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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大学英语课程一般要求推荐的词汇量为4795个(含中学应掌握

的词汇),本书删除新课标初中英语1600词后,根据词频和分级数据,
即 Thorndike’s Teacher’s Word Book 和 BNC (British National
Corpus),以及编者语料库科研项目、国家级命题资料和分级新书,精
选后删除了部分比较简单的、不必复记的新课标高中英语词汇,将收

录的2445个词划分成四个词表,由复习简易词到学习新词顺序编

写,供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读者使用。
本书特点突出,分四大模块传授速记方法。

WordList1—2收录的是核心单词,在历年四级考试中出现频

率较高,相信读者已认知这些单词,这两个模块旨在让读者复习,以在

认知的基础上熟练掌握这些单词的用法。
WordList3—4收录的单词在目前四级考试中出现频率稍低,

有些在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中尚未出现过,但在未来考试中出现的概率

极大,且属于参考词表规定范围内的必学词汇,应该作为重点词来熟

记。各词表按字母顺序排列,各字母内的单词按难易程度排序,即根

据词频、级别、难度系数,乱序排列,便于学生记忆和扩大词汇量,力求

达到快捷高效。
本书在词汇收录上注重分频科学性,知识点讲解上注重实用性,

例句选择上注重模拟性,词汇学习上注重规律性。
本书还集用法、辨析、同/反义词、派生词为一体,便于扩充词汇

量,有利于培养读者的英语运用能力、自学能力和应考能力。

词汇用法　简明扼要,有利于巩固语法知识、了解词汇的搭

配关系、培养词汇应用能力、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

词汇辨析　精益求精,分析了大量同义词或近义词的区别,
为读者排忧解难,避免混淆不清和迷惑不解,进一步弄清词与词之间

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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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反义词　收录了英语学习中复现率最高的高频词汇,其
中大部分词汇已经出现在本书内,起到事先预习和复习巩固的作用。

派生词　对原有词条的扩展,引导读者产生联想,提高认知

能力,轻而易举地扩大词汇量。虽然派生的词汇没被列入四级词汇参

考词表,但不属于超纲词,所以掌握这些词汇可使考生有备无患。
总之,本书已将有效记忆单词的方法巧妙融会贯通,无论内容思

路还是栏目板块的设置,都体现了科学性、实用性和时代性。相信读

者在利用本书时会产生轻松愉快记忆单词的感觉。
成书仓促,疏漏或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编　者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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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pany/əˈkʌmpənI/vt.陪伴,陪同;伴随;为…伴奏(或伴唱)
　【巧记】ac-(朝,向,ad-的异形)+company(同伴,陪伴)
　【例句】Herfriendaccompaniedherattheviolin.她的朋友拉小提

琴为她伴奏。
　【辨析】attend和 accompany 均 有 “陪 伴”的 意 思。用 于 人 时,
accompany表示对等关系,“与人做伴,陪伴,和…一起”,attend表
示主从关系,有“陪同,随从,随待,照顾”的意思。

accomplish/əˈkʌmplIʃ/vt.达到(目的),完成(任务),实现(计划、诺
言等)

　【例句】Alazymancanneveraccomplishanything.懒惰的人永远

一事无成。
　【辨析】accomplish,achieve,attain和fulfill都有“完成,实现,达

到”的意思。accomplish强调完成规定的工作。achieve强调通过
努力达到预期目标。attain是比较庄重的说法。fulfill特指根据条
件等需要做某事。

　【派生】accomplisheda.完成的;实现的;有造诣的

account/əˈkaʊnt/n.账目,账,账户;描述,记述,报告;理由,解释,
说明　vi.(for)说明…的原因,是…的原因;(在数量、比例方面)占

　【例句】I’dlik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我想知 道 开 活 期 存 款 账 户 的 情 况。∥Itisdifficultto
accountforthissharpriseinprice.对价格急剧上涨的原因,很难

解释。
　【词组】accountfor解释,说明

ofnoaccount不重要

onaccountof为了…的缘故,因为,由于

onnoaccount决不,绝对不

takeaccountof考虑到,顾及,体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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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intoaccount考虑

　【辨析】account指说明某事物如何符合自然法则或逻辑。clarify
指把已发生的事件、情况和现状说清楚。explain含义广,指把某事
向原来不了解、不清楚的人解释明白。illustrate多指用实例或插
图、图表加以说明。interpret着重以特殊的知识、经验来解释难理
解的事情。

　【派生】accountantn.会计accountablea.有责任的;可解释的

adopt/əˈdɒpt/vt.收养;采取,采纳,采用;正式通过,批准

　【巧记】ad-(“添加,接近;到,向”)+opt([拉丁]选择)
　【例句】Mr.and Mrs.Williamsadoptedachild whoseparents

weredead.威廉斯夫妇收养了一个父母双亡的孩子。
　【辨析】adopt为法律上的收养。foster为代养。
　【反义】reject拒绝,抛弃　discard遗弃,丢弃

　【派生】adoptablea.可采用,可收养adoptivea.采用的,收养的

amount/əˈmaʊnt/n.总额;量,数量,数额vi.(to)合计,共计;(在意
义、价值等方面)等同,接近

　【例句】Hemustoftenmemorizelargeamountsofmaterial.他经

常需要记住大量的材料。
　【词组】amountto合计,等于,相当于

　【用法】短语anamountof后跟不可数名数。
anxiety/æ■ˈzaIətI/n.忧虑,焦虑,挂虑,不安;渴望

　【例句】Themotherwasfilledwithanxietyaboutherdaughter’s
health.母亲为女儿的健康忧心忡忡。

　【反义】ease安心,悠闲

apparent/əˈpærənt/a.表面上的,貌似(真实)的;显然的,明白的,清
晰可见的

　【巧记】appar(出现,同appear)+-ent(表示“动作、性质”的形容词后缀)
　【辨析】apparent,evident,obvious都可表示“易见的,易察的,易

明白的”。apparent强调显而易见或一想便知,有时含有表面如此
而事实上未必如此的意味。evident指根据事实而显然的。obvious
语气较强,指极为明显,有目共睹,无需说明和论证。

　【反义】actual实际的,现实的,事实上的　real真的,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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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n/əˌsəʊsIˈeIʃn/n.联合,结合;联盟;结交,交往;协会,社团

　【巧记】associat(e)(联合,联想)+-ion(表示“行为、状态、行为结
果”的名词后缀)

assume/əˈsjuːm/vt.假定,假设,臆断;承担,担任,就职;呈现,具
有,采取

　【例句】Itisnotsuchasimplematterasyouassumedittobe.这事

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Theprinceassumedpowerwhenhewas
onlyfifteen.王子在15岁时就掌权了。

　【辨析】assume,suppose均可表示“假定”。assume含较强烈的武
断成分,往往意味着把一件尚未证实或尚存在意见分歧的事作为自
己论断的基础。suppose意义比较广泛,有时仅用于陈述自己的意
见,有时表示有一定目的“猜想”。

　【反义】conclude断定,推断

attempt/əˈtempt/vt.试图,企图,尝试,努力n.努力,尝试,企图,试图

　【巧记】at-(到,向)+tempt(尝试)
　【例句】Heattemptedtoclimb/climbingthemountain.他试图攀

登这座山。
　【用法】用作名词时常与at、on、to连用,如inanattemptto(力图,

试图),makeanattemptat(打算,试图),makeanattempton(试图
夺取)。

　【辨析】attempt,try都可表示“尝试”。attempt的含义是去做自己
希望会成功的事,常常包含冒险的意味。try比attempt普通得多。
在口语中使用try比使用attempt显得浅近通俗。但这两个词有着
明显的差异。try表示试一试来证明或检验某件事,这是 attempt
所不能表达的。在表示致力于某事时,try并不包含冒险的意思。

automobile/̍ɔːtəməbiːl/n.汽车

awful/̍ɔːfʊl/a.极坏的,可怕的;(感到)难过的,不舒服的;非常的,
极大的

　【巧记】aw(e)(敬畏)+-ful(表示“充满的”形容词后缀)
　【例句】Isawanawfullotofinterestingthings.我看到许许多多有

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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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ch/br■ːntʃ/n.树枝;分支;分公司,分店;支部

　【词组】branchout扩充,扩大活动范围

boil/bɔIl/v.沸腾;烧开;煮
　【例句】Whenwaterboilsitchangesintosteam.水沸腾时会变成

蒸汽。
　【词组】boildownto意味着,归结为

boilover沸溢;激动,发怒

border/̍bɔːdə(r)/n.边缘;边境,国界vt.给…加上边,围;邻接,毗
连vi.(on)近似,接近;(与…)接壤

　【例句】Sheborderedhersleeveswithnarrowbluebands.她给衣

袖镶上细细的蓝色花边。∥Ourgardenisborderedbyastream.我

们的花园毗连一条小河。
　【辨析】border指边境地区。boundary是指以山脉、河流分隔的边

界线。frontier是指一个国家的边界,即国境。
　【反义】interior内地

burst/bɜːst/vt.(burst,burst)使爆裂vi.爆炸,爆裂;突然打开;突
然发作,突然发生n.爆炸,爆裂;爆发,突发

　【例句】Abombburstafewmetersawayfromwherewestood.一

颗炸弹在 离 我 们 站 的 地 方 几 米 处 爆 炸 了。∥Thesuitcaseburst
openanditscontentsrainedonthefloor.手提箱裂开了,里面的东

西纷纷落在地板上。
　【词组】burstinto闯入;突然…起来

burston/uponsth.突然来到;(思想)突然出现

burstout大声喊叫;突然…起来

　【辨析】burst强 调 爆 炸 能 量 的 突 然 释 放 或 力 量 的 突 然 迸 发。
explode指物体爆炸而释放大量热能的一刹那。

bury/̍berI/vt.埋;葬



WordList1　高频初级词汇

6　　　　

　【例句】Theyburiedthetreasureinthecave.他们把宝物埋在山

洞里。
　【反义】dig挖,掘
　【派生】burialn.埋葬

bush/bʊʃ/n.灌木丛,矮树丛

　【词组】beataround/aboutthebush转弯抹角,旁敲侧击

bake/beIk/vt.烤,焙,烘(面包)
　【例句】Icancookanomelette,andIcanmakecoffee,butIcan
notbakebread.我会做煎蛋卷,而且我会煮咖啡,但我不会烤面包。

　【派生】bakeryn.面包厂,面包店

balance/̍bæləns/n.平衡,均衡;天平,称vt.使平衡,使均衡;权衡,
比较

　【例句】Shebalancedthejugofwateronherhead.她使头顶上的

水罐保持平衡。
　【词组】inthebalance(生命等)在危急状态中,(命运等)未定

offbalance不平衡

onbalance总的说来

band/bænd/n.管乐队;带,箍;波段,频带;群,伙vt.用绷带绑扎

　【例句】Theboybandedthedog’sneckwithayellowstring.男孩

把一条黄绳绑在狗脖子上。
bare/beə(r)/a.赤裸的;光秃的,无遮盖的;刚刚够的,勉强的v.露

出,暴露

　【例句】Hebaredhisarmsandheldthemout,examiningthemwith
calmsurprise.他露出胳臂,伸了出来,冷静而惊奇地审视着它们。

base/beIs/n.根据地,基地,总部;基础,根据;基,底,底座;(棒球)
垒vt.(on,upon)把…建立在…的基础上,以…为基础,基于

　【例句】The new agreementis based on the original United
Nations’proposal.新协议是以原联合国建议为基础的。

　【反义】top顶端,上部

bay/beI/n.(海或湖泊的)湾
　【词组】keep/hold...atbay使无法近身

　【辨析】gulf意为“海湾”,比bay大、深,其口较窄,而内部较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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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st/biːst/n.野兽;牲畜;凶残的人,令人厌憎的人

benefit/̍benIfIt/n.利益,好处;津贴v.有益于;得益于

　【巧记】bene(好,善)+fit(做)
　【例句】Ibenefitedmuchfrom myassociationwithhim.我与他结

交获益颇多。
　【用法】表示“得益于”时,常与from,by连用。
　【反义】damage毁坏,损坏　loss丧失,损失

blame/bleIm/vt.指责,责怪;(on,onto)把…归咎于n.(过错、事故
等的)责任;指责,责备

　【例句】Thecardriverblamedhisaccidentonthefog.司机把事故

归咎于大雾。
　【词组】betoblame该受责备的,应承担责任的

　【用法】常构成blamesb.forsth.或blamesth.onsb.短语,意为
“把…归咎于”。

　【辨析】blame,condemn均可表示“谴责”。blame表示一般的“归
咎于,责怪”,没有用语言责骂的意思。condemn只能用于较正式
的、严肃的场合,着重指从道义上或原则上谴责。

　【反义】praise赞扬,赞美,表扬,歌颂 　excuse原谅

block/blɒk/n.街区,街段;大块 (木 料、石 料、金 属、冰 等);障 碍
(物),阻塞(物)vt.堵塞,阻塞;阻碍,妨碍

　【例句】Soonerorlaterthewholebasinofwatermaybeturned
intoablockofice.整盆水早晚会变成一大块冰。∥Theroadwas
blockedbyabigtruck.道路被一辆大卡车堵死了。

　【词组】blockin画草图,勾画…草图,草拟;堵塞,封闭

blockoff封锁,封闭

blockup堵塞,挡住

claim/kleIm/vt.声称,断言;对…提出要求,索取;(灾难等)使失踪



WordList1　高频初级词汇

8　　　　

或死亡　n.要求,认领,索赔;声称,断言

　【例句】TheyclaimtobedescendantsofAfricanslaves.他们声称

是非洲奴隶的后裔。
　【词组】layclaimto声称对…有权利

　【辨析】claim 与 demand意思相近。claim 指正当的权利要求。
demand指强烈的或迫切的“要求”。

command/kəˈm■ːnd/n.命令v.命令,指挥;控制

　【例句】Hegavethecommandthattheprisoners(should)beset
free.他下令释放囚徒。

　【用法】接that从句时,从句中的谓语动词应用虚拟式,should可以
省略。

　【辨析】command指上级命令,具有权威性,多用于军事上,含有必
须服从的意味,在口语中很少用。order为一般用语,指上级对下级
命令,侧重指具体的命令。

contain/kənˈteIn/v.包含;包括;能容纳

　【例句】TheGalaxycontainsabout100billionstars.银河系有

　1000亿颗恒星。
　【辨析】contain和include都有“包含”的意思。contain指包含全部

或部分,include只表示包含一部分。
cabin/̍kæbIn/n.小木屋;机舱,船舱

calm/k■ːm/a.镇静的;沉着的v.镇静;沉着

　【例句】Theexcitedoldladysooncalmeddown.那个激动的老太

太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反义】excited兴奋的,激动的

campaign/kæmˈpeIn/n.战役;运动vi.参加(或发起)运动,参加
竞选

　【例句】Joaniscampaigningforequalrightsforwomen.琼参加了

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
cast/k■ːst/vt.(cast,cast)投射(光、视线等),把…加于;投,扔;丢

弃,剔除;浇铸,铸造n.演员表,全体演员;石膏绷带;铸型,铸件;
投,抛

　【例句】Theshipscastanchorbecauseoftheheavyfog.船因浓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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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锚。
　【词组】castabout/aroundfor到处寻找,试图找到

castaside把…丢一边,去掉

castoff抛弃,丢弃

castout赶出,驱逐

　【用法】cast意为“投,扔;丢弃,剔除”时,主语一般为人,接名词或
代词作宾语,也可接双宾语。

　【派生】castern.铸工,翻砂工人castingn.铸造(法);浇铸;铸件

castle/̍k■ːsl/n.城堡

cease/siːs/v.停止,终止n.停息

　【例句】Fromtheendofthemonth,thisregulationwillceaseto
haveeffect.从本月底起,此规章将停止生效。

　【用法】ceasetalking与ceasetotalk的意思相同。
　【辨析】cease指逐渐终止某种状态的存在。halt主要指使某一动

作或某一进程暂时停顿。pause指暂时停止某一动作,但有再进行
这一动作的含义。quit指最终彻底停止某事,有时暗指遭到失败或
面临挫折。stop指动作、运行、进展等被停下来,含突然、断然的
意味。

　【反义】start开始　begin开始,着手　continue(使)继续

　【派生】ceaselessa.不停的,无休止的

charm/tʃ■ːm/n.迷人的特性,魅力　vt.吸引,迷住

　【例句】Hersmilecharmedeveryone.她的微笑迷住了所有的人。
　【反义】disgust憎恶;讨厌

circumstance/̍sɜːkəmstəns/n.情况;形势,环境;[pl.]境况,经济
状况

　【例句】Weexchangeproductsunderalmostallcircumstances.在

各种情况下我们都可更换产品。
　【词组】in/underthecircumstances在这种情况下,(情况)既然如此

undernocircumstances无论如何不,决不

　【辨析】circumstance指一事或一动作发生时周围的情况、条件、环
境,用复数。condition指任何改变或限制另一事物时的外界情况、
条件、因素,也指对另一事物存在、发生的必要事物、先决条件,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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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数。situation指某一时间所处的处境、情况,也指重大的事态,危
急的局面、形势。

commerce/̍kɒmɜːs/n.商业,贸易

　【辨析】commerce,business,trade都与“生意”有关。commerce多
指“商品交易”,特指“国与国之间的商业往来”。business是常用
语,含义较广,通常指“生意,行业”,表示“为谋利而做的工作”。
trade指“买卖或货物交换”,常用于“国内外之间的交易”,也指“行
业”,特别是“手工业”。

commission/kəˈmIʃn/n.委任状;授权,委任;佣金,回扣;委员会

vt.委任,委托

　【例句】Wecommissionedarealestateagenttosellourhouse.我

们委托了一名房地产经纪人来卖我们的房子。
　【辨析】commission 指 为 了 某 项 任 务 专 门 成 立 的 委 员 会。
committee指通过选举或其他方式而成立的一般委员会。

committee/kəˈmItI/n.[集合名词]委员会

community/kəˈmjuːnətI/n.社区,社会;团体,界
companion/kəmˈpænIən/n.同伴;同事;伴侣

concern/kənˈsɜːn/vt.涉及;对…有关系;影响;使担心,使关心 n.
(利害)关系;所关切的事;关心

　【例句】Themeetingconcernsbothforeignanddomesticpolicies.
会议关系到国内外政策。

　【词组】as/sofaras...beconcerned就…而言

conclude/kənˈkluːd/vt.推断出,推论出;完成,结束;缔结,议定

　vi.结束,终了

　【例句】Theconferencehasconcludedsuccessfully.大会胜利闭幕。
conduct/kənˈdʌkt/vt.进行,管理;指挥,引导,带领;传导,传(热,电

等);(oneself)(行为)表现　/̍kɒndʌkt/n.行为,品行

　【例句】Thesestudieswereconductedbytwoteamsthatcoordinated
　theirwork.研究由两个相互配合的小组分别进行。
confidence/̍kɒnfIdəns/n.信任,信赖;自信,相信,信心

　【例句】Wehavefullconfidencethatweshallsucceed.我们完全有

把握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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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组】inconfidence私下地,秘密地

takesb.intoone’sconfidence把…作为知己

　【反义】distrust不信任,怀疑 　doubt怀疑,不相信

congress/̍kɒ■■res/n.代表大会;国会,议会

considerable/kənˈsIdərəbl/a.相当大(或多)的
　【例句】Afterconsiderableargumentbuyerandsellerfinallycame
toterms.经过一番争论,买卖双方最后达成协议。

contract/̍kɒntrækt/n.合同,契约　/kənˈtrækt/vi.订合同,订契
约;缩小,收缩vt.订(约)

　【例句】Thebuildercontractedtobuildthenewhighway.该建筑

商签约承包修筑这一条全新的高速公路。
　【辨析】contract指体积和容积的缩小。shrink多指布料、衣料下水

后收缩变小。compress指通过压力、挤压方式变小。
　【反义】expand扩张,展开,(使)膨胀

　【派生】contractorn.承造者,承包商

council/̍kaʊnsl/n.委员会,理事会

county/̍kaʊntI/n.郡,县
creature/̍kriːtʃə(r)/n.创造物;生物;动物

　【例句】Birdsarecreatureswhichfly.鸟 是 会 飞 的 动 物。∥The
kingwouldappointoneofhiscreaturestothepost.国王要派他的

一名奴仆任这职位。
crown/kraʊn/n.王冠,冕
curious/̍kjʊərIəs/a.好奇的;奇异的

　【例句】Sheiscuriousabouteverything.她对什么事情都好奇。
　【用法】becurioustodo表示“急于做…”。
current/̍kʌrənt/n.(空气、水等的)流,潮流;电流;趋势,倾向a.现

时的,当前的;流行的,流传的

　【例句】Wemusttrytogowiththecurrentoftimes.我们必须尽力

顺应时代潮流。∥Englishisacurrentlanguageinmanycountries.
英语在许多国家是通用语言。

curtain/̍kɜːtən/n.窗帘;幕,帷幕

copper/̍kɒpə(r)/n.铜;铜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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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e/kjʊə(r)/n.治愈,痊愈;治疗,疗法;药(剂)vt.治疗,医好;消
除,改正,矫正

　【例句】Parentstrytocuretheirchildrenofbadhabits.父母试图

改掉孩子的恶习。
　【词组】curesb.ofsth.治好,改好

　【辨析】cure指治疗或治愈疾病;引申意义为“治好,纠正,消除”,指
消除某种社会弊病、改掉个人的恶习等,常与of连用。treat是普
通用词,指接受并诊治患者。

complain/kəmˈpleIn/v.(about,of)抱怨,诉苦;投诉,控告

　【例句】Prisonerscomplainthattheyaresubjectedtotoo many
pettyrulesandrestrictions.犯人们抱怨他们受到太多琐碎规章制

度的管治。
conclusion/kənˈkluːʒn/n.结论;终结,结束;结尾

　【例句】Theydrewdifferentconclusionsfromthefacts.他们从这

些事实中引出了不同的结论。
　【词组】inconclusion最后,总之

continent/̍kɒntInənt/n.大陆,大洲;陆地

customer/̍kʌstəmə(r)/n.(商店等的)顾客,主顾

carpet/̍k■ːpIt/n.地毯

concentrate/̍kɒnsəntreIt/vi.集中,使集中于一点

　【例句】Ican’tconcentrate (on mystudies)withallthatnoise
goingon.吵闹声不绝于耳,我精神无法集中(于学习)。

　【用法】常与on/upon连用,表示“集中在,专心于”。
　【反义】distract分散注意力,分心

confident/̍kɒnfIdənt/a.确信的;有信心的,有把握的;自信的

　【例句】Iamconfidentofsuccess.我坚信能够成功。
　【用法】常 与 of,about,in 连 用,还 可 接 that 从 句,如 Iam
confidentthat...我深信…。

　【反义】diffident无信心的

container/kənˈteInə(r)/n.容器,集装箱

cycle/̍saIkl/vi.骑自行车,骑摩托车;循环,作循环运动　n.循环,
周期;自行车,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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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句】Ashecycledupthehillfromthecreek,hegazedahead.
从小溪边骑到小山上时,他向前方眺望。

campus/̍kæmpəs/n.(大学)校园

cultural/̍kʌltʃərəl/a.文化的,文化上的

　【例句】TheFoggArtMuseumsometimesoffersculturalrelicson
loanfordisplay.福格艺术博物馆有时出借文物以供展出。

declare/dIˈkleə(r)/vt.宣布,宣告声明;断言,宣称;申报vi.(for,
against)表态

　【例句】Theaccusedmandeclaredthathewasnotguilty.被告声

称自己无罪。
　【用法】declare用作及物动词时,其后接名词、代词或that从句作

宾语。declare后还可接“tobe/as+n./adj./adv./prep.-phrase”,
tobe/as有时可以省略。

desire/dIˈzaIə(r)/vt.要求;期望n.愿望,心愿

　【例句】Hehasnodesireforwealth.他对财富没有欲望。
　【反义】disappoint使失望,使落空　despair绝望

due/dju/ːa.预定(应到)的;应给的,应得的;应有的,充分的,适当
的;应支付的,到期的

　【例句】HeisduetoleaveLondontomorrow.他 预 期 明 天 离 开

伦敦。
　【词组】dueto由于,因为

dash/dæʃ/vi.猛冲,飞奔vt.猛掷,使猛撞n.猛冲,飞奔;破折号

　【例句】Hiswifedashedinbreathlessly.他的妻子上气不接下气地

冲了进来。
　【词组】dashoff迅速离去;迅速写(或画)
dawn/dɔːn/n.黎明,拂晓;开端,起始vi.拂晓,破晓;开始,出现

　【例句】Thespaceagedawnedinthetwentiethcentury.太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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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于20世纪。
　【词组】dawnon/upon被理解,被想到

　【反义】dusk傍晚,黄昏

debt/det/n.债务;欠款

　【词组】indebt欠债

insb.’sdebt欠某人的人情

deck/̍dek/n.甲板,层面

decline/dIˈklaIn/vi.下倾,下降,偏斜;衰退

　【巧记】de-(向下,下降)+clin([希腊语]弯曲,倾斜)+-e
　【例句】Theywishthatpriceswoulddecline.他 们 希 望 物 价 能

下降。
　【反义】flourish茂盛,繁荣

defeat/dIˈfiːt/vt.击败;战胜n.击败,战胜;战败,失败

　【例句】Ourteamdefeatedthenationalteamatfootball.我们队在

足球比赛中击败了国家队。
defend/dIˈfend/vt.防守;保卫;为…辩护,为(论文等)…答辩

　【例句】Theyfoughttodefendtheirfreedom.他 们 为 保 卫 自 由

而战。
　【用法】defend可接名词、代词或that从句作宾语。
　【辨析】defend应用范围很广,对象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

的。guard指为了防备而看守,以维护安全,着重警备。protect指
“保护…以免遭受危险或伤害等”。

　【反义】attack进攻,攻击　offend指责,攻击,袭击

defense/defence/dIˈfens/n.防御,保卫,保护;[pl.]防务,防御工
事;辩护,答辩

delay/dIˈleI/v./n.拖延,延误,延期;耽搁

　【巧记】de-(下落)+lay(放)
　【例句】Howlongwilltheflightbedelayed? 班机延误多长时间?
　【辨析】delay指因受阻或暂时耽误而延迟。postpone一般指改期,

指出推迟到某一确定时间。putoff为一般用词,常用于口语中。
delight/dIˈlaIt/n.快乐;乐事vt.使高兴,使欣喜vi.感到高兴(或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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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句】Musicgivesdelighttous.音乐给我们带来快乐。
　【用法】delight作及物动词,常用于被动语态中,该词后面可接介词

at或 with或不定式或that从句。
　【词组】take(a)delightin以…为乐

　【反义】sorrow 悲哀,悲伤　sadness悲哀,悲痛　grief悲伤,悲痛

deliver/dIˈlIvə(r)/vt.投递(信件,邮包等);交付,移交

　【例句】Wecandelivergoodstoyourdoor.我 们 可 以 给 你 送 货

上门。
　【反义】collect收集 　withdraw 退回

delivery/dIˈlIvərI/n.投递,送交;投递的邮件,发送的货物;分娩

　【例句】Postmenareresponsibleforthedeliveryofletterstoour
houses.邮递员负责为家家户户送信。

　【词组】ondelivery送达时,交货时

democratic/̩deməˈkrætIk/a.民主的;民主主义的

　【例句】Thecompanyisrunondemocraticlines,andallthestaff
areinvolvedinmakingdecisions.公司推行民主管理的方法,所有

职工都参与决策。
deny/dIˈnaI/vt.否认,不承认;拒绝给予,拒绝…的要求

　【例句】Youshouldneverdenyassistancetothosewhoneedit.你

决不应该拒绝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辨析】deny,contradict均含“否认”、“否定”的意思。deny指坚定

地否认某事为真实的。contradict语气比deny强,指明确地反驳
对方的话,并且强调地指证其相反者为真实的。

　【用法】deny作为及物动词,可以跟名词、代词、动名词、that从句,
也可以用于被动结构,其常用结构如下:denysb.sth.,denysth.
tosb.,denysth.tobesth.,denydoingsth.,denythat-clause,be
deniedsth.。

　【反义】admit承认 　confirm 承认　confess承认,坦白

depart/dIˈp■ːt/vi.离开,出发;(from)背离,违反

　【例句】Onthisoccasionwedepartedfrom ournormalpracticeof
holdingthemeetingsinpublic.这次我们一反常规不举行公开会议。

　【反义】arrive到达　reach到达　stay停留,逗留　remain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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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diːteIl/n.细节,详情;枝节,琐事vt.详述,详细说明

　【例句】Shedetailedherexperiencesasawritertothestudents.她

向学生们详细叙述了当作家的经历。
　【词组】gointodetail(s)详细叙述,逐一说明

indetail详细地

　【派生】detaileda.详细的

devil/̍devl/n.魔鬼,恶魔;家伙,人
　【反义】angel天使

devote/dIˈvəʊt/vt.(to)把…专用(于);把…奉献(给),致力于

　【例句】Hedevotedhislifetothestudyofscience.他把毕生献给

了科学研究。
　【用法】devote后面跟energy,life,oneself,one’stime等词作宾

语,并与to连用,注意:to为介词,后要跟名词、代词或动名词。
display/dIˈspleI/n./vt.陈列,展览;显示,表现

　【例句】Bothteamsdisplayedfirstratetechniqueandafinespirit.
两个队都表现出了一流的技术和优良的精神。

　【辨析】exhibit作名词时,可作“展览品,陈列品”讲,display无此词
义。show指拿出来给别人看。exhibit含有“展览作品(或产品),举
办展览会”的意思。demonstrate指不仅给人看,而且还表演给人
看,并作详细介绍。

　【反义】conceal隐藏　hide遮盖

escape/IˈskeIp/n.逃跑;逃脱;逃亡vi.逃走,逃跑;逃脱,逃避;逃亡

　【例句】Theprisonersmadeanunsuccessfulescape.囚 犯 们 逃 跑

未遂。
　【辨析】escape侧重逃跑的结果,不强调逃跑时的匆忙或危险情况。
flee侧重指逃跑动作匆忙,多含惧怕之意。

ease/iːz/n.容易,不费力;安适,悠闲,自在v.缓和,解除,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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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句】Hewonagoldmedalinswimmingwithease.他轻而易举

地获得了游泳的金牌。∥Ahotbatheasedhistiredlimbs.热水澡

减缓了他四肢的疲劳。
　【词组】atease安适,不拘束

easeoff/up减轻,减缓

　【反义】difficulty困难,难题　discomfort(使)不舒服,(使)不安

editor/̍edItə(r)/n.编辑

effect/Iˈfekt/n.结果,效果;效力,作用,影响vt.实现,使生效,
引起

　【巧记】ef-(出来)+fect([拉丁语]做)
　【例句】Thestagelightinggivestheeffectofamoonlitscene.舞台

灯光产生月夜景色的效果。
　【词组】bring/carry/putintoeffect实行,生效,使生效

come/gointoeffect生效,实施

haveaneffecton对…有影响,对…起作用,产生效果

ineffect实际上,事实上

takeeffect生效,起作用

totheeffectthat大意是

　【辨析】effect指因某种原因直接产生的结果。result侧重因某种
原因产生的最终结果,而不是眼前的结果。outcome多指事物经过
一系列发展变化所导致的最终结局。

　【反义】cause原因,理由

elect/Iˈlekt/vt.(投票)选举

　【例句】Weelectedhimchairman.我们选他当主席。
　【辨析】elect着重于选举,投票选举。choose为从多数中选择出最

满意的,特别是从两者中抉择其一。select含有从多数中选择,但
有精选的意义,不能用于两者之间选择,且为书面用词,语气较强。

element/̍elImənt/n.元素;成分,要素,元件;[pl.]基 础,纲 要,
原理

　【例句】Honesty,industryandkindnessareelementsofagood
life.诚实、勤劳和善良是美好生活的要素。

　【辨析】element系常用词,可用于物质的、非物质的、有形的或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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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适用于“一物的任一部分”。component指“一物的组成部
分”。ingredient常指混合在一起准备做食物的“配料、成分”。

empire/̍empaIə(r)/n.帝国

employ/ImˈplɔI/vt.雇用;用,使用,利用

　【例句】Theyemployedhertolookafterthebaby.他们雇她照料

婴儿。
　【反义】fire解雇 　dismiss开除

　【派生】employmentn.雇用;使用,利用;工作,职业

entire/InˈtaIə(r)/a.整个的,全部的

　【例句】Heclaimedthathewasspeakingfortheentiregroup.他

声称代表小组的全体成员讲话。
　【辨析】entire指一物体完整无缺,且不能分割、破坏、增加,可与

whole换用,但更强调所有部分原封不动。whole指一件东西的一
切重要部件完好无缺或数量、面积没有减少。total指物的总数、总
量、总额,强调精确。complete指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整体,着重各
个部分都完整齐全。

　【反义】partial部分的,不完全的

equal/̍iːkwəl/a.平等的vt.等于,使等于n.同等的人,匹敌者

　【例句】MenandwomenhaveequalrightsinChina.在中国,男女

享有平等的权利。
　【用法】“与…相等,相当于”常用beequaltosth.。
establish/IsˈtæblIʃ/vt.建立,创办,设立;确定,确立,证实

　【例句】Hesucceededinestablishingaclaimtothetitle.他成功地

确立了对此项权益的要求权。
　【辨析】establish指某物在某时开始产生或形成;也指建立具体或

抽象的事物,且永久牢固地建立。found强调在某种基础上创建了
某种学说或组织。

　【反义】destroy破坏,摧毁　ruin毁坏,毁灭　abolish废除,取消

evidence/̍evIdəns/n.根据,证据,证词;形迹,迹象,痕迹

　【巧记】e-(出)+vid(看)+-ence(表示“性质、状态”的名词后缀)
　【例句】Isthereanyevidencetosupportwhatyouhavesaid? 有什

么证据可以支持你说的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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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组】inevidence可看见的,明显的,显眼的

evil/̍iːvəl/n.邪恶,罪恶;祸害,不幸a.邪恶的,坏的

　【例句】Theloveofmoneyistherootofallevils.爱金钱是万恶

之源。
　【辨析】evil和 wicked都可表示“邪恶的”,但evil指道德上的邪恶,

而 wicked语气强,有犯罪的意思。
　【反义】good善行;好的,正确的　virtue善行,德行

exchange/IksˈtʃeIndʒ/n.交换,调换;交流;汇兑,兑换,兑换率vt.
交换,调换,互换;交流

　【巧记】ex-(向外)+change(更换)
　【例句】Let’shaveanexchangeofviewsonthismatter.让我们就

这一问题交换一下看法吧。
　【用法】exchangeAforB表示“用 A 交换 B”,exchangesth.with
sb.表示“与某人交换某物”。

　【派生】exchangeablea.可交换的;可替换的

expression/Ikˈspreʃn/n.表达,表示;词句;说法;表情

　【巧记】express(表达,表现)+-ion(表示“行为、状态、行为结果”的
名词后缀)

extend/Ikˈstend/vt.延长,延伸;扩大,扩展;提供,给予vi.伸展,延
伸,延续

　【例句】Hisdomainextendsfor20milesineverydirection.他的领

地遍及方圆20英里。
　【辨析】extend指时间或空间的延长,也可指影响和适用范围的扩

大。stretch指长度的延伸以及宽度的增加。
　【反义】shrink收缩;缩小　shorten缩短、减少　contract缩短

enable/IˈneIbl/vt.使能够,使可能,使可行

　【例句】Listeningtomusicenablesustofeelrelaxed.听音乐能使

我们放松。
　【反义】prevent防止,阻止　disable使无能

expert/̍ekspɜːt/n.专家,能手,熟练者,有经验者a.熟练的,专家
的,内行的

　【例句】Mymotherisanexpertatdress-making.我母亲是做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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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手。
　【反义】amateur业余选手;业余的

explanation/̩ekspləˈneIʃn/n.解释,说明

expand/Ikˈspænd/vt.使膨胀;扩张vi.膨胀;张开,扩大

　【巧记】ex-(向外)+pand([拉丁语]伸展)
　【例句】Ironexpandswhenitisheated.铁加热时就膨胀。
　【反义】shrink收缩,畏缩　contract(使)缩短

exhibition/̩eksIˈbIʃn/n.展览(会);展览品

　【巧记】exhibit(展览)+-ion(表示“行为、状态、行为结果”的名词后
缀)

　【词组】makeanexhibitionofoneself出洋相,当众出丑

experimental/IkˌsperIˈmentl/a.实验(性)的,试验(性)的
　【例句】Thistripwillbeonlyexperimental.这 次 旅 行 只 是 试 验

性的。

favo(u)r/̍feIvə(r)/n.恩惠;帮助;喜爱,宠爱;赞同,支持vt.赞同,
喜爱,偏爱;有利于,有助于

　【例句】Pleasedomeafavor/afavorforme.请帮我一下。∥A
teachershouldnotfavoranyofhisstudents.教师不应偏爱任何一

个学生。
　【词组】infavorof赞成,支持

favo(u)rable/̍feIvərəbl/a.有利的,顺利的;赞成的,赞同的

　【例句】Thecongressmanvotedforthebillmostfavourabletohis
constituents.那位国会议员投票赞成最有利于其选民的议案。

　【词组】befavorableto赞成

　【反义】unfavorable不利的

　【派生】favo(u)rablyad.好意地,顺利地,有利地

fellow/̍feləʊ/n.人,家伙;同伴,伙伴a.同伴的,同事的,同类的



WordList1　高频初级词汇

21　　　

　【例句】Sheisplayingwithherschoolfellows.她在和同 学 一 起

玩耍。
figure/̍fI■ə(r)/n.数字,数目,图,图形;(人的)身型;人物;(绘画、

雕刻的)人物像vt.(美口语)认为,判断;(在心里)想象,描绘

　【例句】Ifigured(that)IshouldstopwhereIwas.我想我应该适

可而止。
　【词组】figureout理解,想明白

flow/fləʊ/vi.流,流动,循环;垂,飘拂n.流(动);洋溢,涨潮;飘垂,
飘扬,招展

　【例句】TheNileflowsintotheMediterraneanSea.尼罗河流入地

中海。
former/̍fɔːmə(r)/a.以前的,从前的n.[the~]前者

　【巧记】form(形成,形状)+-er(表示“人或物”的名词后缀)
　【反义】latter后面的,后者的　following接着的

further/̍fɜːðə(r)/ad.在更大程度上,进一步地;而且,此外a.更多
的,另外的,进一步的;更远的,较远的vt.促进,推进,助长

　【例句】Theyrefusedtotalkfurtheroftheirtrouble.他们拒绝进

一步谈他们的困难。
　【辨析】farther意为“更远的”,主要指距离,further是far的另一种

比较级形式,主要指程度等抽象意义,如“更进一步,更深入,更大
些”和“另外,加之,而且”等意义,但也可作“更远”讲。

faith/feI■/n.信仰;信念,信心

　【例句】Ihavelostfaithinhim.我对他失去了信心。
　【词组】havefaithwithsb.对某人守信

havefaithinsb.相信某人

　【反义】doubt怀疑,不相信　distrust不信任,怀疑

familiar/fəˈmIlIə(r)/a.熟悉的,通晓的;随便的,不拘礼节的,非正
式的

　【例句】Thisplaceisquitefamiliartome.这个地方我很熟悉。
　【词组】befamiliarto为…所熟悉

befamiliarwith熟悉,通晓,精通

　【反义】strange陌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