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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高学生学习英语的要求以及最新高考的需要,根据教育部

颁布的《中学英语教学大纲》,并充分参考了全国各地高考的实际情况,
结合新的教学改革标准、教材以及考试中的重点、难点、考点,组织有着

丰富英语教学经验的资深教师编写了本书。目的是帮助考生高效快速

地掌握英语单词,逐步提高其在听、说、读、写、译等方面的能力,在考试

中取得高分。
本书读者对象以高中学习阶段的学生以及准备高考的学生为主,对

英语教师来说也是一本内容丰富、使用方便且颇有参考价值的工具书。

　　《高中英语词汇高分必背———3600词+1000词》一书收录的词汇

主要参考了以下几个方面:
1.《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词汇表;
2.新课标课程改革要求掌握的词汇;
3.各省市全国统一英语考试大纲词汇表;
4.各地高考英语真题等;
5.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词汇表。

书中第一部分的3600词为高考要求掌握的词汇,第二部分1000词

为高中与大学四级差距词汇。
本书通过搭配、联想、派生、例句、考点等编写形式,给学生提供多种

形式的记忆方法。
在 【搭配】一栏中:除给出教学大纲所要求的固定搭配外,还给出

了考试中常出现的习惯搭配,而习惯搭配往往是考试要点,以便考生在

记与考的学习过程中,活学活用。
在 【派生】一栏中:在记忆某个名词或动词时,列出相关的形容词

或副词,帮助考生扩大词汇量。
在 【联想】一栏中:把具有某种内在相关联的词放在一起进行对

比,找出其异同点,使得单词的记忆更加丰富而全面。
在 【考点】一栏中:对词汇中所涉及的常用语法点、语言点,以及特

殊用法进行讲解演练,便于考生在实战中熟练运用。



对于很多积极词汇,书中都给出了例句,目的是帮助考生通过在语

境中记单词的学习方法,熟练地掌握这些词汇。
此外,为了让学生能够尽快与大学阶段的英语学习进行衔接,本书

的第二部分给出了高中阶段与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差距词汇表,便于学

生查找和提前进行更高阶段的学习。这也是本书的亮点所在!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赵丽、张青、李华、姜新兰、马小伟、王林燕、刘

佳、王芳等也给予了很多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虽经反复修改,疏漏和不妥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和同仁批

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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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❶3600词
高中阶段需要掌握的全部词汇

a[ə]　an[ən]

　art.[不定冠词]　[a用于以辅音音素开始的词前;an用于以元音音素开始

的词前]

1.一(个),一人的

　 Myfatherisalawyer.我的父亲是位律师。

2.(同类事物中的)任何一个

　 Acarhasasteeringwheel.汽车有方向盘。

3.每一(个)(与表示单位的词连用)

　 Hewritestwocompositionsaweek.他每周写两篇作文。

4.一个叫(像)……的人,……的作品(制品)(与专有名词连用)

　 A Mr.Smithcalledyouthismorning.
有位叫史密斯的先生今天早上给你打电话。

5.某……,某一个(人)的(比acertain的意义弱)

　 Inasenseyouareright.在某种意义上你是对的。

6.(与不可数名词连用)一……的(为物质名词时,表示一个种类、一杯之量等;
为抽象名词、动名词时,表示一个具体的特征)

　 I’dliketohaveacoffee.我想喝杯咖啡。

Heoftenhelpstheold;that’sakindness.他经常帮助老人,真是好心。

abacus [̍æbəkəs]n.算盘

abandon[ə̍bændən]vt.放弃,抛弃,离弃,遗弃

abandononeselftosth.纵情于……,沉溺于……

Heabandonedhimselftopleasure.他一味地享乐。

Heabandonedhisfamily.他抛弃家人。

ability[ə̍bIlətI]n.能力

tothebestofone’sability尽其所能

Heshowsconsiderableabilityfor/inorganization.他组织能力颇强。

Heisamanofability.他是个能干的人。

ability后面通常跟 todo或in,for,as,不可用 ofdoing。如:Sheha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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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litytospeakEnglishfluently.她能够流利地说英文。Shehasgreatability
inmusic.她有音乐方面的才能。

able [̍eIbl;əbl]adj.1.能够……的2.能力出众的,聪敏能干的

beabletodo能做,会做

Anablemangetslittleleisure.能者多劳。

can和 beableto:

1)现在时is/am/areabletodo可用can代替。主语为人时一般都使用can。
如:HeisabletorunfasterthanI.= HecanrunfasterthanI.他跑得比我

快。

2)can没有将来时和完成时,所以常用beabletodo来代替。如:Healone
hasbeenabletoswimacrossthechannel.到目前为止只有他能够游过那个

海峡。

3)在表示过去某个时间(只有一次)的能力时,不可用could,应使用 was/

wereabletodo;could常常表示能够做某事,事实上不一定去做;was/were
abletodo则表示能够做某事并且已做了。如:Iwasabletocatchthelast
train.我赶上了末班火车。(句中不能用could)

abnormal[æb̍nɔːməl]adj.反常的,异常的

aboard[ə̍bɔːd]adv./prep.在船(车、飞机)上,上船(车、飞机)

Theyabolishedtheoldcustoms.他们取消了那些旧的习俗。

about[ə̍baʊt]prep.1.关于,对于2.在……周围　adv.1.周围,附近,到处

　2.大约,差不多

beabouttodo正要,将要

What/Howabout...? ……怎么样?

Iwasabouttogotobed,whenhecalledmeup.我正要上床睡觉的时候,他
打电话来了。

Whataboutcallingonhim? 去拜访他怎么样?

above[ə̍bʌv]prep.1.在……上面,高于2.超过　adv.在上面,以上

aboveall尤其是,最主要的是

Aboveall,wemustbehealthy.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健康。

on,above和over:on指接触于……表面之上,其反义词是beneath;above
指某物体的位置高于另一物体,并不含有垂直的意味,其反义词是below;over
表示在……的正上方,其反义词是under。

abroad[ə̍brɔːd]adv.在海外,到国外

absence [̍æbsəns]n.1.缺席,不在场2.缺乏,缺少

absencefrom 不在,缺席,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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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enceofmind心不在焉

intheabsenceof1.(人)不在时,外出期间2.缺少(物),不存在

Intheabsenceofanyfurtherevidencethepolicewereunabletosolvethe
murder.由于缺乏进一步的证据,警察无法侦破那起谋杀案。

absent[̍æbsənt]adj.1.(from)缺席的,不在场2.漫不经心的

beabsentfrom 缺席,不在

Tomwasabsentfromschoolwithacold.汤姆因感冒没有上学。

absolute [̍æbsəluːt]adj.1.绝对的,完全的2.确实的,肯定的

absorb[əb̍sɔːb]vt.1.吸收(水、热、光等)2.吸引,使专心

beabsorbedin专心于……

Hewasabsorbedintheresearch.他专心致志于他的研究。

absorption[əb̍sɔːpʃən]n.吸收

abstract[̍æbstrækt]adj.抽象的　n.摘要,提要

attract吸引;contract收缩;subtract减去

academic [̩ækə̍demIk]adj.1.学院的2.学术的

accent[̍æksənt]n.1.口音,腔调2.重音符号

accept[ək̍sept]vt.1.接受,认可　2.同意,承认

accept指主观上“接受”;receive指客观上“收到”,但不一定“接受”。

acceptable[ək̍septəbl]adj.可接受的

access [̍ækses]n.1.接近,进入2.通道,入口3.接近(或进入)的方法

have/gainaccessto有(机会、手段、权力)得到/接近/进入

Allthestudentshaveaccesstothelibrary.所有学生都可进入图书馆。

accessible[æk̍sesəbl]adj.可得到的,可使用的

accident[̍æksIdənt]n.意外的事,偶然的事,事故

byaccident意外地,偶然地

car/trafficaccident交通事故

Accidentswillhappeninthebestregulatedfamilies. 家规再严,事端难免。

accidental[̩æksI̍dentəl]adj.1.偶然(发生)的,意外的2.附带的

accommodation[ə̩kɒmə̍deIʃən]n.1.膳宿供应2.住宿,留宿

accompany[ə̍kʌmpənI]vt.1.陪同,陪伴2.为……伴奏(或伴唱),伴随

vi.伴奏,伴唱

Heaccompaniedhisfriendtotheconcert.他陪同朋友去听音乐会。
不能用accompanysb.todo...结构。可以说:Sheaskedmeaccompanyher
tothechurch.不能说:Sheaskedmetoaccompanytogotothechurch.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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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陪她去教堂。

accomplish[ə̍kʌmplIʃ]vt.达到,完成,实现

accomplishone’spurpose/goal实现目标

accomplishnothing一事无成

accordingto按照,根据

I’lldoitaccordingtoyourinstructions.我会照你的指示做。

account[ə̍kaʊnt]n.1.陈述,说明2.账户,(pl.)账目　3.理由,解释

　vi.1.说明,解释2.报账

accountfor说明,解释(原因等)

onaccountof因为,由于

onnoaccount决不

take...intoaccount考虑,重视

Thetrainwasdelayedonaccountofsnow.由于下雪,火车被延误了。

Hisillnessaccountedforhisabsence.他因病缺席。

Youshouldtakethesefactsintoaccount.你应该对这些事实加以考虑。

accountant[ə̍kaʊntənt]n.会计,出纳

accuracy [̍ækjʊrəsI]n.准确,精确度

accurate [̍ækjʊrət]adj.准确的,精确的,正确无误的

inaccurate[In̍ækjʊrət]adj.不准确的

accuse[ə̍kjuːz]vt.1.谴责2.控告

accusesb.of为……指责某人,控告某人

Hewasaccusedoftheft.他被控偷窃。

theaccused被告

accustomed[ə̍kʌstəmd]adj.习惯的,惯常的,适应了的

be/get/becomeaccustomedtosth./doing习惯于

You’llgetsoonaccustomedtothejob.你将很快习惯这个工作。

ache[eIk]vi.痛,疼痛 n.痛,疼痛

backache(背痛或腰痛);headache(头疼);toothache(牙痛);stomachache
(腹痛)

achieve[ə̍tʃiːv]vt.1.完成,实现2.(经努力)达到,达成,获得

Theyfinallyachievedtheirgoal/success.他们最终达到了目的/获得了成功。

achievement[ə̍tʃiːvmənt]n.1.达到,实现2.成就,成绩

makeachievements取得成就

acid [̍æsId]n.酸adj.酸的,酸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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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knowledge[ək̍nɒlIdʒ]vt.1.承认2.告知(或确认)(信件等的)收到

　3.对……表示感谢

acknowledgesth.as/tobesth.认为……,是……

acknowledge后面可 直 接 跟 动 名 词 作 宾 语。如:Sheacknowledgedhaving
beendefeated.她承认输了。

acquire[ə̍kwaIə(r)]vt.1.取得,获得2.学到(知识等),养成(习惯等)

require需要,要求;inquire/enquire询问,调查

acre [̍eIkə(r)]n.英亩

across[ə̍krɒs]prep.1.横过,穿过2.在……的对面3.交叉　adv.穿过,
从一边到另一边

across(从……上面)横过;past(从……旁边)经过;through(从……中间)穿
过。

act[ækt]vi.1.行动,做事2.表演　vt.1.扮演(角色)2.装作　n.1.行

为,行动2.法令,条例3.(戏剧的)一幕

actas担任……职位

actfor代理,为……尽力

acton/upon1.按照……行动2.对……起作用,(药)对......有效

Thedrugactsonthedisease.这药对这种病有效。

action [̍ækʃən]n.1.行动,行为2.活动,动作3.作用

takeaction采取行动

Hetookstrongaction.他采取强硬的手段。

Actionsspeaklouderthanworks. 事实胜于雄辩。

active [̍æktIv]adj.1.活跃的2.积极的,敏捷的

beactivein对……很积极

activity[æk̍tIvItI]n.活动

classroom/clubactivities班级活动/俱乐部活动

participatein/takepartinanactivity参加活动

actor[̍æktə(r)]n.演员,男演员

actress [̍æktrIs]n.女演员

actual[̍æktʃʊəl]adj.实际的,现实的,真实的

actually[̍æktʃʊəlI]adv.实际上

ad[æd]n.广告 =advertisement

adapt[ə̍dæpt]vt.使适应,使适合

adapt...to使适合,使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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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aptedhimselftohisnewlife.他使自己适应新生活。

adopt采纳;收养

add[æd]vt.1.加,增加2.补充说,又说　vi.1.增加2.加,相加

addto增加

addupto累计为,总数达

Thataddedtohisreputation.那事增加了他的声望。

Thesefiguresaddupto50.这些数字总计为50。

addition[ə̍dIʃən]n.加,加法

inaddition此外,另外

inadditiontosth./doing除……之外(还)(后接名词或动名词)

HespeaksFrenchinadditiontoEnglish.他除了英语以外还会说法语。

additional[ə̍dIʃənəl]adj.附加的,另外的,额外的

address[ə̍dres]n.1.地址,通讯处2.演说,讲话　vt.1.向……讲话

　2.在(信封等)上写姓名住址

deliver/give/makeanaddress发表演说

anopening/closingaddress开幕式/闭幕式

Writeyournameandaddress,please.请写下你的姓名和地址。

adequate [̍ædIkwət]adj.1.足够的,充分的2.恰当的

adjust[ə̍dʒʌst]vt.1.调整,调节,使适应2.校正,校准 vi.1.调整,校准

2.(to)适应于

adjustoneselftosth.使自己适应……

Shesoonadjusted(herself)tohiswayoflife.她很快地(使自己)适应了他的

生活方式。

administration[əd̩mInI̍streIʃən]n.1.管理,经营2.行政机关,管理部门,
政府

admire[əd̍maIə(r)]vt.钦佩,羡慕,赞赏

admiresb.forsth.佩服某人的……

Iadmirehimforhissincerity.我钦佩他的诚实。

admission[əd̍mIʃən]n.1.允许进入2.接纳,收容3.承认

admissionto/into入学/入会(许可)

Yoursilenceisanadmissionofguilt.你的沉默即表示你认罪了。

Admissiontotheschoolisforboysonly.这所学校只接受男生入学。

Wehavegained/obtainedadmissiontotheclub.我们已获准加入该俱乐部。

admit[əd̍mIt]vt.1.承认2.招收3.允许进入

后面跟名词或动名词作宾语,不跟不定式作宾语,但可接不定式作宾语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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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如:Willyouadmithavingbrokenthewindow? 你承不承认你打破了窗

户? Wealladmithimtobefoolish.我们全都认为他是个傻瓜。

adopt[ə̍dɒpt]vt.1.采纳,通过,批准2.收养

adapt使适应;改编

adult[̍ædʌlt]n.成年人adj.成年人的,已成熟的

advance[əd̍v■ːns]vi.前进,进展　vt.1.前进,进展2.促进,推进　n.前

进,进展

inadvance预先,在前面

inadvanceof比……进步,在……之前

Pleaseletmeknowthetimeofyourarrivalinadvance.
请事先告诉我你到达的时间。

Hispolicywasinadvanceofhistimes.他的政策走在时代的前端。

advanced[əd̍v■ːnst]adj.先进的,高级的,前进的

advancement[əd̍v■ːnsmənt]n.进展,促进

advantage[əd̍v■ːntIdʒ]n.1.优点,长处,有利条件2.好处,利益　vt.有

利于,使处于有利条件

takeadvantageof利用,趁机

have/get/gainanadvantageover胜过,优于

toadvantage有利地,有效地

Don’ttakeadvantageofothers’weakness.不要利用别人的弱点。

Weshouldspendourtimetoadvantage.我们应该有效地利用我们的时间。

disadvantage[̩dIsəd̍v■ːntIdʒ]n.缺点,不利

adventure[əd̍ventʃə(r)]n.1.冒险,冒险活动,冒险经历2.奇遇

advertise [̍ædvətaIz]vt.做广告　vi.登广告

advertiseinapaperfor为……在报上登广告

advertisement[əd̍vɜːtIsmənt]n.广告

advice[əd̍vaIs]n.1.劝告,忠告2.(医生等的)意见

give/offersb.apieceofadvice给某人忠告

acton/follow/takeone’sadvice听某人的忠告

adviceonsth.有关……的建议

Iaskedmyteacherforadviceonmyfuture.我请老师就我的未来提些建议。

Adviceislikemedicine;thebetteritis,thenastiertotake.
忠言就像药,越好味越苦。/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1.为一不可数名词,“一条建议”不能说anadvice,但可以说 apiece/bit/

wordofadvice。2.advice加-s为不同意思,advices意为“情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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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se[əd̍vaIz]vt.1.劝告,忠告,建议2.通知,告知

advisesb.onsth.对于……给某人忠告

Iadvisedhimtostopsmoking.=Iadvisedthathe(should)stopsmoking.
我建议他戒烟。

advise后面可以直接跟动名词作宾语,不能跟不定式作宾语,但可以跟不定式

作宾语补足语。如:Thedoctoradvisedtakingaweek’srest.医生建议休息一

个星期。Sheadvisedmetostopsmoking.她劝我戒烟。

aeroplane [̍eərəpleIn]n.飞机

affair[ə̍feə(r)]n.1.事情,事件2.(pl.)事务,事态

That’smyaffair,notyours.那是我的事,与你无关。

affect[ə̍fekt]vt.1.影响,作用2.感动,打动3.(疾病)侵袭

affect(影响)作动词用;effect(影响)作名词用,effect也可作动词用,意为

“产生,招致;实现”。

affection[ə̍fekʃən]n.1.喜爱,慈爱2.作用,影响3.疾病

afford[ə̍fɔːd]vt.1.负担得起,买得起,花得起(时间等)2.提供

与can,could,beableto连用,后面跟名词或动词不定式,表示“买得起,付得

起”。多用在否定句和疑问句中。如:Wecan’tafford(tobuy)acar.我们买

不起车。Howcanyouafford(tospend)somuchmoneyforabicycle? 你怎

么付得起这么多钱买一部自行车呢?

afraid[ə̍freId]adj.害怕的,恐惧的,担心的

beafraidofsth.害怕某事

beafraidtodosth.不敢做某事

Iam muchafraidofsnakes.我非常怕蛇。

Iamafraidtogothere.我不敢去那里。

Africa [̍æfrIkə]n.非洲

African [̍æfrIkən]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after[̍■ːftə(r)]prep.在……以后,在……后面　conj.在……以后

afterall结果,终究,毕竟

afternoon [̩■ːftə̍nuːn]n.下午,午后

intheafternoon在下午

onafineafternoon在一个晴朗的下午

onSundayafternoons每周日下午

afterward(s)[̍■ːftəwədz]adv.后来,以后

again[ə̍■eIn]adv.又,再次,重新



9　　　　

againandagain反复地

nowandagain不时地,常常地

timeandagain反复地,一次又一次地

onceagain再一次

against[ə̍■enst]prep.1.倚在,紧靠着2.逆,反(对),违反

beagainststh.反对……,违反……

Hewasleaningagainstthedoor.他倚靠着门。

age[eIdʒ]n.1.年龄2.时期,时代3.老,老年　v.1.(使)变老2.(使)老化

attheageof在……岁的时候

forages长期

Wehaven’tmeteachotherforages.我们已经好久没见面了。

aged [̍eIdʒd;̍eIdʒId]adj.1.年老的　2.……岁的

注意aged作前置修饰语和后置修饰语的两种不同意思。如:

Heisanagedman.他是个老人。

Heisamanaged50.他是一个50岁的人。

agency [̍eIdʒənsI]n.代理,代理处

agent[̍eIdʒənt]n.代理人,代理商

aggressive[ə̍■resIv]adj.1.侵略的,好斗的2.敢作敢为的,有进取心的

ago[ə̍■əʊ]adv.以前

agree[ə̍■riː]vi.1.赞同,同意2.达成协议,相符

agreeon/upon对……意见一致

agreeto同意,答应

agreewith一致,赞同,(食物、气候等)适合

Iagreedtohisplan.我同意他的计划。

Iagreewithyou.我赞同你。

Hisstoryagreeswiththefacts.他的陈述和事实相符。

agreeable[ə̍■riːəbl]adj.心情愉快的,惬意的,宜人的

beagreeableto...对……感兴趣的

Hewasquiteagreeabletomyproposal.他对我的提议非常感兴趣。

agreement[ə̍■riːmənt]n.1.协议,约定2.同意,一致

inagreementwith(意见等的)一致,赞同

reach(cometo,arriveat)anagreement达成协议

Weareinagreementwiththeplan.我们同意此计划。

agriculture [̍æ■rIkʌltʃə(r)]n.农业

ahead[ə̍hed]adv.在前,向前,提前,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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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eadof在……之前

goahead前进,成功,发迹

goaheadwith进行,进展

Heisaheadoftimesinhisideas.他的思想走在时代的前列。

aid[eId]n.1.帮助,援助2.助手,辅助设备　vt.援助,帮助

aidsb.in...(with)为……帮助(某人)

aidsb.todo帮助某人做

hearingaids助听器

Heaidedmeinbusiness(withmoney).他在事业上(金钱上)帮助我。

AIDS/Aids[eIdz]n.艾滋病

aim [eIm]vi.1.瞄准,对准2.企图,目的在于　vt.把……瞄准,把……对

准 n.目标,目的

aimat指望,目标在于

aimtodo立志要

along-time/short-timeaim 长期目标/短期目标

Heaimsatpromotion.他志在晋升。Mybrotheraimstobeanovelist.我哥

哥立志要成为小说家。

air[eə(r)]n.1.空气,大气,空中2.气氛3.(pl.)神气,架子4.飞机,航空

byair1.通过航空途径　2.用无线电

intheopenair在户外,在野外,在露天

ontheair广播中

travelbyair乘飞机旅行

air-conditioned [̍eəkən̩dIʃənd]adj.装有空调设备的

aircraft[̍eəkr■ːft]n.飞机,飞艇,航空器

airline [̍eəlaIn]n.1.航空公司2.(飞机的)航线　adj.航线的,航空公司的

airmail[̍eəmeIl]n.航空邮件,航空邮政

airplane [̍eəpleIn]n.[美]飞机

airport[̍eəpɔːt]n.飞机场,航空站

alarm [ə̍l■ːm]n.1.惊恐,惊慌2.警报,报警器

analarmo’clock闹钟

inalarm 惊慌地,恐慌地

album [̍ælbəm]n.1.相册,集邮册2.唱片集

alcohol[̍ælkəhɒl]n.酒精,乙醇,含酒精的饮料

alcoholic [̩ælkə̍hɒlIk]adj.酒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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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ə̍lɜːt]adj.1.警惕的,警觉的2.机灵的　vt.1.向……报警 2.使警

觉,使警惕

bealertto对……很警觉

onthealert注意着的,警觉着的

Wearealerttoanypossibledanger.我们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危险都很警觉。

algebra [̍ældʒIbrə]n.代数

alike[ə̍laIk]adj.相似的,相像的　adv.一样地,相似地

Youandyourbrotherareverymuchalike.你和你兄弟长得很像。

alive[ə̍laIv]adj.活着的

all[ɔːl]adj.全部的,整个的　prop.一切,全体　n.所有的一切

aboveall首先,尤其是

afterall终究,毕竟,虽然这样

allout全力以赴,竭尽全力

allover到处,遍及

allbut1.几乎2.除……之外其余都

allinall整个说来,大体而言

allright1.行,可以2.顺利,良好

inall总计

atall1.(用于否定句)一点也不2.(在疑问句中)到底,究竟,在任何程度上

3.(在与if连接的条件从句中)既然,即使

Ifyoudoitatall,doyourbest.你既然要做,就尽力做好。

All’swellthatendswell. 结果好就是一切。

1.all作主语时,如指人,谓语动词用复数;如指物,谓语动词用单数。

2.作先行词用时,关系代词用that,不用which。如:AllthatIcandoislend

yousomemoney.我所能做的就是借给你些钱。

allow [ə̍laʊ]vt.1.允许,准许2.承认3.让……得到　vi.(for)考虑到,估
计

allowfor考虑到

allowsb.todosth.允许某人做某事

Youshouldallowforhisyouth.你应该考虑到他还年轻。

Weshouldallowforthetrainbeinglate.我们应该考虑到火车会晚点。
接动名词作宾语:allowdoingsth.;接不定式作宾语补足语:allowsb.todo
sth.。如:Thepolicedon’tallowparkinginthestreet.警察不许在这条街上

停车。Myparentsdon’tallowmetostayouttoolate.我父母不许我在外面

待得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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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ost[̍ɔːlməʊst]adv.几乎,差不多

alone[ə̍ləʊn]adj.1.单独的,孤独的2.唯一的　adv.单独地,独自地

leave/let...alone不理会(某人,某物),顺其自然

letalone更不用说

Letmealone.不要管我。

Hecan’tspeakEnglish,letaloneGerman.
他连英语都不会说,德语就更别提了。

alone单独的,独自的;lonely孤独的,寂寞的。

along[ə̍lɒ■]prep.沿着　adv.向前,一道,一起

alongwith随同……一起,除了……之外

getalong过生活,进展

getalongwith与……相处

alongside[ə̍lɒ■saId]prep.在……旁边,沿着……的边　adv.并排地,并肩

地

alongsideof在……的侧面,与……并排

aloud[ə̍laʊd]adv.出声地,大声地

alphabet[̍ælfəbet]n.字母表

already[ɔːl̍redI]adv.早已,已经

already通常用于肯定句中,置于be动词、系动词之后或实义动词之前,若置

于句末则表示惊讶。否定句和疑问句中用yet,若用already则表示“惊讶,意
外”。如:Hehasfinishedthebookalready! 他竟然已经看完那本书了。

also [̍ɔːlsəʊ]adv.1.也,同样2.而且,还

notonly...butalso不但……而且

Notonlydidheteachschool,but(also)hewrotenovels.他不但在学校里教

书,而且还写小说。

alter[̍ɔːltə(r)]vt.改变,变更　vi.改变,变化

alternative[ɔːl̍tɜːnətIv]adj.两者挑一的 n.供选择的对象,替换物

Ihavenoalternativebuttogiveuptheplan.除了放弃这个计划外,我别无办

法。

although[ɔːl̍ðəʊ]conj.尽管,虽然,即使

altogether[̩ɔːltə̍■eðə(r)]adv.1.总共2.完全地,全部地

Shewasnotaltogetherpleasedwithhernewhouse.她对自己的新房子不尽

满意。

always [̍ɔːlweIz]adv.总是,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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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与进行时连用表示某种感情色彩,往往表示某种令人不悦的事情。
如:Youarealwaysfindingfaultwithme.你老是在挑我的毛病。

a.m./A.M.[̩eI̍em]adv.上午

amateur[̍æmətə(r)]adj.业余爱好的　n.业余(活动)爱好者

amaze[ə̍meIz]vt.使惊讶,使惊愕,使惊叹

beamazedat/todo/that...对……感到惊讶

Wewereamazedatthenews.= Wewereamazedtohearthenews.
我们对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惊讶。

Iwasamazedthathehadmadesogreatprogressinstudy.他学习进步很大,
令我惊讶。

amazing[ə̍meIzI■]adj.令人惊讶的,令人吃惊的

ambition[æm̍bIʃən]n.雄心,野心

ambulance [̍æmbjʊləns]n.救护车(船、飞机等)

America[ə̍merIkə]n.美洲,美国

American[ə̍merIkən]adj.美洲(人)的,美国(人)的　n.美国人,美洲人

among[ə̍mʌ■]prep.[一般指在三者(或三者以上)之中]在……之中,在……
中间

among和between:among通常用于三者或三者以上之间;between用于两者

之间。如:Thevillageliesbetweenthetwomountains.这村落位于两座山之

中。Thevillageliesamongmountains.这村落位于群山之中。

amount[ə̍maʊnt]n.1.总额,总和2.数量,数额　vi.1.总计2.等于

amountto总计,等于

inamount总计,总之

Thelossamountstotwentymilliondollars.损失达2000万美元。

amuse[ə̍mjuːz]vt.1.逗乐,使……开心2.给……提供娱乐(或消遣)

beamusedat/by/with...以……为乐

Thegirlswereamusedwiththedolls.那些小女孩玩那些洋娃娃玩得很开心。

amusement[ə̍mjuːzmənt]n.娱乐,消遣,娱乐活动

an[ən]art.一(个、件……)(不定冠词,用于元音音素开始的词前)

analysis[ə̍næləsIs]n.分析,分解

inthefinal/lastanalysis归根结底

注意 analysis的 复 数 形 式 为 analyses。类 似 的 词 有:basis—bases;crisis—

crises;emphasis—emphases;thesis—theses。

analyse/-yze [̍ænəlaIz]vt.分析,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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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estor[̍ænsestə(r)]n.祖宗,祖先

ancient[̍eInʃənt]adj.古代的,古老的　n.古人

and[ænd]conj.和　
andso所以

andsoon=andsoforth等等

anger[̍æ■■ə(r)]n.愤怒,气愤　vt.使发怒,激怒

angle [̍æ■■l]n.1.角2.角度,方面,观点

angry [̍æ■■rI]adj.1.愤怒的,生气的2.(风雨等)狂暴的

beangryat/withsb.生某人的气

beangryat/aboutsth.因某事生气

Theteacherwasangrywith/atmewhenIwaslateforclass.
我上课迟到时老师很生气。

Iwasveryangryaboutwhathesaid.我对他说的话很生气。

animal[̍ænIməl]n.动物

ankle [̍æ■kl]n.踝,踝节部

anniversary [̩ænI̍vɜːsərI]n.1.周年　2.周年纪念日　adj.周年的,每年

的

announce[ə̍naʊns]vt.1.宣布,发表,通告2.报告……的到来

Thegovernmentannounceditsneweconomicpolicies.政府发布了新的经济

政策。

announcement[ə̍naʊnsmənt]n.1.布告,通告2.宣布,宣告

announcer[ə̍naʊnsə(r)]n.播音员,报幕员

annoy[ə̍nɔI]vt.1.使恼怒,使生气2.打搅

beannoyedat/bysth.对某事很生气

beannoyedwithsb.对某人很生气

annual[̍ænjʊəl]adj.每年的,年度的　n.年刊,年鉴

another[ə̍nʌðə(r)]adj.再,又,另一个　pron.另一个,再一个

oneanother互相

oneafteranother相继地,依此地

another不和复数形式连用,但是后面附加two,three等的数词或是few时,
就可以和复数形式 连 用。如:Weneedanotherthreeweekstofinishthe
task.要完成那件工作,我们还得需要三周的时间。

another表示许多里面的另外一个;theother表示两个里面的另外一个。

answer[̍■ːnsə(r)]n.回答,答复,答案　v.回答,答复,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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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for对……负责

inanswerto回答,应答,响应

Idon’tknowtheanswertothequestion.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Youshouldanswerfortheconsequences.你们应该对后果负责。

ant[ænt;ənt]n.蚂蚁

antipollution [̩æntIpə̍luːʃən]n.防止(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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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nxiousabout/for为某事挂念/担心

beanxiousfor　渴望,盼望

beanxioustodo渴望要

beanxiousforsb.todo　渴望某人做

Iamanxiousforthemalltoleavetheroom.我渴望他们都离开房间。

any [̍enI]adj.1.[常用于疑问句、否定句、条件从句或与含有疑问、否定意义

的词连用]一些2.任何的　pron.(无论)哪个,(无论)哪些,任何一个

ifany若有,即使有

Iamafraidthere’sverylittlefoodleft,ifany.我想即使还有食物,也只剩下

一点儿了。

anybody [̍enI̩bɒdI]prep.1.[用于疑问句、否定句、条件从句中]任何人,无论

谁2.重要人物

不可把 anybody放在句首而后面连接 not,此时须用 nobody。如:Nobody
wearslonghairlikeyou.
没有人像你一样留长头发。

anyhow [̍enIhaʊ]adv.1.无论如何,不管怎样说2.不论用何种方法

anymore [̍enI̍mɔː(r)]adv.而今再也

anyone [̍enIwʌn]pron.(=anybody)

anything [̍enI■I■]pron.1.[常用于疑问句、否定句、条件从句中或与含有疑

问、否定意义的词连用]任何事物,任何东西2.[用于肯定句]无论什么东西

anythingbut根本不,除……以外决不

anythingof[(用于疑问句、if从句)]有点,[(用于否定句)]一点也不

Isheanythingofamusician? 他有几分像音乐家的地方吗?

Idon’tseeanythingofhimthesedays.这几天我压根儿没有看见他。

anyway [̍enIweI]adv.(=anyhow)无论如何

anywhere [̍enIweə]adv.1.[用于否定句、疑问句、条件从句中]什么地方,
任何地方2.[用于肯定句]随便哪里,无论哪里

apart[ə̍p■ːt]adv.1.撇开2.相隔,相距3.分开,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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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rtfrom除……之外

lay/put/setapart(for)留下,存下为了

Apartfromhisnoseheisquitegoodlooking.他除了鼻子以外,哪儿都好看。

Apartfromtheinjuriestohisfaceandhands,hebrokebothlegs.
他除了面部和手受伤以外,两条腿也断了。

Sheputsomeofthemoneyapartforsickness.她存下一些钱作为生病治疗之

用。

apartment[ə̍p■ːtmənt]n.1.[美]公寓住宅(英国称flat)　2.(英)房间,套
间

ape[eIp]n.1.类人猿2.模仿者　vt.模仿

apologize/-ise[ə̍pɒlədʒaIz]vt.道歉,认错

apologizetosb.forsth.因某事向某人道歉

Heapologizedtomeforsteppingonmyfoot.他由于踩了我的脚而向我道

歉。

apology[ə̍pɒlədʒI]n.道歉,歉意

make/offeranapologytosb.forsth.因某事向某人道歉

apparent[ə̍pærənt]adj.1.表面的2.明显的,显而易见的

apparently[ə̍pærəntlI]adv.显然

appeal[ə̍piːl]n.1.呼吁,要求2.[律]上诉,申诉3.吸引力　vi.1.呼吁,
请求2.[律]上诉,申诉3.有吸引力

appeal/makeanappealtosb.(forsth.)请求

Heappealedtousforhelp.=Hemadeanappealtousforhelp.他请求我们

帮助。

Heappealedtoahighercourtagainstathree-yearsentence.他因不服三年的

判决而向上级法院上诉。

appear[ə̍pIə(r)]vi.1.出现,显露2.变得明显3.好像,似乎

itappears(tosth./sb.)that/asif……似乎是

Itappearstomethattheywillwinthegame.我觉得他们会赢得那场比赛。

appear,look和seem:appear指外表上给人以某种印象,但实质并非如此;

look指从面部表情上产生的某种感觉;seem指从某种迹象作出的主观推断。

appearance[ə̍pIərəns]n.1.出现,到场2.外表,外貌,外观

forappearance’sake=fortheappearanceofsake为了体面,为了装门面

appetite [̍æpItaIt]n.食欲,胃口

haveanappetitefor渴望,欲求

haveagood/healthyappetite食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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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abad/poor/weakappetite食欲不好

looseone’sappetite食欲不振

applaud[ə̍plɔːd]v.向……拍手喝彩,大肆赞扬

Thecrowdapplaudedtheperformanceforfiveminutes.群众为演出鼓掌五

分钟。

apple [̍æpl]n.苹果(树)

appliance[ə̍plaIəns]n.器具,装置

applicant[̍æplIkənt]n.申请人,应征者

applicantforadmissiontoaschool入学申请者

application [̩æplI̍keIʃən]n.申请,申请表格

apply[ə̍plaI]vt.1.应用,运用2.把……应用于 vi.请求,申请2.适用,
应用

applyoneselfto　致力于,专心做……

applyfor申请

applyto应用,实用

Weshouldapplytheorytopractice.我们应该把理论应用于实践。

appoint[ə̍pɔInt]vt.1.任命,委派2.约定,指定(时间、地点)

appointsb.as/tobe任命(某人)为

appointsb.todo　指定(某人)做

appointed[ə̍pɔIntId]adj.指定的,规定的

appointment[ə̍pɔIntmənt]n.1.任命,选派2.约定,约会

have/makeanappointmentwith(与某人)……约会/约定/预约

appreciate[ə̍priːʃIeIt]vt.1.欣赏,赏识2.评价,鉴别3.感谢,感激

appreciate接名词或动名词作宾语。如:Weshallappreciatehearingfromyou
again.我们将乐于再收到你的信。

appreciation[ə̩priːʃI̍eIʃən]n.1.感激2.重视3.赏识,欣赏

approach[ə̍prəʊtʃ]v.走近,接近　n.1.走近,接近2.看法,观点3.途

径,方法

anapproachto通往……,是……的方法

Hepresentsanewmethodtoforeignlanguage.他提出学习外语的新方法。

appropriate[ə̍prəʊprIət]adj.适当的,合适的

beappropriatefor/to适当的,合适的

Itisappropriatethatyou(should)writealettertoyourteacher.你给你的

老师写封信是比较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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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ve[ə̍pruːv]vt.批准,审定,通过　vi.赞成,满意

approveofsth./sb.doingsth.同意,赞许

Motherdoesn’tapproveofhersmoking.母亲不赞成她吸烟。

April[̍eIprəl]n.四月(略作 Apr.)

Arabian[ə̍reIbIən]n.阿拉伯人　adj.阿拉伯的

architect[̍■ːkItekt]n.1.建筑师2.设计师

architecture [̍■ːkItektʃə(r)]n.1.建筑学2.建筑式样

area [̍eərIə]n.1.面积2.地区,区域3.领域,范围

argue [̍■ː■juː]vi.争论,辩论　vt.辩论,论证,辩明

arguefor/against...赞成/反对……

arguewithsb.about/oversth.就某事与某人争论

arguesb.intosth./doingsth.说服某人做某事

arguesb.outofsth./doingsth.说服某人停止做某事

argument[̍■ː■jʊmənt]n.1.争论,辩论2.论点,论据

arise[ə̍raIz](arose,arisen)vi.1.起立,起身2.产生,出现3.上升

arisefrom/outof发生,出现

arise发生,出现(不及物动词);rise起床,起来,升起(不及物动词);raise举

起,建立起,增高(及物动词);arouse唤起,激起,唤醒(及物动词)。

arithmetic[ə̍rI■mətIk]n.算术

arm [■ːm]n.1.手臂,(动物的)前肢2.扶手,衣袖3.[常用复]武器(尤指枪

支)

arminarm 臂挽着臂,协同

atarm’slength疏远地,不使接近地

Youshouldkeephimatarm’slength.你们应该与他保持距离。

army [̍■ːmI]n.军队,陆军

anarmyof一大群

around[ə̍raʊnd]prep.在……周围,在……附近　adv.1.周围,到处2.大

约

allaround四处,到处

arouse[ə̍raʊz]vt.1.唤起,激起2.唤醒,引起

arousesb.from 唤醒某人,激励某人

Hewasarousedfromhisnapbythedoorbell.他午睡时被门铃吵醒。

arrange[ə̍reIndʒ]vt.1.安排,准备2.整理,排列,布置　vi.安排,准备

arrangeameeting筹备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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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ngesth.forsth.为……安排……

arrangement[ə̍reIndʒmənt]n.1.整理,排列2.安排,准备

makearrangementsfor为……做好准备

arrest[ə̍rest]vt.逮捕,拘留,扣留　n.逮捕,拘留

arrestsb.for因……而逮捕某人

underarrest被捕的,拘留的

arrival[ə̍raIvəl]n.到达,抵达

arrive[ə̍raIv]vi.到达,抵达

arriveat到达(较小的地方)

arrivein到达(较大的地方)

arriveat/draw/reach/cometoaconclusion得出结论

arrow [̍ærəʊ]n.1.箭2.箭状物3.箭头符号

art[■ːt]n.1.艺术,美术2.技术,技艺　3.(pl.)文科,人文科学

aworkofart一件艺术品

industrialart工艺美术

Livingisanart. 生活是一门艺术。

article [̍■ːtIkəl]n.1.文章,论文2.条款,项目3.物品,物件4.冠词

artificial[̩■ːtI̍fIʃəl]adj.1.人工的,人造的2.仿真的,人为的

anartificialflower人造花

anartificialsatellite人造卫星

artificialsnow 人造雪

artist[̍■ːtIst]n.艺术家,美术家

as[æz]conj.1.在(当)……时候2.由于,因为3.像,像……一样　prep.作

为,看作　
as...as...像……一样

asfaras1.就……来说,就……所知2.远至

asif/though就像,仿佛

aslongas只要

asamatteroffact事实上

asaresult结果

asfollows如下

asusual通常

aswell也,还

aswellas既……又　
AsfarasIknow,shewasilllastweek.据我所知,她上周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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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æʃ]n.灰,灰烬

ashamed[ə̍ʃeImd]adj.惭愧的,羞耻的,难为情的

beashamedof为……感到羞耻的,为……感到惭愧

beashamedtodosth.以……为耻

Iamashamedtohavebehavedsobadlyatyourparty.我很惭愧在你的宴会

上行为如此恶劣。

Asia [̍eIʃə]n.亚洲

Asian [̍eIʃən]adj.亚洲(人)的　n.亚洲人

aside[ə̍saId]adv.在旁边,到(向)一边

asidefrom 除……以外(尚有),且别说

putaside放置下来,留下

Putyourtroubleaside.忘掉你的烦恼。

ask[■ːsk]vt.1.问,询问2.要求,请求　vi.1.要求,请求2.问

askabout询问,打听

askafter问候

askfor要求,请求

ask后面要求用不定式作宾语补足语。如:Themanageraskedmetogiveup
theplan.经理要求我放弃这个计划。

asleep[ə̍sliːp]adj.睡着的,睡熟的

fallasleep睡着,入睡

aspect[̍æspekt]n.(问题、事物等的)方面

学 过 的 同 根 spect(看 )词:respect 尊 敬;inspect 视 察;expect 期 望;

perspective远景,洞察力

aspirin [̍æspərIn]n.阿司匹林

assemble[ə̍sembl]vt.1.集合,召集2.装配,组装　vi.聚集,集会

Heassembledhisfamilyandtoldthemofhisplan.他把全家聚在一起把他的

计划告诉大家。

assess[ə̍ses]vt.1.对……进行评估,评价2.评论

assessment[ə̍sesmənt]n.估量,评定

assign[ə̍saIn]vt.1.分配,委派2.指定,选定(时间、地点等)

assignment[ə̍saInmənt]n.1.分派,分配2.作业,任务

assist[ə̍sIst]vt.协助,帮助,援助

assistsb.withsth./indoingsth./todosth.帮助某人做某事

Heassistedustoestablishanewcompany.= Heassistedusinestablishi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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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company.他帮助我们成立了一家新公司。

assistance[ə̍sIstəns]n.帮助,援助

assistant[ə̍sIstənt]n.1.助手,助教2.辅助物　adj.辅助的,助理的

associate[ə̍səʊʃIeIt]vt.使结合在一起,使有联系　vi.交往,结交　adj.副

的

associate...with...把……与……联系在一起

associatewith结交,交往

beassociatedwith与…… 有关系

Don’tassociatewithhim.不要跟他结交。

association[ə̩səʊsI̍eIʃən]n.1.协会,社团2.联合,联盟

inassociationwith与……一起　
Iamworkinginassociationwithhim.我与他一起工作。

assume[ə̍sjuːm]vt.1.假定,设想2.承担,接受

Assumingthatitistrue,everybodymustbelieveit.假定它是真的,人们都一

定会相信。
你学过的同根(sume)词:assume设想,承担;consume消费;presume推测,假
定;resume恢复,重新开始

assure[ə̍ʃʊə(r)]vt.1.使确信,使放心2.保证,担保

assuresb.of/that...担保,使确信

Iassureyouofthesuccessoftheproject.=Iassureyouthattheprojectwill
succeed.我向你保证这个计划会成功。

Iassureyouthatthereisnodanger.我向你保证毫无危险。

astonish[əs̍tɒnIʃ]vt.使大吃一惊

beastonishedat/by/todo/that...被/因……惊吓

Iwasastonishedat/toseehisbehavior.他的那种举动使我吓了一跳。

astronaut[̍æstrənɔːt]n.宇宙航行员

at[æt]prep.在

athome在家

atonce立刻,马上

atrandom随便地

atthemoment此刻,目前

atwork在办公

athlete [̍æ■liːt]n.运动员

athletic[æ■̍letIk]adj.运动员的,运动的

Atlantic[ət̍læntIk]adj.大西洋的　n.[theAtlantic]大西洋



22　　　

atmosphere [̍ætməs̩fIə(r)]n.1.大气层2.气氛,环境

atom [̍ætəm]n.1.原子2.微量,微粒

atomic[ə̍tɒmIk]adj.原子的,原子能的

atomicbomb原子弹

atomicclock原子钟

atomicenergy原子能

attach[ə̍tætʃ]vt.1.系上,贴上2.附上,附属

beattachedto依恋,喜爱,附属于

Itisunwisetoattachtoomuchimportancetotheinformation.过于重视那个

消息是不明智的。

attack[ə̍tæk]vt./n.1.攻击,袭击2.着手,侵害

attempt[ə̍tempt]vt./n.试图,企图,尝试

attempttodo尝试,试图

inone’sattemptatsth./todosth.尝试,试图

makeanattempttodosth.尝试做……,企图做……

Hemadeanattempttolearntoski.他尝试着学滑雪。

Hefailedinhisattemptatwinningfirstprize.他试图获得头奖,但失败了。

attempt作动词用,后面要求跟不定式作宾语。如:Theyattemptedtoclimb
themountain.他们试图登上那座山。

attend[ə̍tend]vt.1.出席,参加2.照顾,护理　vi.1.注意,倾听2.侍

奉,伴随

attendto1.倾听,留意2.照顾,处理

attendaceremony参加典礼

attendameeting参加会议

attendschool上学

attention[ə̍tenʃən]n.1.注意,注意力2.照料

attract/catch/draw/getsb.’sattention吸引某人注意

pay/giveattentionto注意

turnone’sattentionto将注意力转向

Toomuchattentionwaspaidtothedetails.太过于注重细节了。

attitude [̍ætItjuːd]n.1.(to/toward)态度,看法2.姿态

Hetookafriendlyattitudetoward/tous.他对我们采取友善的态度。

attract[ə̍trækt]vt.吸引,招引,引诱,引起

attract...to...把(人等)吸引到……

Whatdoyouthinkattractspeopletobigcities? 你认为把人吸引到大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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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什么?

attraction[ə̍trækʃən]n.吸引,吸引力,具有吸引力的事(或人)

haveattractionfor...对……有吸引力

Thebigcityhasnoattractionforme.大城市对我没有吸引力。

attractive[ə̍træktIv]adj.1.引起注意的,吸引人的2.漂亮的,迷人的

audience [̍ɔːdIəns]n.听众,读者

audio-visual[̩ɔːdIəʊ̍vIʒʊəl]adj.试听的

August[̍ɔː■əst]n.八月(略作 Aug.)

aunt[■ːnt]n.伯母,婶母,姑母,舅母,姨母,阿姨

Australia[ɒs̍treIljə]n.澳大利亚[大洋洲],澳洲

Australian[ɒs̍treIljən]adj.澳大利亚的,澳洲的　n.澳大利亚人

author[̍ɔː■ə(r)]n.作者

authority[ɔː̍■ɒrətI]n.1.(pl.)当局,官方,有关当局2.权力,权威

localauthorities地方当局

absolute/completeauthority绝对权威

theauthoritiesconcerned有关当局

auto [̍ɔːtəʊ]n.汽车

automatic [̩ɔːtə̍mætIk]adj.自动的

autumn [̍ɔːtəm]n.秋,秋季

available[ə̍veIləbl]adj.可利用的,可得到的

beavailablefor...对……可利用的

Thereisonlyalittlemoneyavailableforthetrip.这趟旅行只有少数的钱可

供花用。

avenue [̍ævənjuː]n.林荫道,大街

average [̍ævərIdʒ]adj.1.平均的2.通常的,一般的　n.平均数,平均

on(an,the)average平均起来,一般说来

avoid[ə̍vɔId]vt.避免,回避,逃避

avoid后面要求跟名词或动名词作宾语。如:Itriedtoavoidmeetinghim.我

尽量避免遇到他。

await[ə̍weIt]vt.等候,等待

awake[ə̍weIk](awoke,awoken)adj.醒着的　vt.1.使觉醒2.唤醒,使

醒　vi.1.醒来2.醒悟,觉醒

awaketo...觉悟,觉察,领悟

beawaketo...觉察的,觉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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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mustawaketothefactthatyouhavefailedinbusiness.你必须了解你的

事业已经失败了。

Hewasn’tawaketothedifficultiesofthework.他没有觉察到这件工作的困

难。

awaken[ə̍weIkən]vt.唤醒

award[ə̍wɔːd]n.奖励,奖品,奖状　vt.授予,颁发

awardsb.sth.=awardsth.tosb.奖励某人某物

Shewasawardedamedalforbravery.她因勇敢而获得奖章。

award指由官方授予的某种奖励;reward指“给予某种奖赏或报酬”。

aware[ə̍weə(r)]adj.察觉到的,意识到的

beawareof/that...意识到……

Hewasawareofthedanger.= Hewasawarethathewasindanger.他觉察

到有危险。

away[ə̍weI]adv.离开,远离,向另一方向,向一边

rightaway马上,立即

awful[̍ɔːfʊl]adj.极度的,极坏的,糟糕的

awkward [̍ɔːkwəd]adj.1.笨拙的,不灵活的2.难应付的,棘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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