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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我们都知道，英语水平和掌握的单词数量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词汇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听、说、
读、写的能力，因此掌握更多的单词是广大英语学习者
共同的目标。
许多英语学习者在记忆单词的时候，虽然记住了单
词的发音、拼写及中文含义，却忽略了单词的实际运用
情况。如果按照这种方法记忆单词，可以说很难真正学
会一个单词的实际应用，比如在写作中，我们可能会混
淆两个中文含义相近的单词，又或者在口语交际中，发
现无法找到合适的词语来准确传达我们的想法。
另外，还有一些读者盲目地追求高词汇量，结果记
忆了许多在生活中并不常用的、艰难晦涩的词语，且这
些词汇对提高英语实际应用水平来说，显然帮助不大。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改变思路，从实用的
角度出发，克服单词这一难关。要实现这个目的，我们
需要抛弃以往只注重单词本身而忽视实际应用的学习
方法。因此，我们为读者收集了 10000 个日常生活中
最常用的词语，包括 1000 个口语高频词、1000 个听力
高频词，以及 8000 个按照不同场景分类的必知词汇。
这些词语涵盖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具有以下特色。
❶ 词汇来源最具科学性
为了帮助读者提高口语和听力水平，我们希望选出
口语和听力中最常用的单词。因此，我们收集了十分丰
富的英语学习资料，包括美剧、电影台词剧本和新闻文
本，计算了每个单词出现的频率，同时考虑到单词的实
用价值，我们选择了 1000 个口语词汇、1000 个听力词
汇。保证为读者提供最实用的内容。

❷ 内容选材最地道
“口语高频词”选材于《老友记》《生活大爆炸》《绝
望主妇》《拜见岳父大人》《冰河世纪》等热门美剧和电
影的台词，我们可以跟随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学习老外
每天都在用的日常口语。
“听 力 高 频 词”选 材 于 VOA、BBC、CNN 近 年
来出现的新闻材料，为读者提供原汁原味的地道英文
表达。
❸ 结构安排最具实用性
口语高频词——学英语的目的在于 speak out，本
章给出了美国人最常用的俚语及对话场景再现，让您在
学习单词的同时，轻松习得最地道的口语表达，可谓一
举两得。
听力高频词——与人交流，听懂别人说什么是非常
重要的，本章给出了 VOA、BBC 中最常出现的例句和
用法，为您进行日常交流和听懂各类新闻打下根基。
场景必知词——本章全面覆盖了生活中常见的
400 个场景，从清晨起床，到居家生活，乃至购物、休闲、
娱乐、求学、工作，以及最新的热点话题等，每个场景下
面配有 20 个必知词汇或短语，并为重点词汇提供例句、
对话和短语搭配，帮助读者在语境中更全面地理解单词
用法。
希望这些内容能帮助读者摆脱过去死记硬背的单
词记忆法，实现从实用的角度学习单词的目的，并将所
学内容活学活用。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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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所选的单词都来自当下最热门的美剧和
电影，并配有老美最常用的俚语及原汁原味的
对话。让你不出国就能跟老美学最地道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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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1

do [dU:] v. 做，从事
例 She shows me how to do it. 她告诉我怎么做这个。
说 Blair: I wanna do this... it... now. 我现在就想…做…这件
事。
Nate: Now now? 现在，现在吗？（《绯闻女孩》）

know

[n4J] v. 知道，了解

例 I know what you are after. 我知道你在追求什么。
说 Kati: Didn’t you know she was coming? 难道你不知道
她要来了吗？
Serena: Of course I did. I just wanted it to be a surprise.
当然知道。我只是想给大家个惊喜。（《绯闻女孩》）
well [wel] ad. 好，令人满意地 int. 哎呀，嗯 a. 健康的；
良好的 n. 井
例 I speak Chinese very well. 我中文说得很好。
说 Dan: Well, you look good, Jen. You do, really. 嗯，你看
起来不错，珍。真的不错。
Jenny: Thanks. I mean, too bad it’s more than our rent
but I think I can. 谢谢。我的意思是，真糟糕，这比我们的
租金还贵，不过我觉得我可以。（《绯闻女孩》）
up [8p] ad. 向上，彻底地 prep. 沿…往上；在…上面 a.
结束了的，完了的
例 My heart is jumping up and down. 我的心七上八下。

out

[aJt] ad. 出，向外 n. 外面，外观 a. 外面的；出局的

例 I’m going out. 我正准备出去。

gonna

[gɒn4] abbr. 将要

例 I’m gonna do this. 我正要做这个。
说 A: Where are you heading? 你这是要去哪啊？
B: I gonna buy a new shirt. 我想去买件新衬衣。

think

[7I6k] v. 认为，想 n. 想，思考

例 I think highly of your works.
我对你的作品给予高度评价。

want

[wɒnt] v. 想要，希望；缺乏 n. 缺乏；必需品

搭 in want of 缺乏…
例 I want to stay with you. 我想和你待在一起。

come

[k8m] v. 来，变成

例 I come from China. 我来自中国。

see

[si:] v. 看，领会

Part 1 口语高频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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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I see that super star! 我看到那个超级巨星了。
说 A: Did you understand? 你理解了吗？
B: Yes, I see. 是的，我明白了。

good

[gJd] a. 好的，有益的 n. 好事，好处

例 Good job! 做得好！
说 A: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her? 你觉得她怎么样？
B: She’s a good girl. 她是个好女孩。

sorry

[sɒrI] a. 对不起的，抱歉的

说 A: I’m so sorry about what I did. 对我的所作所为，我很
抱歉。
B: Never mind. 别在意。
mean [mi:n] v. 意思是；打算 a. 卑鄙的；吝啬的
n. 平均数
例 It means we are right. 这表示我们是对的。
说 A: What do you mean? 你是什么意思？
B: I mean we should get there on time. 我的意思是我们
应该准时到达那里。

take

[teIk] v. 带(去)；乘(车)

搭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把…考虑在内
例 The plane has taken off. 飞机起飞了。
说 Penny: Sheldon, take it easy. 谢尔登，别紧张。
Sheldon: You take it easy! I need to use your shower.
你才别紧张！我得用一下你的浴室。（《生活大爆炸》）

because

[bI'kɒz] conj. 因为

说 A: W
 hy didn’t you attend the meeting this morning? 你
今天早上怎么没参加会议？
B: Because I went to the hospital. 因为我去了趟医院。

God

[gɒd] n. 上帝；极其崇拜的人(或事物)

说 A: C
 ongratulation! You pass this exam. 恭喜你！你通
过了这次考试。
B: Oh, my God! That’s incredible! 哦！天啊！太不可思
议了！

make

[meIk] v. 做，制造

搭 make a bargain 达成协议
例 It doesn’t make sense. 这毫无意义。

way

[weI] n. 方法；路 ad. 远远地，大大地

例 I’m on my way home. 我在回家的路上。

never

['nev4] ad. 从不，永不；决不，千万不

搭 never again 再也不会

004

List 1

sure

超强大10000 英文单词随身带
高频+分类记忆法

[5J4] a. 肯定的，一定的 ad. 确实；当然

搭 make sure 确保

thank

[716k] v. 感谢 int. [pl.] 谢谢 n. [pl.] 感谢，谢意

例 Thank you very much. 十分感谢。
说 Monica: Mom, uh, Chandler was just saying how
beautiful your sweater is. 妈妈，呃，钱德勒刚刚说你的毛
衣很漂亮。
Mrs. Geller: Oh, thank you, Chandler! I just bought it.
哦，谢谢你，钱德勒！这是我刚买的。（《老友记》）

wait

[weIt] v. 等待 n. 等待的时间

搭 wait for 等，等候；wait on 服侍，侍候

maybe

['meIbi:] ad. 大概，也许 n. 不确定性

例 Maybe you are right. 也许你是对的。

please

[pli:z] int. 请 v. 使愉快，使高兴

例 Pass me that paper, please. 请递给我那张纸，谢谢。

guy

[gaI] n. 家伙，伙计

搭 nice guy 好人
[faIn] a. 健康的，极好的 ad. 很好 v. 处…以罚金
n. 罚金

fine

例 He was fined 300 dollars. 他被罚了 300 美元。
说 A: How’s it going? 最近好吗？
B: I’m fine recently. 我最近很好。

call

[k3:l] v. 把…叫做，喊 n. 喊叫；电话

搭 call for 需要；提倡

true

[trU:] a. 真实的；忠诚的 n. 真理

搭 come true 实现

year

[j\:] n. 年，年份

例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rɒ6] a. 错误的；不合法的 n. 错误，冤屈 v. 冤
枉，使受委屈

wrong

例 What’s wrong with you? (=What’s the matter?) 你怎么了？
[w\:7] prep. 相当于…价值的，值得…的 n. 价
值，财产

worth

例 The book is worth having. 这本书值得拥有。

world

[w\:ld] n. 世界，地球

例 She’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ingers in the world. 她
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歌手之一。

Part 1 口语高频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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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 v. (使)工作，(使)起作用 n. 工作，作业

搭 work with 与…共事
例 The TV doesn’t work. 电视机坏了。

word

[w\:d] n. 词，单词；[常pl.]言语，消息

搭 in other words 换言之

with

[wI0] prep. 和…一起，随着

例 I want to work with you. 我想和你一起共事。
wish [wI5] v. 希望，祝 n. 愿望，心愿；[pl.]祝愿，请求
搭 wish for 盼望，祈求

wise

[waIz] a. 有智慧的，英明的，聪明的

例 It is wise to refuse that offer. 拒绝那个录用意向是明智
的。

week

[wi:k] n. 星期，周

例 I come here once a week. 我每周来这里一次。
说 Rachel: I uh, I have two tickets to the Knicks game
tonight if you’re interested, just as a thank you for this
week. 我，呃，我有两张今晚尼克斯队比赛的球票，如果你
有兴趣的话，作为这周对你的感谢吧。
Joshua: Wow! That would be great. 哇！那真是太棒了！
（《老友记》）

wear

[we4] v. 穿着，戴着 n. 穿戴物；磨损

例 I like wearing jeans. 我喜欢穿牛仔裤。

water

[w3:t4] n. 水，雨水；[pl.]水域 v. 给…供水

例 I’m watering the flowers. 我在给花浇水。
说 Phoebe: Yes! I will have the green salad, umm, the
house salad, and water’s fine. 是的！我要蔬菜沙拉，
嗯，
招牌沙拉，还有水也不错。
The Waiter: Okay. 好的。（《老友记》）

watch

[wɒt5] v. 看，注视，小心 n. 表；看管

搭 watch out 当心

warm

[w3:m] a. 温暖的，热情的 v. (使)暖起来；使热烈

例 It’s warm here. 这里很暖和。

walk

[w3:k] v. 散步；走 n. 散步，人行道

搭 walk out 走出；罢工

wake

[weIk] v. 醒来，警觉

搭 wake up 唤醒

voice

[v3Is] n. 声音，发言权 v. 说，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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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Her voice sounds nice. 她的声音很好听。

view

[vjU:] n. 看法，景色 v. 考虑，认为

例 This is my view. 这就是我的看法。
说 Woman: Uh, actually I find Marion’s views far too
progressionist. 呃，事实上我发现玛丽昂的观点和社会进
步论者相差甚远。
Ross: I find Marion’s views far too progressionist. 我发
现玛丽昂的观点和社会进步论者的确差很多。
（《老友记》）

vacation [v4'keI54n] v./n. 休假
搭 summer vacation 暑假

together

[t4'ge04] ad. 在一起，共同

例 He works together with me. 他与我共事。

time

[taIm] n. 时间；次；[常pl.]时代，时期

搭 at the same time 同时
说 Leonard: Sorry, Sheldon, it’s just not a good time for
playing games. 对不起，谢尔登，现在真的不适合玩游
戏。
Sheldon: This is a game to you? 对你来说这只是个游
戏？（《生活大爆炸》）

thought

[73:t] n. 想法；思想

例 This is my thought. 这就是我的想法。

List 2
thing

[7I6] n. 事，东西；[常pl.]用品；情况

例 I want to tell you a thing about myself. 我想告诉你一件
关于我自己的事。

thankful

[716kfJl] a. 感谢的，感激的

说 Dan: Yeah, maybe and then I’ll have something to be
thankful for. 对啊，也许我将要感谢什么。
Jenny: Oh, shut up. 哦，你闭嘴吧。（《绯闻女孩》）

tell

[tel] v. 说，告诉；辨别

搭 tell from 区分
例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don’t want to work here. 实话告
诉你，我不想在这儿工作。

tea

[ti:] n. 茶(叶)；茶点

搭 tea break 下午茶休息时间
说 A: Would you like to have some tea? 要喝点茶吗？
B: Yes, please. 好的，谢谢。

Part 1 口语高频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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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ksI] n. 出租车 v. 乘出租车

taxi

例 I go home by taxi. 我乘出租车回家。

tall

[t3:l] a. 高的；难以置信的

搭 walk tall 理直气壮的
例 She is tall and beautiful. 她又高又漂亮。

talk

[t3:k] v. 说；交谈 n. 谈话；演讲

搭 talk about 谈论
[swi:t] a. 甜的；讨人喜欢的 n. [pl.]甜食；亲爱
的(人)

sweet

例 She is a sweet girl. 她是个讨人喜欢的姑娘。
说 A: How about living here? 住在这里怎么样？
B: It’s a bitter sweet story. 这是个有苦有乐的故事。

suddenly [s8d4nlI] ad. 突然地
搭 arise suddenly 突如其来

story

[st3:rI] n. 故事；(新闻)报道

例 I’ll tell you a story. 我要给你们讲个故事。

store

[st3:] n. 商店，仓库 v. 贮藏，存储

例 There is a book store here. 这儿有一个书店。

still

[stIl] ad. 依然，尽管如此 a. 静止的

搭 stand still 站着不动
说 Nate: Yeah, you still made great scores on your
practice tests. 是啊，你依旧在模拟考试中得了高分。
Vanessa: That was for fun. 那是闹着玩的。
（《绯闻女孩》）

speak

[spi:k] v. 说话；(会)讲(某种语言)

例 Could you speak Chinese? 你会说中文吗？

sometimes [s8mtaImz] ad. 不时，有时
例 I would like to stay at home sometimes. 有时候我宁愿
待在家里。
something [s8m7I6] pron. 某物，某事 n. 重要的事物
(或人)；有一定意义的事物
例 Could you give me something to drink? 你能给我点喝
的吗？

small

[sm3:l] a. 小的；少的

例 This one is too loose. Do you have a smaller one? 这件
太松了。有没有小一点的？

slowly

[sl4JlI] ad. 慢慢地，迟缓地

例 Could you speak slowly? 你能说慢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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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d] n. 面；一方 v. 同意，支持

搭 side with 支持；side against 反对
例 I’m on your side. 我支持你。
short [53:t] a. 短的；矮的 ad. 简短地；突然 n. [pl.]短
裤
搭 short of 缺乏

shop

[5ɒp] n. 商店；车间 v. 买东西，购物

例 I’m on my way to the shop. 我在去商店的路上。

shoe

[5U:] n. 鞋

说 A: W
 ould you pass me that pair of shoes? 你能递给我
那双鞋吗？
B: Of course. 当然。
set [set] n. (一)套，(一)副 v. 放；设定 a. 不变的，固定
的
搭 set back 推迟
例 When will you set out? 你什么时候出发？

seldom

[seld4m] ad. 很少，不常；难得

例 He seldom comes here. 他很少来这里。

say

[seI] v. 说；表明 ad. 比如说 n. 发言权，意见

搭 say goodbye 说再见
[seIm] a. 相同的，同样的 pron. [the ~]同样的人
(或事物)

same

例 Same here. 我也一样。
说 A: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B: The same to you. 你也一样。

sad

[s1d] a. 伤心的，令人悲痛的

搭 sad news 坏消息
例 Don’t be so sad. 别这么伤心。

run

[r8n] v. 跑；行驶 n. 路程；运行

搭 run after 追赶

room

[rU:m] n. 房间；空间

例 There is no room for the table. 没地方放这张餐桌了。

really

[rI4lI] ad. 真正地；很

说 Dennis: Really? How old? 真的吗？多大年纪？
（《生活大爆炸》）
Sheldon: Fourteen and a half. 14 岁半。

quite

[kwaIt] ad. 相当，真正地

说 A: He is smart, right? 他很聪明，是吧？
B: Quite so. 正是如此。

Part 1 口语高频词
quickly

009

[kwIklI] ad. 很快地

例 I’ll get there quickly. 我很快就到那里。

question [kwest54n] n. 问题，难题 v. 询问，怀疑
例 Can I ask you a question?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put

[pJt] v. 摆，使处于(某种状态)

搭 put off 敷衍；推迟

prefer

[prI'f\:] v. (to)更喜欢，宁愿

例 I prefer to go with him. 我宁愿和他一起走。

pleasant [plez4nt] a. 舒适的，令人愉快的
例 Have a pleasant journey. 一路顺风。

play

[pleI] v. 玩；演出 n. 剧本；比赛

搭 play with 和…玩；TV play 电视剧
例 I’m good at playing the piano. 我擅长钢琴演奏。

piece

[pi:s] n. 片，碎块 v. 修补；拼凑

搭 piece together 拼凑

phone

[f4Jn] n. 电话，电话机 v. 打电话(给)

搭 over the phone 在电话中
例 I didn’t answer the phone. 我没接电话。

park

[p2:k] n. 公园；停车场 v. 停放(车辆等)

例 No parking. 禁止停车。

pair

[pe4] n. 一双，一对情侣

搭 pair off ( 使 ) 成对；pair up ( 使 ) 配对
[4JnlI] ad. 只，仅仅 a. 仅有的，独一无二的
conj. 可是，只不过

only

例 He is the only person that believes me. 他是唯一一个
相信我的人。

old

[4Jld] a. 老的；过时的

例 I want to live in the countryside when I’m old. 我希望我
老了的时候去乡下居住。
off [ɒf] ad. 走开；出发 prep. 落下；离开 a. 远离的，空
闲的
搭 take off 脱下，起飞
例 The plane just took off when I arrived the airport. 我到
机场时飞机正好飞走了。
nothing [n87I6] pron. 没有东西，没有事情 n. 无关紧
要的事 ad. 毫不，决不
例 I have nothing to say. 我没什么可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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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Jz] n. 鼻子；前端突出部分 v. 嗅

搭 runny nose 流鼻涕；nose out 嗅出，探出
[n8n] pron. 没有一人(或物)，没有一点儿 ad. 一点
也不，毫不

none

例 I find none of them is here. 我发现他们都不在这里。

night

[naIt] n. 夜，夜晚

搭 night owl 晚睡的人
例 I met her last night. 昨晚我碰见她了。
next [nekst] a. 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ad. 然后；
其次
例 I sat next to her. 我坐在了她旁边。

news

[njU:z] n. 新闻；消息

例 I have news for you. 我有消息要告诉你。

nervous

[n\:v4s] a. 情绪不安的；神经系统的

例 I feel nervous when I was there. 在那里让我觉得不安。

List 3
near

[nI4] ad. 近，在近处 prep. 靠近，接近 a. 近的，
亲近的 v. 接近，靠近

说 Alison: Well, who needs dessert when we have a reallife hero in our midst? Your brother just saved a girl. 嗯，
如果我们之中就有个活生生的英雄，谁还要甜品呢？你哥
哥刚刚救了一个女孩。
Jenny: I thought you needed to be near a girl for that
happened. 你身边得有个女孩才能英雄救美啊。（《绯闻
女孩》）

name

[neIm] n. 名字；名声

搭 first name 名；last name 姓
例 May I have your name? 请问您尊姓大名？

mouth

[maJ7] n. 嘴，口

例 Open your mouth, please. 请张开嘴。

more

[m3:] ad. 更，更多 a. 更多的；更大的 n. 较多量

说 Susan: ’cause I’m... not ready for that. And what we’ve
got — that’s all I can handle. 因为，我…还没有为此做好
准备。而且我们已经得到——那就是所有我能控制的。
Jackson: OK, but that’s only gonna work, like, 500 or
600 more times. 好吧，但那也只能再多起 500 或 600 次
作用。（《绝望的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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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l] n. 中部，中间 a. 中部的，中间的

说 Joey: But we won’t be able to like get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have those long talks about our
feelings and the future. 但是我们不能半夜起来，就我们
的感受和未来进行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Chandler: Not once did we do that. 我们这样做已经不
止一次了。（《老友记》）

method

[me74d] n. 方法；秩序

说 Sheldon: My methods may have been some what
unorthodox, but I think the end result will be a
measurable enhancement to Penny’s quality of life. 我
的方法可能有点不够正统，但我认为其结果能很好地提高
彭妮的生活质量。
Leonard: You know what? You convinced me. Maybe
tonight we should sneak in and shampoo her carpet.
你知道吗？你说服我了。也许今晚我们应该偷溜进去把
她的地毯洗了。（《生活大爆炸》）

match

[m1t5] n. 比赛；对手；火柴 v. 和…相配

例 I’m going to watch foodball match. 我要去看足球比赛。

maintain [men'teIn] v. 维持；维修；赡养
例 We are maintaining contact. 我们保持着联系。
说 Chris: And you guys are both... looking to retire at the
same time. 您二位…希望同时退休？
Client: We’d like to retire and maintain our lifestyle...
without paying a lot of taxes. 我们希望退休后…不要因
为过重的税务而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

lucky

[l8kI] a. 幸运的；侥幸的

搭 lucky number 幸运数字

love

[l8v] v. 爱，喜欢 n. 爱，爱情

搭 a love of 对…的热爱
例 I love you. 我爱你。

lot

[lɒt] n. 许多，大量 v. 抽签；划分

例 There is a lot of people. 这里有好多人。
说 A: I’ve finished it for you. 我帮你完成了。
B: Thanks a lot. 非常感谢。

look

[lJk] v. 看；朝着 n. 看；表情；[常pl.]容貌

搭 look after 照料；look forward to 期望

long

[lɒ6] a. 长的；长时间的 ad. 长期地 v. 渴望

说 Leonard: You know, some people might say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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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great that we’re trying to make things work long
distance. They’d say things like, “Love is stronger than
the miles between you.” 你知道，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们维
持异地恋是很了不起的。他们会说，
“爱情比距离更伟大”。
Sheldon: When I rise to power, those people will be
sterilized. 等我掌权了，就把那些人都剔除出去。（《生活
大爆炸》）
little [lItl] a. 小的；少的 n. 极少；短时间 ad. 少到几乎
没有，完全不
例 I can speak only a little Chinese. 我只会说几句中文。

likely

[laIklI] a. 可能的；适合的 ad. 可能

例 I’m likely to go with him. 我可能会和他一起走。
like [laIk] v. 喜欢；希望 n. 爱好；相似的人(或事物)
prep. 像 a. 相像的
例 I like listening to classic music. 我喜欢听古典乐。

let

[let] v. 允许，让；出租 n. 出租

例 Just let it be. 就顺其自然吧。

lesson

[les4n] n. 课；教训；[常pl.]课程

例 This accident taught me a lesson. 这次事故给了我一个
教训。
leave [li:v] v. 离开，出发 n. 准假，许可
说 Leonard: Wait, let me see if I got this right. You actually
asked Bernadette to leave your hous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等等，我没听错吧？你真的大半夜把贝尔纳黛
特赶出了你家？
Howard: What choice did I have? 我有什么办法？（《生
活大爆炸》）

learn

[l\:n] v. 学，学习

搭 learn of 获悉，得知；learn about 了解
例 I have learned how to cook. 我学会了做饭。

laugh

[l2:f] v. 笑 n. 笑，笑声

搭 laugh at 嘲笑

late

[leIt] a. 迟的；最近的 ad. 迟，晚

例 Don’t be late tomorrow. 明天别晚了。

kind

[kaInd] n. 种类 a. 亲切的，和蔼的

例 It’s very kind of you. 你人真好。
说 A: He is quietly arrogant. 他真是太傲慢了。
B: Really? I thought that he is not that kind of people.
真的吗？我以为他不是那样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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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p] v. 使保持；饲养

说 Susan: I just keep thinking it’s coming, Millie, and I
can’t stop it. 我只是一直觉得它要来了，米莉，我停不下
来。
Millie: What’s that? 是什么？（《绝望的主妇》）

just

[d98st] ad. 正好；只是 a. 正义的；恰当的

例 I just want to go home. 我只想回家。

ill

[Il] a. 有病的；坏的 ad. 坏，不利地

例 She is ill. 她生病了。

hungry

[h86grI] a. 饥饿的；渴望的

搭 be hungry for 渴望得到…
[h8ndr4d] num./n. 百，一百个；[pl.]数以百
计，许多

hundred

说 Bree: There’ll be two hundred people staring at us. 将
有 200 人盯着我们看。
Orson: You know, Bree, since that incident at our
engagement party, there’s been a lot of dark talk about
me. 你知道的，布里，自从我们的订婚派对上发生突发事
件之后，就有很多关于我的负面传言。（《绝望的主妇》）

house

[haJs] n. 房屋，住宅；议院 v. 供宿

例 His house is for sale. 他的房子准备出售。

hour

[aJ4] n. 小时，时刻；课时

例 They will arrive in half an hour. 他们将在半个小时之内
到来。
high [haI] a. 高的；重要的；高兴的 ad. 高 n. 高峰，高
水平
例 It is the highest mountain of this country. 它是这个国家
最高的山。

hello

[h4'l4J] int. 喂 n. 问候，招呼

说 Carolyn: Hello, Bree. 你好，布里。
Bree: Carolyn. This isn’t a very good time. I’m baking.
卡罗林。现在我不方便。我正在烤面包。
（《绝望的主妇》）

new

[njU:] a. 新的；新鲜的

例 I want to buy a new phone. 我想买一部新电话。

have

[h1v] aux. 已经，曾经 v. 有；进行；从事

搭 have sth. done 已经完成了某事
例 I have a younger sister. 我有个妹妹。

hard

[h2:d] a. 坚硬的；困难的 ad. 努力地；艰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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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I have to work hard. 我必须努力工作。

happy

[h1pI] a. 快乐的，愉快的

说 Bree: I’m so happy we did this. 我很高兴我们这样做了。
Carolyn: Yes, me, too. It’s been a delightful evening.
So, so fun. 是啊，我也很高兴。这真是一个愉快的夜晚。
如此地有趣。（《绝望的主妇》）

hand

[h1nd] n. 手；指针 v. 交，递

例 Could you hand me the bottle? 能把那个瓶子递给我吗？

half

[h2:f;h1f] a. 一半的，半个的 n. 半，一半 ad. 一半

例 I’m half an hour late. 我迟到了半个小时。

great

[greIt] a. 大的；重要的；伟大的

说 Joey: All right! Man, this is unbelievable! I mean, it’s
great, but... 太好了！哥们，太不可思议了！我的意思是，
太棒了，但是…
Monica: I know, it’s great! 我知道，这太棒了！（《老友
记》）

go

[g4J] v. 去，走；进行；变得

例 Sorry, I have to go. 对不起，我必须得走了。

glad

[gl1d] a. 高兴的，令人愉快的

例 I’m glad to see you. 很高兴见到你。

give

[gIv] v. 给予，赠送

搭 give up 放弃；give in 让步

get

[get] v. 获得，拿来

例 I want to get away from here. 我想离开这里。
说 A: Do you want to do morning exercise with me? 你愿
意早上和我一起去锻炼吗？
B: Sorry, it’s hard for me to get up early. 抱歉，我觉得我
很难早起。

gate

[geIt] n. 大门；出入口

例 We’d better meet at the school gate. 我们最好在校门口
见面。

funny

[f8nI] a. 有趣的，可笑的

说 Danielle: That’s why it’s freaky. George’s jokes aren’t
funny. 这就是为什么这很怪异。乔治的笑话不好笑。
Andrew: So, George. Can I ask you a question? It’s
kinda personal. 那么，乔治。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一
个私人一点的问题。（《绝望的主妇》）

forget

[f4'get] v. 忘记，遗忘；不把…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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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I never forget my daddy’s birthday. 我从来不会忘了我
爸爸的生日。
flat [fl1t] a. 平的；单调的 n. 一套房间，公寓套房 ad.
直截了当地
例 He didn’t know the address of my flat yet. 他还不知道
我公寓的地址。

dog

[dɒg] n. 狗，犬科动物

搭 lucky dog 幸运儿

dinner

[dIn4] n. 正餐，主餐

例 Enjoy your dinner. 祝您用餐愉快。

dear

[dI4] a. 亲爱的；昂贵的 int. 啊，哎呀 n. 亲爱的人

例 It’s too dear. = It’s too much expensive. 这太贵了。
说 Sheldon: Oh, dear. Oh, dear. 哦，天呐！哦，天呐。
Penny: What is wrong? 怎么了？（《生活大爆炸》）

List 4
fish

[fI5] n. 鱼 v. 钓(鱼)，捕(鱼)

例 Let’s go fishing. 咱们去钓鱼吧。
说 Dan: No no. It was amazing. I didn’t realize fish could
be creamed. 不，不。这太让人吃惊了。我没有意识到鱼
会变成糊状了。
Waiter: Would you like to see the dessert menu? 您要
不要看看甜品菜单？（《绯闻女孩》）

eye

[aI] n. 眼，眼状物 v. 看，注视

例 He eyes on me. 他注视着我。
说 A: Keep an eye on your belongings. 留神你的随身物品。
B: OK, thank you. 好的，谢谢你。
everything [evrI7I6] pron. 每件事，一切；最重要的东
西
说 Tom: Well, because by the time you get home from
work, the boys have messed everything up again. 好
吧，因为到你下班回家的时候，孩子们已经又把一切都弄
得一团糟了。
Lynette: See, that’s what I would call a flaw in the
system. 看吧，这就是我所说的制度缺陷。（《绝望的主
妇》）

every

[evrI] a. 每一，每…一次的

例 I get up early every day. 我每天都起得很早。

enough

[I'n8f] ad. 足够地，充分地 a. 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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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I’ve said enough. 我已经说得够多了。

end

[end] n. 最后部分，末尾 v. 结束，终止

搭 end up with… 以…告终

eat

[i:t] v. 吃，喝

说 Bree: You know, we’ve been eating out a lot lately.
Why don’t you come over Friday for a home-cooked
meal? Wouldn’t that be nice? 你知道的，我们最近在外
面吃饭的次数太多了。你周五过来，我们在家吃怎么样？
那将会很棒，对吧？
George: I would love that. 我会喜欢的。
（《绝望的主妇》）

drink

[drI6k] n. 饮料，酒 v. 饮，喝

例 I want to drink some water. 我想喝点水。

dress

[dres] n. 连衣裙；衣服 v. 给…穿衣；包扎

例 I’ll wear evening dress since it is a formal occasion. 由
于是正式场合，我会穿晚礼服。
double [d8bl] a. 双的，两倍的 n. 两倍，双份 v. 使加倍
ad. 双重地；两倍地
搭 a double bed 双人床
例 For the contract, double confirm is necessary. 对于这
个合同，再次确认是必要的。

moment

[m4Jm4nt] n. 片刻；时机

例 She stared at him for a moment, then turned away. 她
凝视了他片刻，然后转过了身。

mistake

[mI'steIk] n. 错误；过失 v. 误解，弄错

搭 mistake for 把…误认为…；make mistake 犯错误

million

[mIlj4n] num. 百万，百万个 n. [pl.]许多，无数

说 Lynette: You were on the same little league team? 你们
可是在同一个小联盟球队里？
Porter: Yeah, like a million years ago. Anything else?
是啊，就像一百万年前那样。还有别的事吗？（《绝望的
主妇》）

day

[deI] n. 天；工作日

例 I worked all day and I’m tired now. 我忙了一天，现在很
累。

cry

[kraI] v. 哭，叫喊 n. 哭，叫声

例 She cried out loud. 她放声大哭。
说 Susan: Oh, god, really? 哦，天呐，真的吗？
Sophie: He could use a shoulder to cry on. 他可以找个
肩膀依偎着哭泣。（《绝望的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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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n4] n. 角落；偏僻处 v. 将…逼入困境，使走
投无路

corner

搭 around the corner 即将来临
[kli:n] a. 清洁的，干净的；正派的 ad. 完全地，
全部地 v. 打扫，把…弄干净

clean

说 Deirdre: Anyway, I guess you can see I’ve gotten
myself cleaned up. 无论如何，我猜你们能够看到我改过
自新了。
Mary Alice: Yes, you look lovely. 是啊，
你看起来真可爱。
（《老友记》）

class

[kl2:s] n. 阶级；班级

搭 upper class 上层阶级
例 We are in the same class. 我们是一个班的。

chicken

[t5IkIn] n. 鸡；鸡肉

例 I cooked chicken tonight. 今晚我做了鸡肉。

cat

[k1t] n. 猫，猫科动物

搭 cats and dogs 杂物；价值低的股票
例 He likes cat very much. 他很喜欢猫。

careful

[ke4fJl] a. 小心的，仔细的

例 Be careful, the floor is wet. 小心，地上很湿。

buy

[baI] v. 买；向…行贿

例 I bought a raincoat for my mom. 我给妈妈买了一件雨衣。

busy

[bIzI] a. 忙的；正被占用的

例 I’m busy working. 我正忙着工作。

big

[bIg] a. 大的；主要的

说 Leonard: I’m not a big fan of musicals, but I love that
show. 我不是狂热的音乐剧爱好者，但是我喜欢那场表
演。
Howard: Me too. Of course, it speaks to me culturally.
我也是。当然，它是从文化的角度打动了我。（《生活大爆
炸》）

best

[best] a. 最好的 ad. 最好，最

说 Rachel: You guys, I’m doing the best I can; anyone
else is welcome to try. 朋友们，我已经尽我所能了，你们
也可以试试。
Phoebe: Alright, I’ll try, fine! 好啊，我要试试，太好了！
（《老友记》）

believe

[bI'li:v] v. 相信；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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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 believe in 信任，信奉
[bI'haInd] prep. 在…之后，落后于 ad. 在背
后，(落)在后面

behind

说 Mrs. Greenberg: Oh, my god! I live right behind him.
哦，天呐！我就住在他家后面。
Mrs. Fromme: I know. I gave him my house keys to
feed my cat. 我知道。我把家里的钥匙给了他，让他帮我
喂猫。（《绝望的主妇》）

bed

[bed] n. 床；湖底，海底

搭 make the bed 铺床
例 It’s time for bed. 该睡觉了。

ball

[b3:l] n. 球；舞会

搭 on the ball 机灵，留心
例 Pass me the ball, please. 请把球传给我。

bad

[b1d] a. 坏的；恶的；不适的，不健康的

搭 to the bad 亏损
例 It’s bad for you. 那对你有害。
back [b1k] ad. 回原处，向后 n. 背，后面 a. 后面的，
背后的 v. 后退；支持
搭 come back 回来
例 I’ll back you. 我会支持你的。

asleep

[4'sli:p] a. 睡着的，睡熟的

例 He was asleep in the couch. 他在沙发上睡着了。

ask

[2:sk] v. 问；要求

说 Mike: I need to ask you something important. 我想问你
一些重要的事。
Sophie: Oh, my god! Ah! This is it! Oh! Let me get my
camera. 哦，天呐！啊！就是这样！哦！我要去拿相机。
（《绝望的主妇》）
around [4'raJnd] ad. 在周围，四周 prep. 在…各处，
遍及
说 Amy: No, she was this really dorky girl in high school
that used to follow Rachel around like a puppy dog. 不，
她是那个在中学时曾像小狗一样围着雷切尔转的傻姑娘。
Rachel: Hey. Amy. You’ve got to stop doing that. 嘿，埃
米，别说了。（《老友记》）

anything

[enI7I6] pron. 任何东西，任何事情

例 I can’t do anything good. 我什么也做不好。

angry

[16grI] a. 生气的，发怒的，愤怒的

Part 1 口语高频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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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 be angry with sb. 生…的气；be angry at 因…生气

again

[4'gen] ad. 再次，再则

说 A: I failed the exam. 我考试没通过。
B: Cheer up! You can just try again. 振作起来！你可以
再试一次。

dream

[dri:m] n. 梦；理想 v. 做梦；考虑

搭 dream of 做梦；dream about 梦想

wanna

['wɒn4] v. 想要

说 A: I wanna go. 我想走了。
B: Wait a second, would you? 再等一下，好吗？

help

[help] v. 帮助，有助于 n. 帮助；帮手

例 Can I help you?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nice

[naIs] a. 好的；好心的

例 It’s a nice day today. 今天天气真好。

feel

[fi:l] v. 摸，感觉到 n. 感觉；触觉

说 Greg: Nothing, I just... I just... I just feel like we’re so close.
没什么，
我只是…我只是…只是觉得我们是如此亲密。
Pam: Are you okay, sweetie? You’re acting so weird. 你
怎么了，亲爱的？你表现得怪怪的。（《拜见岳父大人》）

care

[ke4] v. 关心；介意 n. 照顾，小心

说 Rajesh: Why do you care so much? You’re dating my
sister, and Penny and I are in love. 为什么你如此在意？
你在和我的妹妹谈恋爱，而彭妮和我是两情相悦的。
Leonard: What?! 什么？！（《生活大爆炸》）

honey

[h8nI] n. 蜂蜜；亲爱的

说 Leonard: Hey, honey. 嗨，亲爱的。
Priya: I miss you. 我想你了。（《生活大爆炸》）

gotta

[gɒt4] ad. 必须

例 I’m running late. I gotta go. 我快迟到了。我得走了。

course

[k3:s] n. 过程；课程；一道菜

例 I like the first course. 我喜欢第一道菜。

done

[d8n] a. 做好的；完成的

例 I have to get this work done. 我必须把这项工作完成。

stuff

[st8f] n. 原料；填充物 v. 填进；让…吃饱

搭 stuff oneself 让某人吃饱
例 I stuffed the clothes in the suitcase. 我把衣服塞进了行
李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