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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背单词太乏味，如何才能坚持下去？

英语单词那么多要从何记起？哪些单词才是最应该掌握的？

这些单词怎么记才不会忘掉？有没有什么神奇的办法？

相似的单词那么多，要如何正确使用？

在背单词的过程中你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困惑呢？许多英语学习者在面

对背单词这个问题时都会感到吃力；许多人看着厚厚的单词书，不知该从何下

手；有些学习者非常卖力地记忆了大量单词，可是过不了多久又忘掉大半，

倍感挫折，甚至想要彻底放弃。其实，只要选对了方法，背单词也会变得轻松

有趣。

我们知道汉字有偏旁部首，通过偏旁部首，可以大致推测这个汉字的意

思。英语单词也一样，也有自己的“偏旁部首”，这些“偏旁部首”就是词根

和词缀。词根、词缀既是构成单词的基本要素，也是破解单词记忆的终极密

码。只要你掌握了这套单词密码，记单词再也不是什么难题。《单词密码：词

根+词缀，英语单词应该这样背》呈现给你的不仅仅是必备的英语单词，更是

传授给你一套终身受用的单词记忆法，让你摆脱死背单词的魔咒，用最有效率

的办法轻松记单词！ 

在内容设置上，本书具有以下特色：

1．常用词根词缀完整收录

全书共收录词根、前缀、后缀488个，不论你是普通的英语学习者，还是

为了出国旅游或在职进修，抑或是正在准备各种英语考试，这本书绝对符合你

背单词的需求。有了这488个单词密码，破解再多单词都不在话下，让你的英

语学习得心应手。

2.  独创词根词缀分类方法

本书将收录的词根词缀按照其实用程度分为三个级别，分别为“日常高频

词根词缀”“常用词根词缀”和“专业词根词缀”三部分。读者可以从最实用

的内容开始看起，先学最常见、最简单的词根词缀，再逐渐过渡到比较难的内

容，这样也不至于因为一开始学习就遇到太难的内容而丧失积极性。

3.  同源单词分级标注，相似单词一次学会

每个词根或词缀下收录的单词因为同根同源，便于读者一次记住相关词

汇，迅速扩充单词资料库。这些同源单词也会按照难易程度用一星到三星标

注，这与将词根词缀按难易程度划分的想法一致，都是为了帮助读者循序渐进

记单词。



4. 词根词缀来源讲解，猜词功力倍增

英文的词根词缀是单词组合里最小的单位，每一个词根词缀都代表一个意

思，在熟知这些意思之后，再配上关于其来源或者引申含义的了解，能够帮助

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单词的含义。即使遇上不认识的单词，也能通过词根词缀推

测其含义。

5. 神奇单词拆分法，记单词妙趣横生

根据词根词缀的特点，我们为单词配上神奇拆分记忆法，让记单词变得妙

趣横生，还可以加深相关词根、词缀的记忆。

6. 实用例句+衍生补充=完整单词学习法

对于特别重要的主词，我们会根据其最常用的意思添加例句，帮助读者更

好地理解单词。另外，我们还会拓展近义词、反义词、派生词、单词使用方法

等内容，让读者可以事半功倍地学习。

背单词和任何事情一样，都讲究方法。用轻松的方式代替传统的死记硬

背，会发现背单词不再像过去那样艰难。希望这本书能帮读者了解英语构词规

律，解决单词记不住的难题，并掌握推测词义的方法，在日后的学习中能够举

一反三，彻底扫清背单词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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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单词中的“偏旁部首”——词根

我们知道汉字有偏旁部首，通过偏旁部首，可以大致推测这个汉字的意思。英

语单词也一样，也有自己的“偏旁部首”，这些“偏旁部首”就叫词根。词根是英

语单词构词法的核心，词的意义往往就是由组成单词的词根表现出来的。

词根可以单独成词，也可以与前缀和后缀一起组成合成词。

一般来说，单词由三部分组成：词根、前缀和后缀。词根决定单词的意义，前

缀改变单词词义，后缀则决定单词的词性。通过词根来记忆单词的好处不仅在于可

以一次记住多个单词，还可以大大提高我们推测陌生单词词义的能力。而对于已经

认识的单词，通过对词根词缀的了解，更能深刻理解单词的含义。

以equ/equi这个词根为例，它就相当于是一个英文中的“偏旁部首”，是“相

同；平等”的意思，由这个词根又衍生出了许多单词，如：

❶ equ(平等) + al(……的)→equal 平等的

❷ equ(平等) + able(性质、状态)→平等的状态→equable 稳定的，不变的

❸ equ(平等) + ate(表动词)→equate 使平等

❹ equ(相等) + ation(表名词)→equation 等式

❺ equit(=equi平等)+ able(具有……性质的)→equitable 公平的，公正的

再比如set这个词根，它的意思是“放，安置”，由这个词根也可以衍生出很多

单词，如：

❶ in(进入)+set(放)→放进去→inset 插入

❷ re(重新)+set(放)→reset 重放

❸ up(向上)+set(放)→放个底朝天→upset 打翻

❹ set(放，置)+tle→置业→settle 安居

❺ un(不)+settle(放，置)→无法安置→unsettle 使……不安宁

由上面这两组例子可以看出，一个词根或单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统领”一群

单词，而在这群单词中，每个单词的意义都以这个词根的意义为基础。掌握了一个

词根，就有了一把钥匙，能解开10个或20个包含此词根的单词的含义。

英语中常用的词根也就200多个，它们就像汉语里的偏旁部首一样常见而重

要。越早掌握这些内容，就可以越早摆脱死记硬背的“蛮干”状态，及早进入科

学、高效的记单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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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词义、词性的“零件”——词缀

前面我们提到了，单词是由词根、前缀、后缀三种元素组成的，三种元素不同

顺序的排列组合构成了千变万化的英语单词。如：

1. 前缀 + 词根

 dis-(不) + like(喜欢)→dislike 不喜欢

2. 词根 + 后缀

 audi-(听) + -ence(表名词)→听的人→audience 听众

3. 前缀 + 词根 + 后缀

 op-(反) + pon(位置) + -ent(人)→站在相反位置的人→opponent 对手，对抗者

4. 前缀 + 前缀 + 词根

 re-(再) + ex-(出) + port(运)→再运输出去→reexport 再输出

5. 词根 + 后缀 + 后缀

 cord(心) + -ial(……的) + -ly(……地)→真心待人地→cordially 诚恳地

6. 前缀 + 词根 + 词根

 tri-(三) + gon(o) (角) + metry (测量) → trigonometry 三角学

7. 前缀 + 前缀 + 词根 + 后缀 + 后缀

  un-(无) + pre-(先、前) + ced(行走，前进) + -ent(表事物)+ -ed(……的)→ 
unprecedented 无先例的

以上所列的七种情况基本涵盖了词根词缀常见的排列顺序。词根、词缀的不同

排列，可以衍生出很多单词，而通过记忆词根、词缀的方法来记单词，效果远超过

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去记忆单词。我们知道词缀又分为前缀和后缀，接下来我们

就分别看一下这两类词缀的特点。

前缀

单词中位于词根前面的部分就是前缀，如：un-，ante-等，前缀可以改变单词

的意思。来看几个例子：

1. 表示否定的un-，in-，im-，il-，ir-，non-，mis-，dis-，anti-，de-，
counter-，a-等，如：

 un(不，无)+acceptable(可接受的)→unacceptable 不可接受的

 anti(反，抗)+war(战争)→antiwar 反战的

2. 表示尺寸的semi-，mini-，micro-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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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mi(半)+circle(圆)→semicircle 半圆

 micro(小)+bus(公共汽车)→microbus 小型公共汽车

3. 表示位置关系的inter-，trans-，ex-，sub-等，如：

 inter(在……之间)+city(城市)→intercity 城市间的

4. 表示时间和次序的ante-，pre-，prime-，post-等，如：

 ante(在前)+marit(婚姻)+al(……的)→antemarital 婚前的

5. 表示数字的bi-，tri-，oct-，dec-，multi-，semi-等，如：

 bi(两)+cycle(轮)→bicycle自行车

我们再以否定前缀为例，简单分析一下词缀的构词规律。表示否定的前缀大约

有12种，每一种词缀都有其独有的构词规律：

1. dis-加在名词、形容词、动词之前，如：

 dislike 不喜欢

2. in-加在形容词、名词之前，如：

 inability 无能，无力

3. im-加在字母m, b, p之前，如：

 impossible 不可能的

4. il-加在以l开头的词前，如：

 illegal 非法的

5. ir-加在以r开头的词前，如：

 irresponsible 不负责任的

6. un-加在名词、形容词、副词之前，如：

 unavailable 不可获得的

7. non-加在形容词、名词前，如：

 nonessential 不重要的

8. mis-加在动词、名词之前，如：

 misbehavior 不礼貌，品行不端

9. de-加在名词、形容词之前，如：

 dematerialize 非物质化，消失

10. anti-加在名词、形容词之前，如：

 antisocial 反社会的

11. counter-加在名词、动词前，如：

 counteract 对抗，抵消

12. a-在名词前，表示相反，加强，如：

 apathy 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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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缀

后缀也是非常重要的构词元素，通过后缀我们常常可以判断出一个词的词性。

常见后缀有如下几类：

1. 名词后缀-er(or)，-ment，-ness，-ion，-ence，-acy，-ity，-ster，
-eer等，如：

equip(配备，装备)+ment(具体物)→equipment 设备

kind(仁慈的)+ness(性质，状态)→kindness 仁慈

part(部分)+i+tion(名词后缀)→分成部分→partition 分割

refer(提及)+ence(名词后缀)→reference 提及，涉及

prim(主要的)+acy(名词后缀)→primacy 主要地位；重要性

2. 动词后缀-ify，-ize，-ise，-ulate等，如：

dign(高贵)+ify(使……)→dignify 使……高贵

memor(记忆)+ise/ize(使……)→memorize 记住

3. 形容词后缀-ful，-ly，-ed，-ous，-able，-ible，-ial，-most，-ing 
等，如：

care(小心)+ful(充满……的)→careful 小心的

access(接触，接近)+ible(可……的)→accessible 易接近的

fac(e)(面，脸)+ial(……的)→面部的→facial 面部的

assum(e)(以为)+ing(令人……的)→assuming 傲慢的

4. 副词后缀-ly，-ably，-ward(s)，-wise等，如：

bad(坏的)+ly(……地)→badly 坏；严重地

not(e)(注意)+ably(……地)→注意到地→notably 明显地

back(后面的)+ward(向……)→backward 向后的

我们再以名词后缀为例，表示“人”的后缀有以下几种：

1. -er, -ier表名词，“人”，如：

 banker 银行家

2. -al表名词，“人”，如：

 criminal 犯罪分子

3. -an表名词，“……地方的人，精通……的人，信仰……的人”，如：

 artisan 工匠，技工

4. -en表名词，“人”，如：

 citizen 公民；市民

5. -ent表名词，“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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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nt 代理人

6. -ior表名词，“人”，如：

 senior 年长者

7. hum=man 表示“人”，如：

 human 人类

8. popul, publ=people 表示“人民”，如：

 population 人口，人数

9. -aire表名词，“人”，如：

 millionaire 百万富翁

10. -ar表名词，“人”，如：

 liar 说谎者

11. -ist表名词，“人(信仰某种信仰、主义或从事某职业、研究)”，如：

 feminist 女权主义者

12. -y表名词，“人”，如：

 fatty 胖子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通过对词根、词缀的学习，大家可以大致猜

出多数单词的意思，比如，我们知道了词根vis是“看见”的意思，我们就可以大

致推断如下单词的意思：

visible 可见的，看得见的

vision 视力；眼界

visual 视觉的，视力的

advise 忠告，建议

advisory 顾问的，咨询的

evident 明显的，显然的

evidence 证据

provident 深谋远虑的，有远见的

……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都如此，还有一部分单词的词义并不完全等于词根意义+
词缀意义，这是因为，在词根、词缀逐渐演变的过程中，词根和词缀的意思会发生

一些变化，如：

sal(盐) + ary(表示物) →古代工钱以给盐多少计算→salary 工资

pre(前)+sid(坐)+ent(表示人) →在前面坐的人→president 大学校长，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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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共同)+spir(呼吸)+e→同呼吸，共存亡→conspire 同谋

可见，有些单词表面意思与其词根、词缀的意义相差甚远，但是追其根源，我

们会发现，这个单词的意思与其词根、词缀的含义是密不可分的，只是在漫漫历史

长河中产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而一旦我们了解了这个词义的来源，将会更有助于

我们记住这个单词。

最后预祝大家在漫漫词海中，终能修成正果，通过对词根、词缀的学习，能以

一当十，打开词汇奥秘的大门。

单
词
密
码
：
词
根+

词
缀
，
英
语
单
词
应
该
这
样
背

6



专
业
词
根
词
缀

491

homew�ork  ['h4Jmw\:k]� n. 家庭作业

★ 记    home(家庭)+work(工作)→家庭作业

 短    do homework 做作业

paperw�ork  ['peIp4w\:k]� n. 文书工作

★ 记   paper(文件)+work(工作)→日常文书工作

 例   His duty in our company is to do the paperwork. 他在我们
公司负责文书工作。

farmw�ork  ['f2:mw\:k]� n. 农活

★★ 记    farm(农场)+work(工作)→农活

paintw�ork  ['peIntw\:k]� n. 油漆工作

★★ 记   paint(油漆)+work(工作)→油漆工作

shiftw�ork  ['5Iftw\:k]� n. 轮值上班制

★★ 记   shift(轮流的)+work(工作)→轮值上班制

 例    We have shiftwork in this hospital. 我们这家医院采用轮值
上班制。

cameraw�ork  ['k1m4r4w\:k]� n. 摄影技巧

★★ 记   camera(照相机)+work(工作)→摄影技巧

fieldwor�k  ['fi:ldw\:k]� n. 实地调查；临时筑成的防御工事

★★★ 记   field(野外的)+work(工作)→野外研究→实地调查

 例   A series of acquisitions might represent a decade’s 
fieldwork. 一系列的收获可能需要10年的实地调查。

need�l�ew�ork  ['ni:dlw\:k]� n. 缝纫，刺绣

★★★ 记   needle(针)+work(工作)→针线活→刺绣

142.  -ician 表名词，“人 ( 精于某种学术或从事某种职业 )”，大多数由
		-ic(s)+-ian 构成

后缀-ician表示“……领域的精通者，专家”，因此在看到以该后缀为结尾的单词时，就

可以想到该词与“专家”相关。

musician  [mju:'zI5n]� n. 音乐家，乐师

★ 记    music(音乐)+ician(人)→音乐家

 例    The great musician contributed much to the country. 这
位伟大的音乐家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

pol�itician  [`pɒlI'tI5n]� n. 政客

★ 记    polit(政治)+ician(人)→政客

 例    My grandpa was a very influential politician. 我的爷爷是
位非常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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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ian  [tek'nI5n]� n. 技术员，技师

★ 记   techn(技艺)+ician(人)→技术员，技师

l�ogician  [l4J'd9I5n]� n. 逻辑学家

★★ 记   log(说话)+ician(人)→说话有逻辑的人→逻辑学家

statistician  [Wst1tI'stI5n]� n. 统计学家

★★ 记   statist(=statistic统计学的)+ician(人)→统计学家

el�ectrician  [WIlek'trI5n]� n. 电工，电气技师

★★ 记   electr(电的)+ician(人)→电工

 例   An electrician  helped my mother repair the washing 
machine. 一位电工帮助我妈妈修理了洗衣机。

optician  [ɒp'tI5n]� n. 眼镜商

★★★ 记   opt(视力)+ician(表人)→靠改善视力做生意的人→眼镜商

143. -fy�, -ify� 表动词，“使……，……化”
在看到以-fy或-ify为结尾的单词时，我们首先就可以判断它为动词，其含义通常是

“使……，……化”，如：purify(使纯净)。

satisfy�  ['s1tIsfaI]� v. (使)满足，使满意

★ 记    satis(饱，满)+fy(使……)→(使)满足

 例    That answer won’t satisfy your boss. 那个回答不能令你老
板满意。

 短    satisfy with 满足于，使……满意

beautify�  ['bju:tIfaI]� v. 美化

★ 记    beaut(=beauty美)+ify(……化)→美化

cl�assify�  ['kl1sIfaI]� v. 分类，归类 

★ 记    class(种类)+ify(使)→分出级别→分类

justify�  ['d98stIfaI]� v. 证明……是正当(或有理)

★ 记    just(正确)+ify(使……)→证明……是正当(或有理)
 近    legitimate 使合法

magnify�  ['m1gnIfaI]� v. 放大，扩大；夸大，夸张

★ 记    magn(大)+ify(使……)→使……大→放大，扩大

 近    amplify/enlarge 扩大

mod�ify�  ['mɒdIfaI]� v. 修改，更改，修饰

★ 记    mod(模式)+ify(使……)→使模式更好→修饰

purify�   ['pjJ4rIfaI]� v. 净化，使纯净，提纯

★★ 记   pur(纯洁)+ify(使……)→使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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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cleanse 清洗；净化

 反   contaminate 污染，弄脏

d�ignify�  ['dIgnIfaI]� v. 使……显得崇高，给……增光

★★ 记   dign(高贵的)+ify(使……)→使……显得崇高

 例    Tom refused to dignify the small collection of books with 
the name of library. 汤姆拒绝抬高这家小书馆为图书馆。

exempl�ify�  [Ig'zemplIfaI]� v. 例示，举例证明；是……的典型

★★ 记   ex(出)+empl(=ampl拿)+ify(使……)→拿出(好的)来→举例说明

 例   I will exemplify one or two examples to support my point. 
我会举一两个例子来支撑我的论点。

 近   demonstrate 论证；illustrate 举例说明

certify�  ['s\:tIfaI]� v. 证明

★★ 记   cert(搞清)+ify(使……)→使清楚→证明

 例   You have to certify that the project is being carried out 
smoothly. 你要提交书面报告证明该项目正在顺利进行。

 近   attest/prove 证明

horrify�  ['hɒrIfaI]� v. (使)恐惧

★★★ 记   horr(害怕)+ify(使……)→使恐怖

 近   frighten/startle 使惊吓

144. -ize 表动词，“使……，……化”
以-ize为结尾的单词通常为动词，含有“使……，……化”的意思，常出现在美式英语

中，在英式英语中应该为-ise。

ad�vertize  ['1dv4taIz]� v. 做广告；为……做广告

★ 记    advert(广告)+ize(使……)→做广告

criticize  ['krItIsaIz]� v. 批评，批判；评论，评价

★ 记    critic(批评家)+ize(使……)→批评

 例    He criticized her unfairly. 他不公平地批评她。

memorize  ['mem4raIz]� v. 记住，记忆

★ 记    memor(记忆)+ize(使……)→记住

 例    He is too old to memorize anything. 他太老了，什么都记
不住。

real�ize  ['rI4laIz]� v. 认识；实现

★ 记    real(真实的)+ize(使……)→使成真→实现

 例    Have you realized your mistake? 你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

popul�arize  ['pɒpjJl4raIz]� v. 推广，普及

★ 记    popular(流行的)+ize(使……)→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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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ize  ['p8blIsaIz]� v. 宣传

★ 记    public(公开的)+ize(使……)→宣传

 例    I won’t publicize my private phone number. 我不会公开自
己的私人电话。

authorize  ['3:74raIz]� v. 授权

★★ 记   author(创作者)+ize(使……)→要获得专利，需要得到创作者的
授权→授权

l�ionize  ['laI4naIz]� v. 崇拜，看重

★★★ 记   lion(狮子)+ize(使……)→把人看作狮子→崇拜

material�ize  [m4'tI4rI4laIz]� v. 物化，使具体化；实现

★★★ 记   material(材料，物质)+ize(……化)→物质化→使具体化

 近   realize 实现

neutral�ize  ['nju:tr4laIz]� v. 使中和；使无效

★★★ 记   neutral(中间)+ize(使……)→(使)中立化

temporize  ['temp4raIz]� v. 拖延，拖延时间

★★★ 记   tempor(时间)+ize(……化)→时间化→为争取时机而拖延→拖
延时间

145. -ess	表名词，“女性，雌性”
通常加后缀-ess的单词作名词，表示的含义多为“女性”，如“女服务员”可以表示为

waitress，而与之相对应的“男服务员”则是waiter。

actress  ['1ktrIs]� n. 女演员

★ 记    actr(=act扮演)+ess(女性)→女演员

w�aitress  ['weItrIs]� n. 女服务员

★ 记    waitr(=wait伺候用餐)+ess(女性)→女服务员

hostess  ['h4JstIs]� n. 女主人

★ 记   host(主人)+ess(表女性)→女主人

 例    It’s a very good party. You’re a pretty good hostess. 派对
太棒了，你是个很棒的女主人。

 短   air hostess 空中小姐

 拓   guest 客人；host 东道主；visit 拜访；stay 逗留

god�d�ess  ['gɒdIs]� n. 女神

★★ 记   godd(=god神)+ess(女性)→女神

 例   The goddess of fortune likes the one who is full of hope. 
命运女神青睐那些充满希望的人。

heiress  ['e4rIs]� n. 女继承人

★★ 记   heir(继承)+ess(表女性)→女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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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ress  [Wm1nId94'res]� n. 女经理，女管理人

★★★ 记   manager(经理)+ess(女性)→女经理

may�oress  ['me4rIs]� n. 市长夫人；女市长

★★★ 记   mayor(市长)+ess(女性)→女市长

146. -ar	表形容词，“有……性质的，有……作用的，有……倾向的”
大家在看到后缀-ar的时候，通常会认为它表示名词，而实际上该后缀为形容词后缀，意

为“……性质的，有……作用的”，如：familiar(熟悉的)。

famil�iar  [f4'mIlI4]� a. 熟悉的

★ 记   famili(=family家庭)+ar(有……性质的)→熟悉的

 例   Mary has lived here for several years and is familiar with her 
neighbors. 玛丽已经在这儿住了很多年了，和邻居们都很熟悉。

 拓   acquaint 使熟悉；buddy 密友；dependable 可信赖的；
fraternal 兄弟的；pal 结成好友；trusty 可信赖的

l�inear  ['lInI4]� a. 线的

★★ 记   line(线)+ar(有……性质的)→线的

 短   a linear accelerator 直线加速器；linear measurements 长
度测量

vul�gar  ['v8lg4]� a. 大众的；庸俗的，粗俗的；粗野的

★★ 记   vulg(庸俗)+ar(有……性质的)→无教养的→粗俗的

 例   Don’t tell such kind of vulgar joke in front of the children. 
不要在孩子面前讲这种粗俗的笑话。

 近   coarse 粗鄙的

 反   elegant 高雅的

titul�ar   ['tItjJl4]� a. 有名无实的，名义上的

★★★ 记   titul(=title头衔)+ar(有……性质的)→只有个空头衔→有名无实的

147.  -n�om(y�) = a field of kn�owledge 表示“某一领域的知识、理
	论，……学”

通常在看到单词是以-nom或-nomy为结尾时，就要想到该词含有“……学”的意思，

如economy就可以表示“经济学”。

economy�  [i:'kɒn4mI]� n. 经济(学)；节约，节省

★ 记   eco(经济)+nomy(某一领域的知识)→经济(学)
 例   The company will cut over 300 positions as part of an 

economy drive. 公司将裁减300多个岗位，以此作为一种节省

开支的手段。

 派   economic 经济的；economical 节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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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nomy�  [3:'tɒn4mI]� n. 自治；人身自由，自主权

★★ 记   auto(自己)+nomy(理论)→自己治理的理论→自治

 例   If we decentralize, the provinces will have more 
autonomy. 如果我们把权力下放，各省就会有更多的自治权。

agronomy�  [4'grɒn4mI]� n. 农学

★★★ 记   agro(田地；农业)+nomy(……学)→农学

antinomy�  [1n'tIn4mI]� n. 自相矛盾

★★★ 记   anti(反)+nomy(理论)→相反的理论→自相矛盾

148. -itud�e 表名词，“情况，性质，状态，事物”
-itude是名词后缀，通常带有该后缀的单词都含有“情况，性质，状态”等抽象含义，

如：longitude(经度)。

magnitud�e  ['m1gnItju:d]� n. 重量；重要性；巨大

★★ 记    magn(大)+itude(性质)→广大

habitud�e  ['h1bItju:d]� n. 习俗

★★ 记   habit(习惯)+itude(情况)→习俗

l�ongitud�e  ['lɒnd9Itju:d]� n. 经度

★★ 记   long(长)+itude(状态)→从北极长跨到南极→经线

sol�itud�e  ['sɒlItju:d]� n. 孤独

★★★ 记   sol(单独)+itude(状态)→孤独

 例   Nobody is fond of solitude. 没有人喜欢孤独。

 拓   lone 孤独的；reclusive 隐居的；monophobia 孤独恐惧症；
dolefulness 寂寞；bachelor 单身汉

fortitud�e  ['f3:tItju:d]� n. 坚韧不拔

★★★ 记   fort(力量，强壮的)+itude(状态)→坚韧不拔

 近   resoluteness 刚毅；resolution 坚毅

 派   fortitudinous 坚忍的

incertitud�e  [In's\:tItju:d]� n. 疑惑，不确定

★★★ 记   in(不)+cert(确定)+itude(状态)→不确定的状态→疑惑

 近   uncertainty 不确定

pl�atitud�e  ['pl1tItju:d]� n. 陈词滥调

★★★ 记   plat(平)+itude(情况)→用词平平，毫无新意→陈词滥调

 例   My advisor’s hollow platitudes weren’t very helpful. 顾问
的那些陈词滥调对我没什么帮助。

pl�enitud�e  ['plenItju:d]� n. 完全；大量

★★★ 记   plen(满)+itude(状态)→充足，大量

 近   abundance 大量；plenty 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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