.
厨房

apron �[ˈeɪprən]� n.
围裙

whisk �[wɪsk]� vt.
搅拌

boil �[bɔɪl]� vt.
煮

refrigerator � 
[rɪˈfrɪdʒəreɪtə(r)]� n.

冰箱

freezer �[ˈfriːzə(r)]� n.
冰箱

space �[speɪs]� n.
空间

cupboard �[ˈkʌbəd]� n.
橱柜

pot �[pɒt]� n.
罐

pan �[pæn]� n.
平底锅

cut �[kʌt]� vt. 
切

bowl �[bəʊl]� n.
碗

plate �[pleɪt]� n.
盘子

handle �[ˈhændl]� v.
处理，处置

drawer �[drɔː(r)]� n.
抽屉

A:	 I’d	like	to	help	you	with	dinner.
B:	 Really?	You	are	 joking.	You	never	come	to	our	

kitchen.
A:	 No.	I’d	like	to	do	something	special	for	you.
B:	 I’d	like	that.	All	right.	Put	on	this	apron	first.
A:	 OK.	Now	can	I	help?
B:	 Let	me	 see…Boil	 some	water	 and	 then	whisk	

two	eggs.	The	eggs	are	in	the	refrigerator	and	the	
bowls	are	in	the	top	drawer	of	the	cupboard.

A:	 Easy.	I	could	do	that	with	my	eyes	closed.
B:	 Not	bad.
A:	 Today	we	will	have	something	easy.
B:	 OK.
A:	 After	dinner,	I	can	also	handle	the	washing.
B:	 That’s	pretty	sweet.

参考译文:
A:	我想帮你一起做饭。

B:	真的吗？你在开玩笑吧。你从来都不到厨房

来。

A:	没开玩笑。我想为你做点儿特别的事情。

B:	很好。好吧，先把这个围裙系上。

A:	好的。现在，我怎么帮忙？

B:	让我看看，烧点水，然后再打两个鸡蛋。鸡

蛋在冰箱里，碗在橱柜最上面的抽屉里。

A:	这容易。我闭着眼睛都能干。

B:	还不错嘛。

A:	今天我们吃一些简单的。

B:	好的。

A:	饭后我还负责刷碗。

B: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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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rate �[ˈdekəreɪt]� vt.
装饰

bedroom �[ˈbedruːm]� n.
卧室

idea �[aɪˈdɪə]� n.
想法

picture �[ˈpɪktʃə(r)]� n.
图片

furniture �[ˈfɜːnɪtʃə(r)]� n.
家具

wardrobe �[ˈwɔːdrəʊb]� n.
衣橱

discount �[ˈdɪskaʊnt]� n.
打折

carpet �[ˈkɑːpɪt]� n.
地毯

heating �[ˈhiːtɪŋ]� n.
暖气

curtain �[ˈkɜːtn]� n.
窗帘

bed �[bed]� n. 
床

sheet �[ʃiːt]� n.
床单

pillow �[ˈpɪləʊ]� n.
枕头

lie �[laɪ]� vi.
躺

get �[ɡet]� vt.
得到

A:	 I’m	thinking	about	redecorating	my	bedroom.	I	
bought	this	magazine	in	order	to	get	some	ideas.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B:	 Good	 idea.	We	 truly	need	 to	decorate	 it.	The	
room	in	the	picture	is	bigger	than	your	bedroom,	
so	you	wouldn’t	be	able	to	put	all	the	furniture	in	
your	room.	

A:	 I’d	like	to	have	the	wardrobe.	
B:	 You	could	probably	 find	something	similar	 in	a	

discount	store.	
A:	 Yes.	I’m	sure	I	could	find	something	similar.	I’d	

also	like	to	get	a	new	carpet	for	my	bedroom.	
B:	 You	can	get	cheap	carpets	easily	on	line.
A:	 Do	you	know	on-line	shopping?
B:	 Of	course.

参考译文:
A:	我想重新装饰下我的卧室。我买了这本杂志

看看有什么启发。你觉得这张图片如何？

B:	好主意，我们确实该装修一下了。图片里面

的房间比你的大，所以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家

具放进去。

A:	我想要这个衣橱。

B:	你可以在打折商店里面买到一个相似的。

A:	是的，我确信会找到一个相似的。我还想为

我的卧室铺一条地毯。

B:	你也可以在网上很容易地买到便宜的地毯。

A:	你会网上购物吗？

B: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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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xing �[rɪˈlæksɪŋ]� adj.
放松的

picnic �[ˈpɪknɪk ]� n.
野餐

tree �[triː]� n.
树

shade �[ʃeɪd]� n.
阴凉

over �there � 
[ˈəʊvə(r)]� [ðeə(r)]� 

在那边

bench �[bentʃ]� n.
长凳

fountain �[ˈfaʊntən]� n.
喷泉

park �[pɑːk]� n.
公园

walk �the �dog � 
[wɔːk]� [ðə]� [dɒɡ]� 

遛狗

area �[ˈeəriə]� n.
区域

grassland �[ˈɡrɑːslænd]� n.
草地

spring �[sprɪŋ]� n.
泉水

water �[ˈwɔːtə(r)]� n.
水

vendor �[ˈvendə(r)]� n.
摊贩

swing �[swɪŋ]� n.
秋千

A:	 It’s	so	relaxing	here.	What	a	nice	day!
B:	 Hey,	Dad!	Let’s	play	the	ball!
A:	 So	much	for	relaxing.	Let’s	have	our	picnic.
B:	 Where	are	we	going	to	eat?
A:	 Over	 there	under	 that	 tree.	There’s	 shade	over	

there.	We	can	sit	on	that	bench.
B:	 Don’t	you	like	the	sun?
A:	 It’s	a	bit	 too	warm	for	me.	 I	prefer	 the	 shade.	

And	there	is	a	fountain	there.	It’s	cooler.
B:	 The	sights	in	the	park	are	so	beautiful.
A:	 We	will	come	here	next	week.	And	I	will	take	the	

kite	with	us.	We	can	also	walk	the	dog.

参考译文:
A:	这里真是让人放松。今天天气真好！

B:	嘿，爸爸！咱们去打球吧！

A:	休息到此为止。该准备野餐食物了。

B:	我们去哪儿吃啊？

A:	在那边的树下面。那里有树荫，我们可以坐

在树下的长凳上。

B:	你不喜欢太阳吗？

A:	这对我来说太热了。我更喜欢阴凉。而且那

儿有一个喷泉，更凉快。

B:	公园里风景太漂亮了。

A:	下周我们还要来，而且要把风筝带上。我们

还可以遛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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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usement �park � 
[əˈmjuːzmənt]� [pɑːk]� 
游乐场

item �[ˈaɪtəm]� n.
项目

roller �coaster � 
[ˈrəʊlə(r)]� [ˈkəʊstə(r)]� 
过山车

space �shuttle � 
[speɪs]� [ˈʃʌtl]� 
太空梭

pirate �boat �[ˈpaɪrət]� [bəʊt]� 
海盗船

flume ride [fluːm]� [raɪd]� 
激流勇进，滑浪飞船

adventure �[ədˈventʃə(r)]� n.
探险

scary �[ˈskeəri]� adj.
害怕的

merry-go-round � 
[ˈmeri]� [ɡəʊ]� [raʊnd]� n.
旋转木马

dizzy �[ˈdɪzi]� adj.
头昏眼花的

split �[splɪt]� vt.
分开

cotton �candy � 
[ˈkɒtn]� [ˈkændi]� 
棉花糖

Disneyland �[ˈdɪznɪlænd]� n. 
迪士尼

theme �park �[θiːm]� [pɑːk]� 
主题公园

air-fighter  
[eə(r)]� [ˈfaɪtə(r)]� n.
空战机

A:	 OK,	here	we	are,	 the	amusement	park.	Which	
items	do	you	want	to	try?

B:	 Can	we	go	on	the	roller	coaster,	please?	Then	I	
want	to	try	the	space	shuttle,	the	pirate	boat,	the	
flume	ride.	I	just	love	adventure!

C:	 You	can	go	with	your	 father,	Tommy.	Nelly,	do	
you	want	to	go	with	them?

D:	No,	they	are	all	too	scary.	I	 just	want	to	ride	on	
the	merry-go-round.

C:	 I	feel	dizzy	easily	too.	OK,	then	let’s	split.	Jack,	
you	take	Tommy	to	go	on	the	roller	coaster,	and	
I’ll	take	Nelly	to	ride	the	merry-go-round.

A:	 Sounds	good.	Let’s	meet	up	here	in	half	an	hour,	
and	then	get	them	some	cotton	candy.

C&D:	Oh,	yeah!	Cotton	candy!	Come	on,	let’s	go!

参考译文:
A:	好了，我们到游乐场了。你们想玩什么项目？

B:	我们能去坐过山车吗？然后我想去玩太空梭、

海盗船、激流勇进。我最喜欢冒险啦！

C:	汤米，你跟你爸爸去吧。纳利，你想跟他们

一起去吗？

D:	不，	这些项目都太吓人了。我就想去坐旋转

木马。

C:	我也容易眩晕。好吧，让我们分头行动吧。

杰克，你跟汤米去坐过山车，我带纳利去玩

旋转木马。

A:	好主意，咱们半个小时之后在这里碰面，然

后给他们买一些棉花糖。

C&D:	 啊哈，太棒啦！棉花糖！咱们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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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ial �hall � 
[məˈmɔːriəl]� [hɔːl]� 

纪念馆

respect �[rɪˈspekt]� n.
敬意，尊敬

protect �[prəˈtekt]� vt.
保卫，保护

freedom �['fri:dəm]� n.
自由

hometown �[ˈhəʊmtaʊn]� n.
家乡

list �[lɪst]� vt.& n.
罗列，清单

monument �['mɒnjʊmənt]� 
n. 纪念碑

build �[bɪld]� vt.
建筑

cherish �['tʃerɪʃ]� vt.
珍惜，珍爱

hero �[ˈhɪərəʊ]� n.
英雄

heroine �[ˈherəʊɪn]� n.
女英雄

injure �[ˈɪndʒə(r)]� vi.
受伤

wound �[wuːnd]� vi.
受伤

keepsake �[ˈkiːpseɪk]� n.
纪念品

victim �[ˈvɪktɪm]� n.
牺牲品，受害者

A:	 Now	kids,	you	have	 to	be	quiet	here.	And	no	
running	around.	It’s	a	memorial	hall.

B:	 Why	is	everyone	so	quiet?
A:	 They	are	 showing	their	 respect	 for	 the	 soldiers	

who	died	protecting	our	freedom.
B:	 Are	those	the	names	of	all	the	soldiers?
A:	 Yes.	The	names	and	their	hometowns	are	 listed	

there.	Actually,	 this	monument	 is	built	 to	 the	
memory	of	them.

B:	 The	list	is	so	long.
A:	 Yes,	you	are	right.	Now	you	know	why	we	should	

cherish	 our	 life,	 because	 it’s	 earned	by	many	
people’s	blood.

B:	 I	do,	father.	They	are	our	heroes.	

参考译文:
A:	孩子们，现在在这里你们要保持安静，而且

不准乱跑。这里可是纪念馆。

B: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安静呢？

A:	他们这是在向为保卫我们的自由而牺牲的士

兵们表示敬意。

B:	那些是所有士兵的名字吗？

A:	是的。他们的姓名和家乡都列在这里。事实上，

这座纪念碑就是为了他们而建的。

B:	这个名单好长啊。

A:	是的。现在你能明白为什么我们应该珍惜现

在的生活了，因为这是很多先辈用鲜血换	
来的。

B:	我明白了，爸爸。他们是我们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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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coffee �[waɪt]� [ˈkɒfi]� 
白咖啡

coffee �bean �[ˈkɒfi]� [biːn]� 
咖啡豆

offer �[ˈɒfə(r)]� vt.
提供

connection �[kəˈnekʃn]� n.
连接

program �[ˈprəʊɡræm]� n.
程序

word �[wɜːd]� n.
文字

processing �[ˈprəʊsesɪŋ]� n.
处理

edit �[ˈedɪt]� vt.
编辑

black �coffee � 
[blæk]� [ˈkɒfi]� 
黑咖啡

fond �[fɒnd]� adj.
喜爱的

photography �[fəˈtɒɡrəfi]� 
n. 摄影

digital �[ˈdɪdʒɪtl]� adj.
数字的

camera �[ˈkæmərə]� n.
相机

attach �[əˈtætʃ]� vt.
连接

file [faɪl]� n.
文件

A:	 Hi!	Is	that	the	new	laptop	you	bought	last	week?	
It	looks	very	nice.	

B:	 Thanks.	I’m	just	surfing	on	the	Internet.
A:	 Here?	In	this	café?	How	can	you	do	that?
B:	 This	café	offers	a	wireless	 Internet	connection.	

That	means	I	can	get	on	the	net	for	free	while	I’m	
here.	Of	course,	I	have	to	buy	a	cup	of	coffee.

A:	 That’s	great!	Can	you	do	it	anywhere?
B:	 No.	You	can	only	do	 it	where	 the	café	offers	a	

wireless	connection.	There	are	only	about	6	or	8	
places	that	offer	it	in	this	city.

A:	 So,	what	programs	do	you	have	on	your	laptop?
B:	 I	have	got	all	the	usual	ones	for	word	processing	

and	then	I	have	a	 few	 for	creating	and	editing	
photos.

A:	 I	know	you	are	 fond	of	photography.	 It’s	very	
useful	 for	 you	 to	be	 able	 to	download	photos	
from	your	digital	camera.	Then	you	attach	the	
picture	files	to	emails	and	send	them	to	anyone,	
anywhere,	at	anytime!

B:	 Good	idea!
参考译文:
A:	嗨，这是你上周买的笔记本电脑吗？看起来

很不错。

B:	谢谢。我正在上网。

A:	在这儿？在咖啡馆？怎么上的？

B:	这家咖啡馆提供无线网络连接。就是说，我
在这可以免费上网。当然我得买杯咖啡。

A:	太好了！哪儿都可以吗？

B:	不是的。咖啡馆必须提供无线连接。整个城
市只有 6 到 8 个地方有。

A:	那你的笔记本装有什么程序呢？

B:	我装了所有常见的文字处理程序，还有一些
创建和编辑图片的程序。

A:	我知道你很喜欢摄影。对你来说，从数码相
机下载图片是很有用的。你可以把图片附在

邮件后，然后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把

它们发给任何人。

B:	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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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c �[ˈrelɪk]� n.
遗产；文物

glass �box �[ɡlɑːs]� [bɒks]� 
玻璃箱

dust �[dʌst]� n.
尘土

expose �[ɪkˈspəʊz]� vi.
暴露

vacuum �[ˈvækjuəm]� n.
真空

thousand �[ˈθaʊznd]� num. 
千

bronze �[brɒnz]� n.
青铜

priceless �[ˈpraɪsləs]� adj.
无价的

hundred �[ˈhʌndrəd]� num.
百

million �[ˈmɪljən]� num.
百万

billion �[ˈbɪljən]� num.
十亿	

treasure �[ˈtreʒə(r)]� n.
宝藏

unearthed �[ʌnˈɜːθd]� adj.
出土的

collector �[kəˈlektə(r)]� n.
收集者

rare �[reə(r)]� adj.
罕见的

A:	 May,	is	this	the	Hall	of	Ancient	China?	
B:	 Yes.	Look	at	these	historical	relics	here,	amazing!	
A:	 Why	are	they	all	in	glass	boxes?	
B:	 For	protection.	Some	relics	will	 turn	to	dust	 if	

exposed	to	air.
A:	 So	there	isn’t	air	in	the	glass	boxes?	
B:	 No,	there	isn’t.	They	are	all	vacuumed.	
A:	 I	wonder	how	old	these	things	are,	thousands	of	

years.	
B:	 Yeah,	they	all	come	from	a	very	ancient	time.	
A:	 Hey,	look	at	the	three-leg	cup.	I’ve	seen	it	on	TV.
B:	 The	bronze	cup	was	made	4,000	years	ago.	It’s	

priceless!	

参考译文:
A:	梅，这是古代中国馆吗？

B:	是啊。看这些历史文物，真令人惊叹！

A:	为什么它们都被放在玻璃箱里呢？

B:	为了保护它们啊。一些文物放在空气中就会

化成灰。

A:	那么玻璃箱中没有空气了？

B:	没有。它们都是真空的。

A:	真不知这些东西有多古老，几千年吗？

B:	是啊，它们都来自古代。

A:	嘿，看这个三只脚的杯子。我在电视上看到过。

B:	这只青铜杯子制作于四千年前。这可是无价

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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