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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即将来临,准备参加考试的朋友们买了真题、
听力材料要考前冲刺一把,找一下临考的感觉。可在做题的过程中发

现,还有好多单词好像认识却又把不准确切意思,这个时候再去找一

本厚厚的四级词汇书背单词来不及了吧? 有什么办法可以在短时间

内强化记忆一下这些“似熟非熟”的单词吗?
针对这样的情况,本书整理了4级常考重点词汇,按天编排,分

上、下午有序计划,让备考朋友们能在考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快速巩

固重要四级词汇的确切意思,摆脱单词词义“似是而非”的困惑,增加

考试中词汇认知和使用的自信。
本书编排及设计特点在于:

1.记忆方案安排高效有序

本书将每天冲刺记忆的单词分为上、下午单元,每单元控制在40
词左右,考前3星期左右记忆一遍。每天的单词背诵任务结束后,安
排小结训练,重复巩固一天的努力,确保“遗忘单词”的重新记忆。

2.词条列举方法创新

单词的排序由易到难,先背只有一种词性的单词,形容词、动词、
名词等,然后再记那些两个、三个词性的较难单词。记忆由简到繁,越
难的单词越在靠近考试时间复习,就越能保持短时间强化记忆的

效果。

3.词条扩展针对性强

每一词条的扩展内容只抓重点,音标帮助听力、考试真题中选取

的例句帮助熟悉实际用法、考点帮助熟悉四级考试中的常考搭配,获
取高分。

4.单词录音好处多多

每一单词配有两遍 MP3录音,背单词、听单词同时进行,更加强

化单词记忆,还可以提升听力能力。



5.手册样式实用方便

本书以随身手册的形式脱颖而出,方便携带,帮助考生利用每天

的零散时间,随同 MP3单词录音一起,随时随地记忆单词,做好考前

冲刺准备。
记好的单词是会遗忘的,但这并不要紧,忘记了就重新记一遍。

每天坚持安排好的记忆任务,养成第二天快速重复巩固第一天所记单

词的习惯,或者每天多安排两次巩固性计划,就会获得明显的进步。
单词的记忆是需要不断重复的,希望备考的朋友们能持之以恒,在考

前短时间内冲刺一下,达到集训式效果,获取考试高分。
本书作者都是长期从事大学英语教学与研究的高校一线教师,对

四级考试的难点、要点与常考考点,都有充分的了解与深入的研究。
囿于编者水平,恳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编　者

2011年7月



体例说明

◇　本书单词词性缩写形式说明:
a.形容词

v.动词

vi.不及物动词

vt.及物动词

n.名词

ad.副词

conj.连词

prep.介词

◇　本书体例符号说明:

→ 例句

→ 高频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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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normal[æb̍nɔːməl]a.反常的,异常的

Whatanabnormal weatherconditiontoday! Itwasquitesunnya
momentago,butnowitisrainingheavily.今天天气太反常了! 刚刚

还阳光明媚,现在居然下起大雨。

absolute[̍æbsəluːt]a.①绝对的,完全的 ②十足的,地道的 ③不受任何限制的

Heisquitesurethatit’sabsolutelyimpossibleforhimtofulfillthetask
withintwodays.他确信要他在两天之内完成这项任务是绝对不可能的。

absolutetruth绝对真理　absolutezero绝对零度

abrupt[ə̍brʌpt]a.①突然的,意外的(常作定语)②唐突的,鲁莽的

Thedrivermadeanabruptturntotheleft.司机突然向左来了个急转弯。

abundant[ə̍bʌndənt]a.①大量的,充足的 ②丰富的,充裕的

Thereareabundantsuppliesoffirewoodintheforest.森林里可以捡

到充足的柴火。

abundantin丰富,富于

accidental[̩æksI̍dentəl]a.意外的,偶然(发生)的

Thecourtmadeaverdictofaccidentaldeath.法院做出了意外死亡的

判决。

accurate[̍ækjʊrət]a.准确的,正确无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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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tatisticalfiguresinthatreportarenotaccurate.Youshouldnot
refertothem.这份报告中的统计数据并不准确,你不应该引用。

accustomed[ə̍kʌstəmd]a.①习惯于……的,适应了的 ②通常的,惯常的

Myeyesslowlygrewaccustomedtothegloom.我的眼睛慢慢地适应

了昏暗。

beaccustomedtosth./doingsth.习惯于做……

acute[ə̍kjuːt]a.①严重的,激烈的 ②敏锐的 ③(疾病)急性的 ④尖的,锐的

Althoughmostbirdshaveonlyanegligiblesenseofsmell,theyhave
acutevision.虽然大多数鸟类的嗅觉很差,但它们的视觉却很灵敏。

acutepain剧痛 acutedisease急性病

additional[ə̍dIʃənəl]a.添加的,额外的,另外的

additionalregulation补充规定 additionalclause附加条款

adequate[̍ædIkwIt]a.①足够的,充分的 ②恰当的,胜任的

Theresearchcannotbecompletedwithoutadequatefunding.没有足

够的资金,这项研究就无法完成。

beadequatefor适合;足够

advanced[əd̍v■ːnst]a.①超前的 ②先进的,高级的

inadvance 预先,在前面

advisable[əd̍vaIzəbl]a.可取的,适当的,明智的

IthinkitadvisablethatheleaveforNewYork.我认为他应动身去纽

约比较合适。

aggressive[ə̍■resIv]a.①侵略的,好斗的 ②敢做敢为的,有进取心的

Animalscanbecomeunusuallyaggressive whentheyareupsetbya
suddenenvironmentalchange.当周遭环境突然改变时,动物们容易变

得异常具有进攻性。

alive[ə̍laIv]a.①活着的 ②活泼的,有活力的 ③(继续)存在的,在起作用的

ancient[̍eInʃənt]a.①古代的,古老的 ②年老的,看上去很老的

FootracingwasamajorsportattheancientGreekOlympicGames.
赛跑是古希腊奥运会上的主要运动项目。

anxious[̍æ■kʃəs]a.①忧虑的,担心的 ②渴望的,急切(得到)的

beanxiousabout焦虑的 beanxiousfor/todo急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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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arent[ə̍pærənt]a.①表面上的,貌似(真实)的 ②显然的,明白的,清晰

可见的

Thistendencywasapparentinthelate1980s.这种趋势在20世纪80
年代末期很明显。

applicable[̍æplIkəb(ə)l]a.①能应用的,可实施的 ②适当的,合适的

Thenewlawisapplicablefromnextmonth.新法规从下月起生效。

applicablescope适用范围

arbitrary [̍aːbItrərI]a.①随意的,任意的 ②专断的,武断的,专制的

Iwasconfusedbecauseofthearbitraryserialnumbers.我被这随意的

序号搞糊涂了。

artificial[̩■ːtI̍fIʃ(ə)l]a.①人工的,人造的 ②做作的,不自然的,人为的

anartificialsmile不自然的微笑 artificialfibers人造纤维

artistic[■ː̍tIstIk]a.①艺术(家)的,美术(家)的 ②富有艺术性的,精美的,
精彩的

Headmiresherartistictemperament.他很仰慕她的艺术家气质。

theartisticcommunity艺术界

ashamed[ə̍ʃeImd]a.惭愧的,羞耻的,害臊的

beashamedtodosth.以干某事为耻辱

atomic[ə̍tɒmIk]a.①(关于)原子的 ②原子能的,原子武器的

atomicbomb原子弹

attractive[ə̍træktIv]a.吸引的,有吸引力的,引起注意的

Ihaveanofferofanewjobatanattractivesalary.有人给我提供了一

份新工作,薪水很有吸引力。

auxiliary[ɔː■̍zIlIərI]a.①辅助的,补助的 ②备用的,后备的

Wewillhaveanauxiliarynetwork.我们将有一套辅助的网络系统。

available[ə̍veIləbl]a.①可利用的,可得到的②可以见到的,随时可来的,
可取得联系的

makesth.availableto/for使……可以享受某物,使……买得起某物

aware[ə̍weə(r)]a.察觉到的,意识到的

Theybecameawareofapeculiarsmellintheroom.他们觉察到房间

里有一股特别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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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wareof知道,意识到 becomeawareof发觉,注意到

awful[̍ɔːful]a.①令人不快的,令人畏惧的 ②(感到)难过的,不舒服的

③非常的,极大的

Ican’tdenythatIwasawfulintheplay.我不能否认在这出戏里我演

得很糟糕。

awkward[̍ɔːkwəd]a.①笨拙的,不灵活的 ②尴尬的,别扭的 ③难应付的,
棘手的

Theshygirlfeltawkward anduncomfortablewhenshecouldnot
answerherteacher’squestion.由于不会回答老师的问题,那个内向的

女孩儿感到尴尬和不安。

beloved[bi̍lʌvd]a.所钟爱的,受爱戴的

SheisTom’sbelovedwife.她是汤姆的爱妻。

beneficial[̩benI̍fIʃəl]a.有益的,有利的

bebeneficialto对……有益

bold[bəʊld]a.①勇敢的 ②冒失的,鲁莽的 ③粗(字)体,醒目的

boldtodo=itisboldofsb.todo (某人)真大胆,竟然敢……

brilliant[̍brIljənt]a.①光辉的,灿烂的 ②卓越的,杰出的

Brilliantsunshineilluminatedthescene.灿烂的阳光照亮了整个场景。

brilliantcolors艳丽的色彩

capable[̍keIpəbl]a.有能力的,有技能的

Heiscapableofrunning1,000metersin4minutes.他能用4分钟跑

1000米。

becapableofdoingsth.有……能力做某事

casual[̍kæʒʊəl]a.①随便的,非正式的 ②漠不关心的,冷淡的 ③偶然的

④临时的

Sheputinseveralcasualremarksduringmyspeech.我演讲时她随便

插了几句话。

casualbehavior不拘礼节的行为　acasualworker临时工

cautious[̍kɔːʃəs]a.十分小心的,谨慎的

My motherisacautious motorist;sheneverdoesanydangerous
driving.我母亲开车非常小心,从来不危险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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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erful[̍tʃIəfʊl]a.①欢乐的,高兴的 ②使人感到愉快的

civil[̍sIvIl]a.①公民的 ②民用的 ③民事的,根据民法的 ④有礼貌的,文明的

Votingistheexerciseofacivilright.投票是行使一项公民权利。

saysth.civil说奉承话/恭维话 becivilto对……有礼貌

classical[̍klæsIkəl]a.古典的,经典的

ShelikesclassicalRomanliteratureandmusic.她喜欢古罗马文学和音乐。

classicalmusic古典音乐 classicalschool古典(经济)学派

clumsy [̍klʌmzI]a.①笨拙的,粗陋的 ②不得体的,无策略的

Themachinelookedlikealarge,clumsy,old-fashionedtypewriter.
那台机器看上去像一台既大又笨重又过时的打字机。

beclumsywith/at/in...在……方面笨拙

coarse[kɔːs]a.①粗的,粗糙的 ②粗劣的,粗俗的

Hisdresswasmadeofcoarsematerial.他的衣服是用粗布做的。

coarsemanners粗俗的举止　coarsecloth粗布　coarsefare粗食

comparable[̍kɒmpərəbl]a.① (with,to)可比较的,类似的 ②比得上的

comparablewith与……相比 comparableto可与……匹敌,相似

comparative[kəm̍pærətIv]a.①比较的 ②相对的

Let’smakeacomparativestudyofthetwolanguages.让我们将这两种

语言作一下比较研究。

liveincomparativecomfort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

competent[̍kɒmpItənt]a.有能力的,能胜任的

Moreandmorepeoplearelearningtobecompetentinusingpersonal
computers,digitalcommunicationsandfactoryrobots.越来越多的人

在学习使用个人电脑、数字通信及工厂机器人。

becompetenttodosth./forsth.胜任/有能力做某事

competitive[kəm̍petətIv]a.①竞争的,比赛的 ②好竞争的 ③(价格等)
有竞争力的

Becauseadegreefromagooduniversityisthe meanstoabetterjob,

educationisoneofthemostcompetitiveareasinJapaneselife.由于名牌大

学的学位可以使人找到好工作,因此在日本教育是最具竞争的行业之一。

competitivewith可与……竞争的　competitiveexaminations选拔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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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icated [̍kɒmplIkeItId]a.复杂的,难懂的

Lifeissocomplicatedthatit’snotsoeasytospendthewholelife.人

生如此复杂,想顺利走完并非易事。

comprehensive[̩kɒmprI̍hensIv]a.广泛的,综合的

Thegovernmentgaveaverycomprehensiveexplanationofitsplansfor
individualdevelopment.政府对个人发展计划进行了全面解释。

acomprehensiveknowledge渊博的知识

confident[̍kɒnfIdənt]a.①确信的,肯定的 ②有信心的,自信的

Hefeelsconfidentofpassingtheexam.他自信能通过这次考试。

Iamconfidentthat...我深信……

conscious[̍kɒnʃəs]a.①意识到的,自觉的 ②神志清醒的 ③有意的,存心的

I’mconsciousenoughtoknowitisgoingtobeaverydifficultsituation
tocompeteagainstthreestrongteams.我清楚地知道与三个强队展开

竞争是非常困难的。

be/becomeconsciousof意识到

considerable[kən̍sIdərəbl]a.相当大(或多)的

Writingisaslowprocess,requiringconsiderablethought,time,and
effort.写作可是个慢功夫,需要反复的思考,充分的时间和不懈的努

力。

considerate[kən̍sIdərət]a.体贴的,体谅的

It’sveryconsiderateofyounottotalkaloudwhilethebabyisasleep.
你很体谅人,在孩子睡觉时不大声说话。

consistent[kən̍sIstənt]a.①坚持的,一贯的 ②一致的,符合的

Itisourconsistentpolicythatwewillachieveunitythroughpeaceful
means.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统一是我们的一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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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nsistentwith与……一致,与……相符合

continual[kən̍tInjʊəl]a.①不间断的,不停的 ②多次重复的,频频的

Ourjourney wasslow becausethetrain stopped continually at
differentvillages.我们的旅程缓慢,因为火车不断地在不同的村庄停

靠。

continuous[kən̍tInjuəs]a.连续不断的,不断延伸的

Thebrainneedsacontinuoussupplyofblood.大脑需要不断的血液供

给。

becontinuouswith与……相连,是……的延续部分

controversial[̩kɒntrə̍vɜːʃəl]a.引起争议的,有争议的

AnewspaperreportsthattheSupremeCourthasdelivereditsopinion
inthecontroversialcase.报纸报道说最高法院已经下达了对这个有争

议的案件的裁定。

acontroversialquestion引起争论的问题

conventional[kən̍venʃənl]a.①普通的,习惯的,常规的 ②符合习俗的,
因循守旧的

Johndoesn’tbelieveinconventionalmedicine;hehassomeremedies
ofhisown.约翰不相信传统的药物,他有他自己的治疗方法。

conventionalweapons常规武器 conventionalopinions旧观念

corresponding [̩kɒrIs̍pɒndI■]a.①相应的,相当的 ②符合的,一致的

MarkthecorrespondingletterontheAnswerSheet.在答题纸上画出

相应字母。

correspondingperiodoflastyear去年同(一时)期

costly [̍kɒstlI]a.昂贵的,代价高的

Theovercoatistoocostlyformetobuy.这件大衣太贵,我买不起。

creative[krI̍eItIv]a.创造(性)的,有创造力的

Awriterneedscreativeimagination.作家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

creativepower创造力,创作力creativetalent创作的才能

critical[̍krItIkəl]a.①决定性的,关键性的,危急的 ②批评的,批判的

Thedistinctionisbetweenthecreativemindandthecriticalmind.这

种不同就在于创新的眼光与批评的眼光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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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riticalabout爱挑剔 acriticaldecision重大的决定

criticalmoment危急时刻;紧要关头

crucial[̍kruː∫əl]a.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

Improvedconsumerconfidenceiscrucialtoeconomicrecovery.增强

消费者的信心对经济复苏有决定性意义。

becrucialto/for是……的关键

crude[kruːd]a.①粗鲁的,粗俗的 ②天然的 ③简陋的

Hiscrudemannersmadehiswifeveryangry.他粗鲁的态度让妻子非

常生气。

Petrolisrefinedfromthecrudeoilwetakeoutoftheground.汽油是

由地下挖掘出的原油提炼而成的。

crudeidea不成熟的想法 acruderemark粗鲁的话

deaf[def]a.①聋的 ②不愿听的,装聋的

turnadeafearto不理会……,充耳不闻

bedeaftowarning/advice不听警告/劝告

decent[̍diːsənt]a.①庄重的,合乎礼仪的 ②像样的,体面的 ③宽厚的,大
方的

Thismovieisnotdecentforchildrentosee:itcontainstoo much
violenceandtoomanylovescenes.这部电影少儿不宜,里面有太多的

暴力和情爱镜头。

definite[̍defInIt]a.①明确的,确切的 ②肯定的,限定的

I’mnotsurewhetherIcangainanyprofitfromtheinvestment,soI
can’tmakeadefinitepromisetohelpyou.我不能肯定这项投资能否

获利,因此我不能明确许诺帮助你。

delicate[̍delIkət]a.①娇弱的 ②精致的 ③微妙的 ④易碎的

Duringtheprocess,greatcarehastobetakentoprotectthedelicate
silkfromdamage.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不要损害非常娇贵的丝

织品。

dense[dens]a.①密集的,稠密的,浓密的 ②密度大的 ③愚笨的

Weenteredadenseforest.我们进入一片茂密的森林。

dental[̍dentəl]a.牙齿的,牙科的

Dental carecan preventearlytoothlossand bladderorkid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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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ctions.牙齿的护理可以防止过早掉牙和膀胱或肾感染。

desperate[̍despərət]a.①不顾一切的 ②孤注一掷的 ③极需要的

④危急的

Theymadeadesperateattempttosavethecompany.他们为挽救公司

作孤注一掷的努力。

bedesperatefor极需要的 bedesperatetodo非常渴望做

diplomatic[̩dIplə̍mætIk]a.①外交上的,从事外交的 ②有手腕的,策略的

Thereweresomemediatecontactsbetweenthetwocountriesbefore
theirdiplomaticrelationwasestablished.在两国外交关系建立之前,
已经有些间接的接触。

distinct[dIs̍tI■kt]a.①独特的,不同的 ②清楚的,明显的 ③明确的

Astronomyasdistinctfromastrology,isanexactscience.天文学是一

门严谨的科学,与占星术完全不同。

bedistinctin...from...在某方面与……不同

diverse[daI̍vɜːs]a.①不同的,相异的 ②多种多样的

domestic[də̍mestIk]a.①本国的,国内的 ②家庭的,家用的 ③驯养的

Thiscountryhastoimportmeatbecauseitdoesn’tproduceenoughfor
thedomesticmarket.这个国家必须进口肉类,因为国内的产量不能满

足自己市场的需求。

doubtful[̍daʊtfʊl]a.①未定的 ②怀疑的,可疑的

IfeeldoubtfulwhatIoughttodo.我不知该做什么。

dramatic[drə̍mætIk]a.①戏剧的,剧本的 ② 戏剧性的,激动人心的

③引人注目的

dull[dʌl]a.①乏味的,单调的 ②迟钝的 ③(色彩等)晦暗的,(天气等)阴
沉的

Thedulllinguisticlessonsarespicedwiththeteacher’sjoke.枯燥无味

的语言课因为老师讲的笑话而变得有趣了。

dumb[dʌm]a.①哑的 ②说不出话的 ③愚蠢的

Hewasstruckdumbwithamazement.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durable[(djuərəbl]a.持久的,耐用的

Eventhoughtheleatherglovesaremoreexpensive,theyare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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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able.虽然皮手套更贵,但却更耐用。

earnest[̍ɜːnIst]a.认真的,诚挚的,热心的

Mrs.Whiteisearnestaboutcommunitywork.怀特太太对小区工作十

分热心。

inearnest 认真的,诚挚的

efficient[I̍fIʃənt]a.效率高的,有能力的

Ourefficientnewmachinesaremuchcheapertorun.我们这些效率很

高的新机器用起来很省钱。

electrical[I̍lektrIkəl]a.电的,电气科学的,与(电)有关的

Heisanelectricalengineer.他是个电气工程师。

elegant[̍elI■ənt]a.①优雅的,精致的,漂亮的 ②简练的,简洁的

Themiddle-agewomanlooksveryelegant.那位中年妇女看上去很高雅。

elegantmanners优雅的举止

enormous[I̍nɔːməs]a.巨大的,极大的,庞大的

Overpopulationisan enormous burden for alotof developing
countries.Thussomeofthesecountrieshaveadoptedbirth-control

policy.人口过多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沉重负担,因此有些国家实

行了计划生育政策。

entire[In̍taIə(r)]a.完全的,全部的,整个的

Theentirecontentofabookwillbelocatedonasinglesiliconchip.整

本书的内容只用一片硅芯片就可以装下。

exceptional[Ik̍sepʃənəl]a.①例外的;特殊的 ②优秀的

Thefiremenshowedexceptionalbravery.消防队员们表现出非同寻常

的勇气。

exotic[I■̍zɒtIk]a.①异国情调的 ②外来的

WesawpicturesofexoticbirdsfromthejungleofBrazil.我们看到了

来自于巴西热带雨林的各种奇异鸟类的照片。

explicit[Iks̍plIsIt]a.①详尽的;清楚的;明确的 ②直率的

Thedoctorgavemeexplicitinstructionsonwhenandhowtotakethe
medicine.大夫详细地告诉我该何时服药以及如何服药。

exquisite[̍ekskwIzIt]a.①精美的;精致的 ②剧烈的,强烈的 ③灵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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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boughtanexquisitechinafigurine.她买了一尊小巧而精致的瓷塑

像。

external[Ik̍stɜːnl]a.①外界的,外来的 ②表面的 ③【药】外用的 ④外国的

Toallexternalappearanceshewasaquietman,buthehadaviolent
temper.从整个外表看,他是个沉静的人,但其实他脾气非常暴躁。

forexternaluseonly(药)仅供外用

extinct[Ik̍stI■kt]a.①(火)熄灭了的 ②消亡了的 ③灭绝的

Myhopeofgettingsomeemploymentwasextinct.我要找工作的希望

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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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下面单词的意思,都掌握了吗? 没记住的单词做好记号,强化一下,直

到全部记住!
□ abnormal
□ arbitrary
□ cheerful
□ controversial
□ domestic
□ absolute
□ artificial
□ civil
□ conventional
□ doubtful
□ abrupt
□ artistic
□ classical
□ corresponding
□ dramatic
□ abundant
□ ashamed
□ clumsy
□ costly
□ dull
□ accidental
□ atomic
□ coarse
□ creative
□ dumb
□ accurate
□ attractive
□ comparable
□ critical
□ durable

□ accustomed
□ auxiliary
□ comparative
□ crucial
□ earnest
□ acute
□ available
□ competent
□ crude
□ efficient
□ additional
□ aware
□ competitive
□ deaf
□ electrical
□ adequate
□ awkward
□ complicated
□ decent
□ elegant
□ advanced
□ awful
□ comprehensive
□ definite
□ enormous
□ advisable
□ beloved
□ confident
□ delicate
□ entire

□ aggressive
□ beneficial
□ conscious
□ dense
□ exceptional
□ alive
□ bold
□ considerable
□ dental
□ exotic
□ ancient
□ brilliant
□ considerate
□ desperate
□ explicit
□ anxious
□ capable
□ consistent
□ diplomatic
□ exquisite
□ apparent
□ casual
□ continual
□ distinct
□ external
□ applicable
□ cautious
□ continuous
□ diverse
□ extin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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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ordinary[Ik̍strɔːdənərI]a.① 异常的,特别的,非凡的 ② 离奇的

③特派的

Itisoneofthemostextraordinarybookswhichhumangeniushasever
produced. 这是人类天赋所创作的最了不起的书之一。

extravagant[Iks̍trævə■ənt]a.①奢侈的;浪费的 ②放肆的;过度的

Don’tbesoextravagant;spendyourmoneymorecarefully.别这么浪

费;花钱节省些。

faithful[̍feI■fʊl]a.①忠诚的,守信的 ②尽职的 ③准确可靠的

befaithfulto对……忠诚

fantastic[fæn̍tæstIk]a.① 极 好 的,极 出 色 的 ② 极 大 的,难 以 相 信 的

③异想天开的

Itmaysoundratherfantastic,butit’sthetruth.这听起来可能相当离

奇,但事实如此。

fascinating [̍fæsIneItI■]a.迷人的,有极大吸引力的

Thechangingvividcoloursofthesunsetarereallyfascinating.日落时

变化多端的色彩确实使人心醉神迷。

fatal[̍feItəl]a.①致命的,灾难性的 ②重大的

Somepeopleconsiderthehydrogenbombaveryfatalweaponwhich
couldkillsomebody.有人认为氢弹是致命性武器。

befatalto对……是致命的

faulty [̍fɔːltI]a.有错误的,有缺点的

That’safaultyargument.那是个错误的说法。

favo(u)rable[̍feIvərəbl]a.①称赞的,赞同的 ②有利的,顺利的

Theyarefavorabletotheproposal.他们赞同这项提议。

befavorableto赞同,有利于

fearful[̍fIəfʊl]a.①可怕的,吓人的 ②不安的,忧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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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aveeverwitnessedafearfulaccident.我曾目睹一场可怕的事故。

befearfulof害怕

feasible[̍fiːzəbl]a.可行的,可能的,可用的

Itisnotfeasibletobuildseadefensestoprotectagainsterosion.建造

海坝抵御侵蚀不可行。

befeasiblefor对……是合适的

fertile[̍fɜːtaIl]a.① 肥 沃 的,富 饶 的 ② 多 产 的,丰 产 的 ③ (想 象 力 或

创造力)丰富的

Plantsgrowwellinfertilesoil.植物在肥沃的土壤里长势良好。

fierce[fIəs]a.①凶猛的,残酷的 ②狂热的,强烈的 ③猛烈的,狂暴的

Fiercestormslashedthecountry.猛烈的暴风雨鞭笞着旷野。

fierceheat酷热

financial[faI̍nænʃəl]a.财政的,金融的

financialcrisis金融危机

flexible[̍fleksəbl]a.①易弯曲的,柔韧的 ②灵活的,可变通的

WehavearrangedtogotothecinemaonFriday,butwecanbe
flexibleandgoanotherday.我们安排周五去看电影,但是可以灵活一

些,我们也可以改天去。

fluent[̍fluːənt]a.流利的,流畅的

PeopleworkinginPRshouldbemorefluentinforeignlanguages.在

人力资源部工作的人应该外语更加流利。

afluentspeaker口若悬河的演说者

formal[̍fɔːməl]a.①正式的,正规的 ②形式上的,表面的

Idon’tknow enough aboutarttoappreciatethepurelyformal
qualities.我对艺术懂得不多,不会欣赏纯形式上的艺术特性。

formaleducation正规教育

frank[fræ■k]a.坦白的,直率的

Ifyouwantmyfrankopinion,Idon’tthinktheplanwillsucceed.你

如果要我坦诚相告,那么我认为这个计划不会成功。

bequitefrankwithsb./aboutsth.对某人/某事十分坦白

fruitful[̍fruːtfʊl]a.多产的,富有成效的

Itwasafruitfulmeeting;wemadealotofimportantdecisions.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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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很有成效的会议,我们做出了许多重大决定。

befruitfulin在……方面富有成效

generous[̍dʒenərəs]a.①慷慨的 ②宽宏大量的 ③大量的

Heisverygenerousforheoftenbuysthingsforotherpeople.他很大

方,经常为别人买东西。

genuine[̍dʒenjʊIn]a.①真的,非人造的 ②真诚的,真心的

Hehasagenuinelovetoher.他对她的爱情是真诚的。

given [̍■Ivən]a.①规定的,特定的 ②假设的,已知的

begivento习惯于;经常做

glorious[̍■lɔːrIəs]a.①光荣的 ②壮丽的,辉煌的 ③令人愉快的,极好的

Whatagloriouscolor! 颜色多么光彩夺目!

graceful[̍■reIsfʊl]a.①优美的,优雅的 ②得体的

Hethankeduswithagracefulspeech.他用一番得体的话来感谢我们。

gradual[̍■rædʒʊəl]a.①逐渐的,逐步的 ②坡度平缓的,不陡的

Thereisagradualimprovementinhiswork.他的工作在逐步改进。

grand[■rænd]a.①宏伟的,壮丽的 ②重大的 ③傲慢的 ④绝佳的

Thismountainisfamousforitsgrandviewofsunrise.这座山以其壮

观的日出景象而闻名。

grateful[̍■reItfʊl]a.感激的,感谢的

begratefultosb.for因……感谢某人

greedy [̍■riːdI]a.①贪食的 ②贪婪的 ③(for,after,of)渴望的

guilty [̍■IltI]a.①内疚的 ②有罪的

beguiltyofacrime犯了罪 beinwardlyguilty 理亏心虚

handy [̍hændI]a.①方便的 ②手边的,近便的 ③手巧的

Agoodtoolboxisahandythingtohaveinanyhouse.任何一个家庭

都应备有一个好的工具箱以便随时使用。

behandywith/at对……很擅长

harsh[hɑːʃ]a.①严厉的,严酷的 ②刺耳的,刺目的 ③粗糙的

Thesunlightisveryharsh.太阳光很刺眼。
Harshwinterskillitoff.严冬中它无法存活。

beharshwith/tosb.对某人严厉

helpless[̍helplIs]a.①无助的,无保护的 ②无法抗拒的,不由自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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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ic[hI̍rəʊIk]a.英雄的,英勇的

Manypeoplehaveheardoftheman’sheroicdeeds.许多人都已经听

说了这个人的英雄事迹。

historic[hIs̍tɒrIk]a.历史上著名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Thisisahistoricoccasion.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

ahistoricevent历史性的事件

historical[hIs̍tɒrIkəl]a.历史(上)的,史学的

Thebookisbasedonhistoricalevents.这本书是根据历史事件写成的。

ahistoricalnovel历史小说

holy [̍həʊlI]a.①神圣的,神的 ②圣洁的 ③虔诚的

HeisaholyBuddhist.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honorable[̍ɒnərəbl]a.①光荣的,荣誉的 ②可敬的,高尚的

Itishonorabletoearnalivingwithyourhands.靠双手劳动来养活自

己是光荣的。

horizontal[̩hɒrI̍zɒntl]a.地平的,水平的

Thelakehasahorizontalsurface.湖面呈水平状。

horrible[̍hɒrəbl]a.①令人恐惧的,可怕的 ②极讨厌的,糟透的

Theteatastedhorrible.这茶味道很糟糕。
The“energy-efficient”houseturnedouttobeahorribledream.“节
能”房屋结果变成了噩梦。

hostile[̍hɔstaIl]a.①敌对的,敌意的,不友善的 ②敌方的

Thisisahostileterritory.这是敌占区。

behostileto敌对的,敌意的

humorous[̍hjuːmərəs]a.幽默的,诙谐的

identical[aI̍dentIkəl]a.(to,with)相同的,相等的;同一的

Howisitthatyourroommate’srequestandyoursareidentical? 你室

友的要求怎么跟你的一模一样呢?

ignorant[̍I■nərənt]a.(of)不知道的;无知的,愚昧的

Beingignorantofthelawisnotacceptedasanexcuseofbreakingthe
law.对法律的无知并不能成为犯罪的借口。

illegal[I̍liː■əl]a.不合法的,非法的

imaginary[I̍mædʒInərI]a.①想象中的 ②假象的,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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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littledaughterhasanimaginaryfriend.我的小女儿有个想象中的

朋友。
Allthecharactersinthisbookareimaginary.此书中的所有人物都是

虚构的。

immense[I̍mens]a.广大的,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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