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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说
明

本书以“中小学英语课程标准”要求掌握的词汇和

中考大纲词汇为准，收录了近 2	000 个词条，范围涵盖了

初中毕业时要求掌握的所有词汇。

本书内容分为两大特色部分：

随手记 2 000 词

此部分收纳近 2	000 个基础的、考试频率高的词汇，

词条按字母顺序排列，从“音标、词性、释义”方面进行详

细讲解。本书采用小开本形式，方便携带，旨在帮助学

生在较短时间内快速理解和掌握所学词汇。

随手练 200 题

此部分练习题多从历年中考真题中选取，旨在帮助

学生巩固前半部分所讲解单词的用法，达到学以致用的 

效果。

另：书中单词词性缩写形式说明：

n. 名词 v. 动词 vt. 及物动词

vi. 不及物动词 v. aux. 助动词 a. 形容词

ad. 副词 int. 叹词 pron. 代词

prep. 介词 conj. 连词 num. 数词

abbr. 缩略词

本书采用词汇详解和词汇练习相结合的方式编排，

旨在帮助学生扎实掌握词汇用法，提高词汇使用的能

力，书中词汇练习多选自近几年各地中考真题，适合初

中及备战中考的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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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awful

a(an) �[eɪ(æn); ə(ən)] 
art. & a. � 一，一个，一只，一

件

ability [ə'bɪləti] 
n. � �能力，才能

able ['eɪbl] 
a.  �有能力的；能干的

about [ə'baʊt] 
ad.  �大约；到处，四处 

prep.  �关于；在各处，四处

above [ə'bʌv] 
prep.  �在……上面 

abroad [ə'brɔːd] 
ad.  �到国外；在国外

absent ['æbsənt] 
a.  �缺席，不在

absence ['æbsəns] 
n.  �不在，缺席

accent ['æksənt] 
n.  �口音；重音；腔调

accept [ək'sept] 
vt.  �接受，认可

accident ['æksɪdənt] 
n.  �事故，意外事件

according [ə'kɔːdɪŋ] 
ad. � �依照，根据 a.  �相符的，

和谐的 prep. � �根据；

 �据……所示；据说

ache [eɪk] 
vi. & n.  �痛，疼痛

achieve [ə'tʃiːv] 
vt.  �完成；实现；达到；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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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ss [ə'krɒs] 
prep.  �横 过……；在……的

对面 ad.  �从一边到另一边

act [ækt] 
n.  �行 动，动 作；法 令 vi.  �行
动；做，做事；表演 vt.  �扮演

（角色）

action ['ækʃn] 
n.  �行动

actor ['æktə] 
n. � �（男）演员

actress ['æktrəs] 
n. � �女演员

active ['æktɪv] 
a.  �积极的，主动的；勤奋的

activity [æk'tɪvəti] 
n.  �活动

add [æd] 
vt.  �添加，增加

address [ə'dres] 
n.  �（书面或口头的）发言，致

词；（尤指）正式演讲，演说；

（邮寄的）地址，住址

advantage [əd'vɑːntɪdʒ] 
n.  �有利条件，有利因素；优

势 vt.  �有利于，使处于有利

地位

advertisement 
 �  �[əd'vɜːtɪsmənt]  n.  �广告

advice [əd'vaɪs] 
n.  �忠告，劝告，建议 

advise [əd'vaɪz] 
vt. 忠告，劝告，建议 

afford [ə'fɔːd] 
vt. 负担得起（……的费用）；

提供

afraid [ə'freɪd] 
a. 害怕的；担心的

Africa ['æfrɪkə] 
n. � 非洲

African ['æfrɪkən] 
a. 非洲的，非洲人的 n. 非

洲人

after ['ɑːftə] 
ad. 在后；后来� 

prep. 在……之后；在……后

面 

conj. 在……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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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noon [ˌɑːftə'nuːn] 
n. 下午，午后

afterwards ['ɑːftəwədz] 
ad. 然后，后来�地

again [ə'ɡen] 
ad. 再一次；再，又

against [ə'ɡenst] 
prep. 对着；反对

age [eɪdʒ] 
n. 年龄；时代；老年

ago [ə'ɡəʊ] 
ad. 以前

agree [ə'griː] 
v. 同意，应允 

agreement [ə'griːmənt] 
n. 同意，一致 ( 认为 )；协定，

协议

ahead [ə'hed] 
ad. 在前；向前；预先

aid [eɪd] 
v. 救助；援助；救护  n. 辅助
物；辅助设备；帮助

aim [eɪm] 
vi. �  瞄准；对准；致力于；旨

在 vt. � 把……瞄准；把……对

准 n. � 瞄准；对准；目标

air [eə]
 n. 空气；气氛；飞机；航空

airline ['eəlaɪn] 
n. 航空公司；（飞机）航线� 

a. （飞机）航线�的 

airmail ['eəmeɪl] 
n. 航空邮件

airplane ['eəpleɪn] 
n. 〈美〉飞机

airport ['eəpɔːt] 
n. 航空站，机场 

alive [ə'laɪv] 
a. 活着的，存在的

all [ɔːl] 
a. 全 部 的 pron. 全 体；（整

体中的）每一个；一切� n. 所
有的一切�

allow [ə'laʊ]
 vt. 允许，准许；承认

almost ['ɔːlməʊst] 
ad. 几乎，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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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ne [ə'ləʊn] 
a. 单独的；仅仅（用于名词

或代词后） ad. 单独地

along [ə'lɒŋ] 
ad. 向前；和……一起，一同

 prep. 沿着，顺着

aloud [ə'laʊd] 
ad. 大声地；出声地

already [ɔːl'redi] 
ad. 已经

also ['ɔːlsəʊ] 
ad. 也

although [ɔːl'ðəʊ] 
conj. 虽然，尽管 

altogether [ņɔːltə'geðə] 
ad. 完全地，总而言之

always ['ɔːlweɪz] 
ad. 总是；一直，永远

am [æm] 
v. be 动词形式之一（第一人
称单数的现在时）， n. 早上；
上午；（广播）调幅

amazed [ə'meɪzd] 
a. � 大为惊奇

amazing [ə'meɪzɪŋ] 
a. �  令人惊异的；了不起的；

好得惊人的

America [ə'merɪkə] 
n. 美国；美洲 

American [ə'merɪkən] 
a. 美国的；美国人的 
n. 美国人 

among [ə'mʌŋ] 
prep. 在……中间；在（三个

以上）之间

ancestor ['ænsɪstə] 
n. � 祖先，祖宗

ancient ['eɪnʃənt] 
a. 古代的，古老的

and [ænd, ənd] 
conj. 和；又；而

angry ['æŋɡri] 
a. 生气的，发怒的 

animal ['ænɪml] 
n. 动物

another [ə'nʌðə]
a. 另一的；不同的 

pron. 又一个，再一个



A

P
a

rt 1
   

随
手
记2

0
0

0

词

�

answer ['ɑːnsə] 
n. 答复；答案  �v. 答复；回信

ant [ænt] 
n. 蚂蚁 

any ['eni] 
pron. （无 论）哪 一 个；任 何

的；（用 于 疑 问 句、否 定 句）

一些 a. 任何的 

anybody ['eniņbɒdi] 
pron. 任何人，无论谁

anymore ['enimɔː] 
ad. � 不再，再也不

anyone ['eniwʌn] 
pron. 任何人

anything ['eniθɪŋ] 
pron. 任何事，任何东西

anyway ['eniweɪ] 
ad. 不管怎样，无论如何

anywhere ['eniņweə] 
ad. 任何地方 

appear [ə'pɪə] 
vi. 出现；显得；好像

apple ['æpl] 
n. 苹果

April ['eɪprəl] 
n. 4 月

are [ɑː] 
v. be 的第二人称单数现在
时及复数各人称的现在时

area ['eərɪə] 
n. 面积；地区；领域

argue ['ɑːgjuː] 
vi. 争论 争吵

arm [ɑːm] 
n. 臂；（一件）武器；（~s）〈总
称〉武器，军火  
v.  以……装备，武装起来� 

army ['ɑːmi] 
n. 军队；陆军

around [ə'raʊnd] 
ad. 在周围；大约  
prep. 在……周围；环绕

arrive [ə'raɪv] 
vi. 到达；达到

art [ɑːt] 
n. 艺术，美术

article ['ɑːtɪkl] 
n. 文章；物品；冠词

artist ['ɑːtɪ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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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画家，艺术家

as [æz, əz] 
ad. & conj. 像……一样，如
同；因为  prep. 作为，当作

Asia ['eɪʃə] 
n. 亚洲 

Asian ['eɪʒən, 'eɪʃən] 
a. 亚洲的；亚洲人的  n. 亚
洲人 

ask [ɑːsk] 
v. 问；请求，要求

asleep [ə'sliːp] 
a. 睡着的，熟睡的

assistant [ə'sɪstənt] 
n. 助手，助理，商店店员

astronaut ['æstrənɔːt] 
n. 宇航员

at [æt] 
prep. 在（几点钟）；在（某处） 

athlete ['æθliːt] 
n. 运动员

athletic [æθ'letɪk] 
a. 强壮的，擅长运动的，体育
的

Atlantic [æt'læntɪk] 
a. 大西洋的 

attention [ə'tenʃn] 
n. 注意（力）

attract [ə'trækt] 
vt.  吸引

attraction [ə'trækʃn] 
n. �  吸引，吸引力，有吸引力
的人或物

August ['ɔːɡəst] 
n. 八月

aunt [ɑːnt] 
n. 姨；姑；婶母；舅母

Australia [ɒ'streɪljə] 
n. 澳洲，澳大利亚

Australian [ɔː'streɪljən] 
a. 澳洲的；澳洲人的  n. 澳
洲人

autumn ['ɔːtəm] 
n. 秋，秋季

available [ə'veɪləbl] 
a. 可取得的，可利用的

avenue ['ævənjuː] 
n. 林荫道，道路；大街，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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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oid [ə'vɔɪd] 
vt. 避免，逃避

awake [ə'weɪk] 
a. 醒着的  v.  唤醒；醒来�

award [ə'wɔːd] 
n. � 奖，奖品，奖状

away [ə'weɪ] 
ad. 向远处；离开；向另一方
向

awful ['ɔːfl] 
a. 恐惧的，可怕的，极坏的，
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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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aby→bye

baby ['beɪbi] 
n. 婴儿

babysit ['beɪbɪˌsit] 
vi.  临时受雇照顾小孩

back [bæk] 
ad. 回；向后  n. 背（部），反面；
背

background ['bækɡraʊnd] 
n. 背景

bad [bæd] (worse，worst) 
a. 坏的；有害的

badly ['bædli] 
ad. 非常，很；严重地；恶劣
地 

bag [bæɡ] 
n. 书包，提包，袋

bake [beɪk] 
vt. � 烤、烘焙  �vi. 使烤，使烘焙

bakery ['beɪkəri] 
n. � 面包房，面包店

balance ['bæləns]
 n. 平衡，均势  vt. �  使平衡  vi. �
 保持平衡；相称；

ball [bɔːl] 
n. 球；（盛大、正式的）舞会  

balloon [bə'luːn] 
n. 气球  v.  乘气球上升；激增

bamboo [bæm'buː] 
 (［复］~s) n. 竹子

banana [bə'nɑːnə] 
n. 香蕉 

bank [bæŋk] 
n. �  （河、海、湖的）岸，堤；银
行

barber ['bɑːbə] 
n. � （为男子服务的）理发师

baseball ['beɪsˌbɔːl] 
n. � 棒球

basic ['beɪsɪk] 
a. 基本的

basket ['bɑːskɪt] 
n. 篮子；（篮球比赛的）得分；

basketball ['bɑːskɪtbɔːl] 
n. 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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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 [bæt] 
n. 蝙蝠；球棒；球拍  
vt. 用球棒击球；

bath [bɑːθ] 
n. 浴缸 浴盆  
vt & vi. 洗澡 ( 盆浴 )

bathe [beɪð] 
vt. 沐 浴；用 水 洗  vi. 洗 澡；
沐浴  n. 洗澡；游泳

bathroom ['bæθrʊm] 
n. 浴室，盥洗室

BBC 
abbr.  英国广播公司

be [biː] (is，am，are) 
v. 是（原 形，其 人 称 和 时 态
形 式 有 am，is，are，was，
were，being，been），无词

义，用于进行时态和被动语

态

beach [biːtʃ] 
n. 海滨，海滩

bear [beə] 
n. 熊； vi.  承受；结果实  
vt.  忍受；具有；支撑

beat [biːt] (beat，beaten) 
vt. 敲打；跳动  vi.  （心脏等）

跳动  n. （音乐的）节拍

beautiful ['bjuːtɪfl] 
a. 美丽的，出色的

beauty ['bjuːti] 
n. 美，美丽，优美

because [bɪ'kɔːz] 
conj. 因为

become [bɪ'kʌm] 
vi. (became，become) 变
得；成为

bed [bed] 
n. 床；基础  �vt. �  使睡觉；安置  �
vi. � 上床；分层

bedroom ['bedrʊm]
n. 寝室，卧室

bee [biː] 
n. 蜜蜂，蜂；勤劳的人

beef [biːf] 
n. (pl. beeves［biːvz］) 牛

肉

beer [bɪə] 
n. 啤酒  vi. 喝啤酒

before [bɪ'fɔː] 
prep. 在……以前；在……前
面  ad. 以前  conj. 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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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 [beg] 
vt. 乞讨；恳求；回避正题  
vi.  乞讨；请求

begin [bɪ'gɪn] 
v. (began，begun) 开始，着
手

behavior [bɪ'heɪvjə] 
n. 行为，举止，表现

behave [bɪ'heɪv] 
vi. 表现；（机器等）运转；举
止端正；（事物）起某种作用

behind [bɪ'haɪnd] 
prep.  ( 表示位置 ) 在……后
面  ad. 在后面；向后

believe [bɪ'liːv] 
v. 相信，认为

bell [bel] 
n. 钟，铃；钟形物

belong [bɪ'lɒŋ] 
vi. �  属于……之财产；是（社
团、家庭等）的成员

below [bɪ'ləʊ] 
prep. 在……下面  ad. 在下
面 

bench [bentʃ] 
n. 长凳；工作台；替补队员  
vt. 给……以席位；为……设
置条凳  n. � 条凳，长凳

beside [bɪ'saɪd] 
prep. 在旁边；靠近；
 �与……相比

besides [bɪ'saɪdz] 
prep. 除……以外（还有）  
ad. 还有，此外

best [best] 
a. �  最好的  ad. 最好地  n. � 最
好的人或物

better ['betə] 
n. �  较 好 者  ad. 更 好 地；更
多地；较大程度地 a. 较好的 
vt. 改善；胜过 vi. 变得较好

between [bɪ'twiːn] 
prep. 在（两者）之间，
 �在……中间

beyond [bɪ'jɒnd] 
prep. （表示位置）在……的
那边，远于；（指时间）迟于；

（指范围）超出  ad. 在远处

bicycle ['baɪsɪkl] 
n. 自行车 vi. 骑脚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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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bɪg] 
a. 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 大量地；顺利地；夸大地

bike [baɪk] 
n. (=bicycle) 自行车，脚踏
车

bill [bɪl] 
n. 账 单；法 案，议 案；〈美〉
钞票，纸币

biology [baɪ'ɒlədʒi] 
n. 生物学，生态学

bird [bɜːd] 
n. 鸟

birth [bɜːθ] 
n. 出生，诞生 

birthday ['bɜːθdeɪ]
n. 生日 

biscuit ['bɪskɪt] 
n. 饼干

bit [bɪt] 
n. 一点，一些，少量

bitter ['bɪtə] 
a. 有苦味的；痛苦的；严酷
的

black [blæk] 
n. 黑色  a. 黑色的

blackboard ['blækbɔːd] 
n. 黑板

blind [blaɪnd] 
a. 失明的，瞎的  vt. 使失明

blood[blʌd] 
n. 血，血液

blow [bləʊ] 
n. 击；猛攻；吹风 v. (blew，
blown) 吹；刮风

blue [bluː] 
n. 蓝色 a. 蓝色的；悲伤的，

沮丧的

board[bɔːd] 
n. 木板；布告牌；董事会  
v. 上（船、火车、飞机） 

boat [bəʊt] 
n. 小船，船

body ['bɒdi] 
n. 身体 

boil [bɔɪl] 
vi. 沸  vt. 煮，烧煮 
n. �沸，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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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e [bəʊn] 
n. 骨，骨头

book [bʊk] 
n. 书  vt. 预订（房间、座位、
车票等）  vi. 预订

border ['bɔːdə] 
n. 国界，边界，边缘，边沿，边
儿

bored [bɔːd] 
a. � （人）感到无聊的

boring ['bɔːrɪŋ] 
a. 乏味的，无聊的  

born [bɔːn] 
a. 出生的；天生的

borrow ['bɒrəʊ] 
v. （向别人）借用，借

boss [bɒs] 
n. 领班；老板，上司

both [bəʊθ] 
a. & ad. （两者）都 pron. 两
者，双方

bottle ['bɒtl] 
n. 瓶子

bottom ['bɒtəm] 
n. 底部，底

bow [bəʊ] 
n.  弓，鞠躬  vt. � 鞠躬，低头  

vi. � 鞠躬 低头

bowl [bəʊl] 
n. 碗  v. 打保龄球

box [bɒks] 
n. 盒子，箱子

boy [bɔi] 
n. 男孩

brain [breɪn] 
n. 脑，头脑

brave [breɪv] 
a. 勇敢的  

Brazilian [brə'zɪliən] 
n. 巴西人  a. � 巴西的，巴西人
的

bread [bred] 
n. 面包 

break [breɪk] 
vt. (broke，broken) 打 破，
使碎裂  vi. 破裂  n. 中断；休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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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fast ['brekfəst] 
n. 早餐

breast [brest] 
n. 胸部；乳房；心窝

breath [breθ] 
n. 气息，呼吸

breathe [briːð] 
vi. 呼吸

bridge [brɪdʒ] 
n. 桥

bright [braɪt] 
a. 明亮的；聪明的；（颜色）
鲜艳的

bring [brɪŋ]
vt. �(brought, brought) 拿来�，

带来�，取来�

Britain ['brɪtɪn] 
n. 不列颠，英国

British ['brɪtɪʃ] 
a. 大不列颠的；英国的；英
国人的  n. ( 总称 ) 英国人 

brother ['brʌðə] 
n. 兄；弟

brown [braʊn] 
n. 褐色，棕色   
a. 褐色的，棕色的

brush [brʌʃ] 
vt. 刷；擦  n. 刷子；画笔

build [bɪld] 
v.  (built，built) 建筑，建造

building ['bɪldɪŋ] 
n. 建筑物，房屋，大楼

burn [bɜːn] 
v. (burned，burned/burnt，
burnt) 燃，着火；使烧焦；使
晒黑  n. 烧伤；晒伤 

bus [bʌs] 
n. 公共汽车

business ['bɪznəs] 
n. （本分）工作，职业；生意；
事业

busy ['bɪzi]
a. 忙碌的，繁忙的

but [bʌt] 
conj. 但是，可是 

butter ['bʌtə] 
n. 黄油，奶油  vt. 涂黄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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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terfly ['bʌtəflaɪ] 
n. 蝴蝶

buy [baɪ] 
vt. (bought，bought) 购 买  
vi.  购物 

by [baɪ] 
prep. 靠近，在……旁；不迟
于；被；经……，由……；乘

（车）

bye [baɪ] 
excl. 再见，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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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cabbage→
cycle

cabbage ['kæbɪdʒ] 
n. 卷心菜，洋白菜；无精打
采的人，呆头呆脑的人

cage [keɪdʒ] 
n. � 笼子；兽笼

cake [keɪk] 
n. � 蛋糕，糕点，饼

call [kɔːl] 
n. 喊，叫；通话  v. 称呼；呼
唤；喊，叫

calm [kɑːm] 
a. �  沉着的；镇定的；安静的，
平静的

camel ['kæməl] 
n. 骆驼

camera ['kæmərə] 
n. 照相机；摄像机

cameraman 
 ['kæmərəˌmæn]  
n. 摄影师；照相师；摄影记
者

camp [kæmp] 
n. �  （夏令）营；野营  vi. 野营，
宿营

can [kæn, kən] 
v. �aux. 能，能够；可能；会；
可以  n. 罐头，听 

Canada ['kænədə] 
n. 加拿大

Canadian [kə'neɪdjən] 
a. 加拿大的；加拿大人的  
n. 加拿大人

cancel ['kænsəl] 
vt.  取消；删去  vi.  取消；相互

抵消  �n. � 取消，撤销

cancer ['kænsə] 
n. 癌

candle ['kændl] 
n. 蜡烛；烛光；烛形物

candy ['kændi] 
n. 糖果 

cap [kæp] 
n. 便帽；（表示职业等的）帽
子；（钢笔等的）笔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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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kæpɪtl] 
n. 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
母  a. 首都的；重要的；大写
的

captain ['kæptɪn] 
n. （海军）上校；船长；队长

car [kɑː] 
n. 汽车，小汽车

card [kɑːd] 
n. 卡片；名片；纸牌

careful ['keəfl] 
a. 小心的，仔细的

careless ['keələs] 
a. 粗心的，漫不经心的，疏
忽的

carpet ['kɑːpɪt] 
n. � 地毯  vt. � 在……上铺地毯

carrot ['kærət] 
n. 胡萝卜

carry ['kæri] 
vt. 运 载；传 送  vi. 被 携 带；
被搬运

cartoon [kɑː'tuːn] 
n. �  卡通，动画片  vt.  为……
画漫画  vi.  画漫画

carve  [kɑːv] vt. � 刻；雕刻

case [keɪs]
n. �  盒 子，箱 子；情 况，实 例  
vt. 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cash [kæʃ] 
n. � 现金

cassette [kə'set] 
n. � 盒式录音带 

castle ['kɑːsl] 
n. 城堡；象棋中的车

cat [kæt] n.  猫

catch [kætʃ] 
vt. � (caught，caught) 抓住；
染上（疾病）  vi. 接住；锁住

cause [kɔːz] 
n. 原因，起因 vt. 促使，引起，
使发生

CD [ˌsiː 'diː] 
 (compact disk 的缩写 ) 激

光唱片，光盘

CD �ROM ［siːdi rɒm］ 
(compact disk read only 
memory 的缩写 ) 只读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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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iling ['siːlɪŋ] 
n. 天花板，顶棚

celebrate ['selɪbreɪt] 
vt. 庆祝

cent [sent] 
n. 美 分，分 币（100 cents=1 

dollar）

centre ['sentə] ( 美 center) 
n. 中心，中央

century ['sentʃəri] 
n. 世纪；百年

certain ['sɜːtn] 
a. �  （未 指 明 真 实 名 称 的）
某……；确定的

certainly ['sɜːtnli] 
ad.  当然；行（用于回答）；必
定

chair [tʃeə] 
n. �  椅子；讲座；（会议的）主
席位

chairman ['tʃeəmən]  
 (pl. chairmen)  n. 主席；会
长；议长

chairwoman 
 ['tʃeəˌwʊmən]  n. 女 主 席；

女会长；女议长

chalk [tʃɔːk] 
n. 粉笔

challenge ['tʃælɪndʒ] 
n. 挑战，决斗 vt. 向……挑战

champion ['tʃæmpiən] 
n. 冠军；拥护者

chance [tʃɑːns] 
n. 机会，可能性  vt.  偶然发
生  vi.  碰巧

change [tʃeɪndʒ] 
v. 改变，变化；更换，兑换  
n. � 变化；找回的零钱

changeable ['tʃeɪndʒəbl] 
a. 无常的，可改变的；易变
的

chant [tʃɑːnt] 
n. 圣歌，赞美诗  v. � 吟唱，颂
扬

character ['kærəktə] 
n. 性 格，品 质；特 性；角 色  
vt. 印，刻；使具有特征

charity ['tʃærəti] 
n. 慈善事业，慈善团体（常用
复数 [charities]）；救济金，

施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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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ap [tʃiːp] 
a. 便宜的，廉价的

cheat [tʃiːt] 
n. & �v. �	欺骗；作弊

check [tʃek] 
n. 检查；核对；〈美〉支票（同
cheque）  v. 校对；核对；检
查

checkout ['tʃekaʊt] 
n. 检验；签出；结账台；检出

cheer [tʃɪə] 
n. 振奋；喝彩  
vi. 感到高兴；欢呼  
vt. 使高兴；向……欢呼

cheers [tʃɪəz] 
n. � 干杯；欢呼

cheese [tʃiːz] 
n. 奶酪

chemistry ['kemɪstri] 
n. 化学，化学药品（常用复
数）

chess [tʃes] 
n. 棋；国际象棋

chest [tʃest] 
n. 箱子；衣柜；胸部

chicken ['tʃɪkɪn] 
n. 小鸡；鸡肉

child [tʃaɪld] 
 ( pl.  children ［'tʃɪldrən］)  

n. 孩子，儿童

China ['tʃaɪnə] 
n. 中国

china ['tʃaɪnə] 
n. 瓷器

Chinese [tʃaɪ'niːz] 
a. 中国的；中国人的；汉语
的  n. 中国人；汉语，中文

chocolate ['tʃɒkələt] 
n. 巧克力

choice [tʃɔɪs] 
n. 选择，抉择

choose [tʃuːz] 
vt. (chose，chosen) 选择，
挑选

chopsticks ['tʃɒpstɪks] 
 (pl.)  n. 筷子

chore [tʃɔː(r)] 
n. 家庭杂务；日常的零星事
务；讨厌的或累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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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mas ['krɪsməs] 
n. 圣诞节

church [tʃɜːtʃ] 
n. 教堂；教会

cigarette [ˌsɪgə'ret] 
n. � 香烟

cinema ['sɪnəmə] 
n. 电影院；电影

circle ['sɜːkl] 
vt. 环绕  vi. 盘旋  n. 圈，环状
物

citizen ['sɪtɪzn] 
n. 公民；市民；老百姓

city ['sɪti] 
n. 市，城市

clap [klæp] 
vt. 拍（手），鼓（掌）  vi. 拍手，
鼓掌  n. 拍手（声）

class [klɑːs] 
n. � （学校里的）班；课；阶级

classmate ['klɑːsmeɪt] 
n. 同班同学

classroom ['klɑːsruːm] 
n. 教室

clean [kliːn] 
vt. 打扫，把……弄干净  
vi. 打扫  a. 干净的

clear [klɪə] 
a. 清晰的；清白的 
vt. �清扫；清除

clearly ['klɪəli] 
ad. �  清楚明白地；无疑地；当
然地

clerk [klɑːk] n.  职 员，办 事
员；店员；书记；记账员

clever ['klevə] 
a. 聪明的，伶俐的

climb [klaɪm] 
v. � 爬，攀登

clock [klɒk] 
n. （时）钟

clone [kləʊn] 
n. 克隆，（无性）繁殖  vt. 使
无性繁殖，克隆

close [kləʊs] 
a. 亲密的；接近的

close [kləʊz] 
vt. 关，关闭



C

P
a

rt 1
   

随
手
记2

0
0

0

词

�0

clothes [kləʊðz] 
n. 衣 服；各 种 衣 物；（复 数
clothes）

cloud [klaʊd] 
n. 云；阴影

cloudy ['klaʊdi] 
a. 多云的，阴天的

club [klʌb] 
n. 俱乐部

coach [kəʊtʃ] 
n. �  （体育等）教练，指导；长
途车  vt. 训练，指导

coal [kəʊl] 
n. 煤，煤块

coast [kəʊst] 
n. 海岸，海滨

coat [kəʊt] 
n. 上衣；外套  vt.  给……穿
外套；涂上

cock [kɒk] 
n. 公鸡；龙头

coffee ['kɒfi] 
n. 咖啡；咖啡豆；咖啡色 

coin [kɔɪn] 
n. 硬币

coke [kəʊk] 
n. 可口可乐；可卡因  vt.  成
焦炭；用麻药使……麻醉

cold [kəʊld] 
a. 冷的，寒冷的  n. 寒冷；感
冒

collect [kə'lekt] 
v. 收集，采集 a. 收件人付款
的

college ['kɒlɪdʒ] 
n. （综合大学中的）学院；学
会

colour ( 美 color) ['kʌlə] 
n. 颜色  vt. 给……着色，涂
色

colorful ['kʌləfl] 
a. � 富有色彩的，颜色鲜艳的

come [kʌm] 
vi. (came，come) 来�，来�到；
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comedy ['kɒmədɪ] 
 [ 复数 comedies] n. 喜剧；

喜剧性；有趣的事情

comfortable ['kʌmfətəbl] 
a. 舒服的，安逸的；舒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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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kɒmən] 
a. 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
通常的 n. 普通；平民；公有
地

communicate 
 [kə'mjuːnɪkeɪt]  v. � 交 际；

传达（感情、信息等）

communication 
 [kəˌmjuːnɪ'keɪʃn]  n. 交 际，

交往；通信，书信

company ['kʌmpəni] 
n. 公司，商号；同伴 

compare [kəm'peə] 
vt. 比 较，对 照  vi.  比 较；相
比

compete ［kəm'piːt］
vi. 比赛，竞争

competition [ˌkɒmpə'tɪʃn] 
n. 比赛，竞争

complain [kəm'pleɪn] 
vi. 抱怨，诉苦  vt. � 抱怨，诉苦

complete [kəm'pliːt] 
a. 完整的，完全的  vt. 完成，
使完整，使完美

composition
 [ˌkɒmpə'zɪʃn]  n. 作 文；作

曲

computer [kəm'pjuːtə] 
n. 计算机，电脑

concentrate ['kɒnsəntreɪt] 
vt. � 集中，专心  vi. 集结，集中

concert ['kɒnsət] 
n. 音乐会，演奏会；一致；和
谐

condition [kən'dɪʃn] 
n. 环境；条件，状况

conference ['kɒnfərəns] 
n. （正式的）会议；讨论会；
协商讨论

connect [kə'nekt] 
vt. 连接；把……联系起来�

consider [kən'sɪdə] 
vt. �  考虑；认为；考虑到；细
想  vi.  考虑；认为；细想

contest [kən'test] 
n. � 竞赛，比赛

continue [kən'tɪnjʊ] 
vi. 继续  vt. 使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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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kən'trəʊl] 
vt. & n. 控制，支配

conversation 
 [ˌkɒnvə'seɪʃn]   n. 谈话，交

谈，会话

convincing [kən'vɪnsɪŋ] 
a. � 令人信服的，有说服力的

cook [kʊk] 
n. 炊事员，厨师 vt. 烹调，做
饭

cooker ['kʊkə] 
n. 炊具 

cool [kuːl] 
a. 凉的，凉爽的  vt. � 使……
冷却；使……平静下来�  vi. 变
凉；平息

copy ['kɒpi] 
n. 抄本，副本  vt. 复印；〈计
算机〉拷（备份盘）

corner ['kɔːnə] 
n. 角落；（街道）拐角

correct [kə'rekt] 
vt. 改正，纠正  a. � 正确的，对
的

cost [kɒst] 
n. 价 格；成 本  vt. (cost，
cost) 价 钱 为……；使 付 出

（代价）

cotton ['kɒtn] 
n. 棉花  a. 棉花的

cough [kɒf] 
n. & �vi. 咳嗽  

could [kʊd, kəd] 
v.aux. �  （can 的过去式）能，
能够；（表示许可或请求）可
以……

count [kaʊnt] �
v. � 数，点数；计算

country ['kʌntri] 
n. 国家；农村，乡下

countryside ['kʌntrisaɪd] 
n. 乡下，农村地区

couple ['kʌpl] 
n. 夫妇；一对，一双

courage ['kʌrɪdʒ] 
n. � 勇气；胆量

course [kɔːs] 
n. 过程；经过；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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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sin ['kʌzn] 
n. 堂（表）兄 弟，堂（表）姐
妹

cover ['kʌvə] 
n. 盖子  vt. 覆盖，遮盖

cow [kaʊ] 
n. 母牛，奶牛

cowboy ['kaʊbɔi] 
n. 牛仔；莽撞的人

crayon ['kreɪən] 
n. 蜡笔，有色粉笔  vt. 以蜡
笔作画，用颜色粉笔画 

crazy ['kreɪzi] 
a. 疯狂的；狂热的，着迷的

cream [kriːm] 
n. 奶油，乳脂；精华；面霜；
乳酪

create [kri'eɪt] 
vt. 创造，创作；产生

creature ['kriːtʃə] 
n. 动物，生物；人；创造物 

crop [krɒp] 
n. 产量；农作物；庄稼  vt. 种
植；收割  vi. 收获

cross [krɔːs] 
n. 交叉，十字  vi. � 交叉；横过 
 vt. 越过，穿过  a. 易怒的；交
叉的

crossing ['krɔːsɪŋ] 
n. 十字路口；交叉；横渡；人
行横道  v.  横越（cross 的现
在分词）

crossroad ['krɔːsrəʊd] 
n. 十字路口；交叉路；岔道 

crowd [kraʊd] 
n. 群 众，一 伙；一 堆；大 众  
vt. 挤满，将……塞进  vi. 挤，
拥挤，聚集

crowded ['kraʊdɪd] 
a. � 拥挤的；塞满的

cruel ['kruːəl] 
a. 残忍的，残酷的，无情的

cruelty ['kruːəlti] 
 [ 复 数 cruelties]  n. 残 酷；
残忍；残酷的行为

cry [kraɪ]
n. 叫喊；哭声  v. 喊叫；哭

cultural ['kʌltʃərəl] 
a. 文化的；教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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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p [kʌp] 
n. 杯子；奖杯；酒杯

curly ['kɜːli] 
a. 卷曲的；卷毛的

custom ['kʌstəm] 
n.  习惯；风俗；海关 

customer ['kʌstəmə] 
n.  顾客，主顾

cut [kʌt] 
v. (cut，cut) 切�，割 
n. 切�，剪，割

cute [kjuːt] 
a. 可爱的；漂亮的；聪明的，
伶俐的

cycle ['saɪkl] 
n. 循环；周期；自行车  vt. 使
循环；使轮转  vi. 循环；骑自
行车；轮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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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ad→DVD

dad �[dæd] =daddy 
n. 爸爸 

daily ['deɪli] 
a. 每天的；日常的 ad. �  每天

n. � 日报

dance [dɑːns] 
n.  &  vi. �跳舞，舞蹈 

danger ['deɪndʒə] 
n. 危险 

dangerous ['deɪndʒərəs] 
a. 危险的，不安全的

dare [deə] 
vt. & �v. �aux. �（后 接 不 带 to

的不定式；主要用于疑问、否

定或条件句）敢，敢于

dark �[dɑːk] 
n. 黑暗，暗处 a. � 黑暗的，暗

的 

date [deɪt] 
n. 日期；约会；枣

daughter ['dɔːtə] 
n. 女儿 

day [deɪ] 
n. （一）天，（一）日；白天

dead [ded] 
a. 死的，无生命的 

deaf [def] 
a. 聋的 

deal [diːl] 
n. 数 量；交 易 vi. �  (dealt，

dealt) 处理；涉及

dear [dɪə] 
int. �（表 示 惊 愕 等）哎 呀！

唷！ a. �亲爱的；贵的 

death [deθ] 
n. 死，死亡

December [dɪ'sembə] 
n. 12 月 ( 缩写 Dec.)

decide [dɪ'saɪd] 
v. �决定，下决心 

decision [dɪ'sɪʒn] 
n. 决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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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diːp] 
a. 深的 ad. �深，深厚 deeply 

 ad. 深深地

deer [dɪə] 
n. 鹿

degree [dɪ'griː] 
n. 程度；度数；学位

delicious [dɪ'lɪʃəs] 
a. 美味的，可口的

dentist ['dentɪst] 
n. 牙科医生 

depend [dɪ'pend] 
vi. �依靠，指望；取决于

describe [dɪ'skraɪb] 
vt. �描写，叙述；形容

desert [dezət] 
n. 沙漠，荒漠

desk [desk] 
n. 书桌，办公桌，写字台 

dessert [dɪ'zɜːt] 
n. 甜点

develop [dɪ'veləp] 
vi. � 发展；生长；开发 vt. � 开

发（资源等）；冲洗（照片）

development 
 [dɪ'veləpmənt] �n. 发展；发

育；开发

dialogue ['daɪəlɔːg] 
( 美 dialog) n. 对话 

diary ['daɪəri] 
n. 日记

dictionary ['dɪkʃənri] 
n. 词典，字典

die [daɪ] 
vi. � 死；（草 木）枯 萎 vt. �（后

接同源名词）遭受（某种形式

的死亡）

difference ['dɪfrəns] 
n. 不同（之处），差别 

different ['dɪfrənt] 
a. 不同的，有差异的

differently ['dɪfrəntli] 
ad. 不同地，有区别地

difficult ['dɪfɪkəlt] 
a.（困）难的，艰难的

difficulty ['dɪfɪkəlti] 
n.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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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 [dɪg] 
v. �(dug，dug) 挖（洞、沟 等）；

掘 

dinner ['dɪnə] 
n. 正餐，晚餐 

dining ['daɪnɪŋ] 
n. 进餐，吃饭 

direct [dɪ'rekt] 
vt. � 指挥；监督；导演（电影） 

a. �直接的，直截了当的

direction [dɪ'rekʃn] 
n. 方向，方位；（常用复数）

指引，说明

director [dɪ'rektə] 
n. 所长，处长，主任

directory [dɪ'rektəri] 
n. 姓名地址录；目录 

dirty ['dɜːti] 
a. 脏的 

disability [dɪsə'bɪləti] 
n. 无力，无能，残疾

disabled [dɪs'eɪbld] 
a. 肢体有残疾的

disagree [ˌdɪsə'griː] 
vi. �不一致，意见不同

disagreement 
 [ˌdɪsə'griːmənt] �n. 意 见 不

合，不一致，分歧

disappear [dɪsə'pɪə] 
vi. �消失，失踪，不见

disappointed
 �[ˌdɪsə'pɔɪntɪd] �a. 失 望 的，

扫兴的

disappointing 
 �[ˌdɪsə'pɔɪntɪŋ] �a. 令人失望

的，扫兴的

discover [dɪs'kʌvə] 
vt. �发现，发觉 

discovery [dɪs'kʌvəri] 
n. 发现；被发现的事物（或

有才能的人）

discuss [dɪs'kʌs] 
vt. �讨论，议论 

discussion [dɪs'kʌʃn] 
n. 讨论，辩论 

disease [dɪ'ziːz] 
n. 病，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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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h [dɪʃ] 
n. 盘，碟

dismiss [dɪs'mɪs] 
vt. � 让……离开，解散；解雇 

vi. �解散

disturb [dɪs'tɜːb] 
vt. �扰乱，打扰

divide [dɪ'vaɪd] 
vt. �分，划分 

do �[duː] 
v. �aux. �(did，done) 做，干（用

以构成疑问句及否定句；第

三人称单数现在时用 does） 

don’t=do not 不做，不干

doctor ['dɒktə] 
n. 医生，大夫；博士 

dog [dɒg] 
n. 狗 

doll [dɒl] 
n. 玩偶 

dollar ['dɒlə] 
n. 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等国货币单位）

door �[dɔː] 
n. 门 

double ['dʌbl] 
a. 两倍的；双的 n. 两个，双

doubt [daʊt] 
n. & v. �怀疑，疑惑 

down [daʊn] 
prep. �沿着，沿……而下 

ad. �向下

download ['daʊnləʊd] 
v. �下载

downstairs [ˌdaʊn'steəz] 
ad. 在楼下，到楼下

dozen ['dʌzn] 
n. 12 个；几十；许多

draw [drɔː] (drew，drawn) 
v. � 绘画，绘制；拉，拖；提取

（金钱）

drawer ['drɔːə] 
n. 抽屉

dream [driːm] 
n.& vt. (dreamt，dreamt/

dreamed) 梦，梦想

dress [dres] 
n. 女服，连衣裙；( 统指 ) 服

装 v. �穿衣；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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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sser ['dresə] 
n. 梳妆台

drink �[drɪŋk] 
n. 饮料

drink �[drɪŋk] 
v. �(drank，drank) 喝，饮 

drive [draɪv] 
v. �(drove，driven) 驾 驶，开

（车）；驱赶

driver ['draɪvə] 
n. 司机，驾驶员

drop [drɒp] 
n. 滴 v. �掉下，落下

drug [drʌg] 
n. 药，药物；毒品 

drugstore ['drʌgstɔː] 
n. 杂货店，药店

drum [drʌm] 
n. 鼓 

dry [draɪ] 
v. � 使……干，弄干 �a. � 干的，

干燥的

duck [dʌk] 
n. 鸭子

dumpling  ['dʌmplɪŋ] 
n. 饺子；（有肉馅的）汤团

during ['djʊərɪŋ] 
prep. �在……期间，在……过

程中

duty ['djuːti] 
n. 责任，义务

DVD ['diː 'viː 'diː]
 �(digital versatile disk) 数

码影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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