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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接到这个选题任务的时候,我多少还是有点犹豫,怕被不明就里的

人埋怨和笑话。 作为一名多年从事英语教育和图书出版的专业人士,我
深知国人学习英语的不易。 一直以来,许多人致力于探求学好英语的方

法,不少人以特有的智慧与变通技能,创造出五花八门的英语学习方法,
比如联想记忆、一口气英语和疯狂英语等。 但细究之下,相对而言,众多

方法中真正有效的并不多。 因材施教一直是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对
于英语学习而言,我认为良好的个人学习习惯和方式确实可以养成,只要

持之以恒,必定会有所提高,不一定要遵循别人的发明和创造。 只要适合

自己的、能够被自己理解和应用的方法,就可以被称作好方法。
就像本书介绍的那样,用汉语拼音和汉字来标音,也算是英语学习的

方法之一。 虽然很多人对此有异议,认为用汉语来给英语标注发音不够

准确,无法学到发音地道的英语。 但我认为,对于那些基础尚浅,或者是

对学习效果要求不高的人来说,确实有短时间实际应用和迅速解决问题

的效果。 当然,作为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用汉语来对照英语发音

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对于那些初级学习者,或者那些语言天分不强的

人来说,能够流畅地表达和交流是最重要的,不必非要按照英国的皇室口

音或者美国的 VOA 标准学习,汉字和拼音标注的方式能够在最短时间直

截了当地阐述说明。 比如,印度人和非洲人的英语好多人领教过,他们南

腔北调的发音经常会搞得我们摸不着头脑,真的不好听,但是由于英语是

官方语言,他们长时间地使用英语,即使发音没有多少改善,语音语调再

不好,只要敢说敢用,一样不影响与他人的交流,有着纯正发音的英美人

士一样能听懂。 因此,本书的定位就是广大英语初学者和急用者,从这个

角度来说,本书介绍的方法对这些人非常有效,是一本非常具有实用价值

的图书。
为了更好地使用本书,读者应该先读,再听,跟随模仿,适当标记,最

后变成自己的词汇和表达,并能够基本掌握和应用。 由于汉语和英语语

言发音方面的区别较大,我们已经尽力使二者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但是难

免会有些麻烦,以下就是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就标音方面总结出来的一些

与正常汉语发音的不同之处,敬请读者在使用本书之前认真阅读,以便更

好地掌握正确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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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拼音“ tei”,汉字“忒”。
2. 拼音“dei”,汉字“得”。
3. 拼音“kei”,汉字“尅”。
4. 拼音“ei”,汉字“诶”。
5. 拼音“pou”,汉字“剖”。
6. 拼音“wo”,汉字“沃”,实际上要读“vo”,变圆唇为上齿抵下唇的

发音。
7. 拼音“ re”,汉字“入爱”,要连读,类似音乐简谱中的第二个音符。
8. 拼音“wu”,汉字“无”,实际上要读 “ vu”,上齿咬住下唇,震动

发声。
9. “肆意”这两个字,快速连读。
10. “客应”这两个字,快速连读。
11. 四个以上汉字为一个英文单词标音时,读的时候要快速、连续和

顺畅,不要单独咬字。
12. “佛”这个字,实际上是想发出拼音为“ fao”这个音。
13. “谁”这个字,实际上是想发出拼音为“shei”这个音。
由于时间有限,加之愚等才疏学浅,本书中难免会有错漏与失误之

处,敬请读者谅解和指出。
最后真心希望读者能够在英语学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路顺畅。

欢迎来函交流心得。

笔　 者

201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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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语简介、英语字母及书写

英语简介

英语 (English) 作为使用人数占世界第三位、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

一的语言,已经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第二语言,世界上 60%以上的邮件

是用英语书写的,50%以上的报纸杂志是英语的。
英语属于印欧语系中日耳曼语族的西日耳曼语支。 英语按历史可分

为三个时期:(一)古英语 (Old English),公元 450 年至 1150 年;(二)中古

英语 (Middle English),公元 1150 年至 1500 年;(三)现代英语(Modern
English),公元 1500 年至今。 为便于研究,也常把公元 1500 年至 1700 年

的英语称作“早期现代英语” (Early Modern English),公元 1700 年至今的

英语称作“后期现代英语”(Later Modern English)。
英语的总词汇量约在 50 万以上,而且还在持续不断地增加中。 由于

英语词汇主要由词根构成,不同词根与词缀的组合很容易形成新的单词,
于是英语的词汇量非常庞大,但如果要确切的数字,则必须先要判断哪些

能够算作英语词汇。 与其他语言不同,并没有一个权威学术机构来规定

何为正式的英语词汇。
由于英语的使用范围极为广泛,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地区性变体。

除英国英语外,还有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澳大利亚英语、新西兰英语、
南非英语等,它们都有各自的地区性词语和语法。 其他像印度英语、东南

亚英语、加勒比地区英语和非洲某些新兴国家的英语,也都具有各自语音

和词汇上的特点。 当今最流行的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在语音上有着相当

明显的差别,拼写的差别则不是很大。 在词汇方面,美式英语曾长期以英

式英语为规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介迅速发

展,美式英语已反过来对英式英语产生影响,且这种影响正在日益扩大。
英语,作为当今世界上的国际社交语言,它取得的成功是史无前例

的。 从使用它的人口来说,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数仅次于汉语,居世界第二

位,大约有四亿多人。 然而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使用

英语的人数,要远比这多得多,可以说分布在世界各个民族的各个角落,
在这一点上汉语是望尘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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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字母及书写

英语字母共有 26 个,是组成英语词汇的基础,下面就是英语字母的手

写写法,左边是大写,右边是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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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元音

(1) 长元音

[ɑː] [ɔː] [ɜː] [ iː] [uː]

(2) 短元音

[ʌ] [ɒ] [ə] [ I]
[ʊ] [e] [æ]

(3) 双元音

[eI] [aI] [ɔI] [ Iə]
[eə] [ʊə] [əʊ] [a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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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ɑː]和[ʌ]

音标 拼音谐音 汉字谐音 发音要诀

[ɑː] a 阿

嘴巴张到最大,双唇张而不圆,
牙床大开,舌后微升,舌尖向后

收缩,微离下齿,发“阿”之长音

[ʌ] a 啊(短音)
嘴巴微微地张开,双唇张而不

圆,舌后微升,舌尖向后收缩,微
离下齿,发短促之“啊”音

[ɑː]

英语 car farm star garden

音标 [kɑː] [fɑːm] [stɑː] [ ˈ■ɑːdn]

中文释义 小汽车 农场 星星 花园

[ʌ]

英语 cup mother touch bus

音标 [kʌp] [ ˈmʌðə] [tʌtʃ] [bʌs]

中文释义 杯子 妈妈 触摸 公共汽车

a little star a large garden a soft touch a school bus

[ə ˈlItl stɑː] [ə lɑːdʒ ˈ■ɑːdn] [ə sɒft tʌtʃ] [ə skuːl bʌs]

一颗小星星 一个大花园 一次温柔的触摸 一辆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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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ɔː]和[ɒ]

音标 拼音谐音 汉字谐音 发音要诀

[ɔː] ao 凹

双唇界于开闭、圆唇之间,牙床

半开至全开,舌尖卷上再过渡为

卷后,发长的“凹”音

[ɒ] ao 凹(短音)
双唇稍微向外突出成圆形,舌后

升起, 舌 尖 抵 下 齿, 发 短 促 的

“凹”音

[ɔː]

英语 horse water door talk

音标 [hɔːs] [ ˈwɔːtə] [dɔː] [tɔːk]

中文释义 马 水 门 谈话

[ɒ]

英语 dog hot lot box

音标 [dɒ■] [hɒt] [ lɒt] [bɒks]

中文释义 狗 热的 许多 盒子

ride a horse close the door a tame dog a lot of

[raId ə hɔːs] [kləʊz ðə dɔː] [ə teIm dɒ■] [ə lɒt əv]

骑马 关门 一条温顺的狗 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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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ɜː]和[ə]

音标 拼音谐音 汉字谐音 发音要诀

[ɜː] e 厄
舌上抬,唇成自然状态,口半开半

闭,发“厄”之长音

[ə] e 厄(短音)
舌上抬,唇成自然状态,口半开半

闭,牙床较张开,发“厄”之短音

[ɜː]

英语 her bird worker purse

音标 [hɜː] [bɜːd] [ ˈwɜːkə] [pɜːs]

中文释义 她的 鸟 工作者 钱包

[ə]

英语 ago teacher doctor famous

音标 [əˈ■əʊ] [ ˈtiːtʃə] [ ˈdɒktə] [ ˈfeIməs]

中文释义 以前 教师 医生 著名的

her address an early bird years ago see a doctor

[hɜː əˈdres] [ən ˈɜːlI bɜːd] [ ˈjIəz əˈ■əʊ] [ ˈsiː ə ˈdɒktə]

她的地址 早起的鸟 多年以前 看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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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ː]和[ I]

音标 拼音谐音 汉字谐音 发音要诀

[ iː] yi 衣
舌抵下齿,嘴唇扁平,做微笑状,
发“衣”之长音

[ I] yi 一(短音)
舌抵下齿,双唇扁平分开,牙床近

于全合,发短促之“一”音

[ iː]

英语 she see key east

音标 [ʃiː] [siː] [kiː] [ iːst]

中文释义 她 看见 钥匙 东方

[ I]

英语 it big ship listen

音标 [ It] [bI■] [ʃIp] [ ˈlIsn]

中文释义 它 大的 船 听

She is a girl see a movie a cargo ship listen to me

[ʃiː Iz ə ■ɜːl] [siː ə ˈmuːvI] [ə ˈkɑː■əʊ ʃIp] [ ˈlIsn tə miː]

她是个女孩 看场电影 一艘货船 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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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ː]和[ʊ]

音标 拼音谐音 汉字谐音 发音要诀

[uː] wu 屋

双唇成圆形,牙床近于半合,舌尖

不触下齿,自然而不用力,发“屋”
之长音

[ʊ] wu 唔(短音)
双唇成圆形,牙床近于半合,舌尖

不触下齿,自然而不用力,发短促

之“唔”音

[uː]

英语 zoo ruler food fruit

音标 [zuː] [ ˈruːlə] [fuːd] [fruːt]

中文释义 动物园 尺子 食物 水果

[ʊ]

英语 foot good cook book

音标 [fʊt] [■ʊd] [kʊk] [bʊk]

中文释义 脚 好的 烹饪 书本

go to the zoo on foot fruit juice a good idea

[■əʊ tə ðə zuː] [ɒn fʊt] [fruːt dʒuːs] [ə ■ʊd aIˈdIə]

去动物园 步行 果汁 一个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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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和[æ]

音标 拼音谐音 汉字谐音 发音要诀

[æ] ai
唉(口尽

可能扁平)

双唇扁平,舌前微升,舌尖抵住下

龈,牙床全开,软腭升起,唇自然

开放

[e] ai 唉(口型小)
舌近硬腭,舌尖抵下齿,牙床半开

半合,做微笑状

[æ]

英语 map cat cap apple

音标 [mæp] [kæt] [kæp] [ ˈæpl]

中文释义 地图 猫 鸭舌帽 苹果

[e]

英语 lesson end head friend

音标 [ ˈlesn] [end] [hed] [frend]

中文释义 课 结束 头 朋友

a city map an apple tree shake your head a close friend

[ə ˈsItI mæp] [ən ˈæpl triː] [ʃeIk jɔː hed] [ə kləʊs frend]

一张城市地图 一棵苹果树 摇头 一位亲密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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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aI]和[ɔI]

音标 拼音谐音 汉字谐音 发音要诀

[eI] ei 哀一

舌尖抵住下齿,牙床半开半合,双
唇扁平,由发“哀”音平稳过渡到

发“一”之长音

[aI] ai 阿一

将口张至略圆,舌后微升,舌尖向

后收缩,由发“阿”音平稳过渡到

发“一”音

[ɔI] ao ei 奥一

双唇外突成圆形,发“奥”音。 逐

渐过渡为双唇扁平分开,发“一”
之短音

[eI]

英语 great day eight wait

音标 [■reIt] [deI] [eIt] [weIt]

中文释义 非常的 天 八 等待

[aI]

英语 fly buy high light

音标 [flaI] [baI] [haI] [ laIt]

中文释义 飞 买 高的 灯

[ɔI]

英语 boy toy join noise

音标 [bɔI] [tɔI] [dʒɔIn] [nɔIz]

中文释义 男孩 玩具 参加 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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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news a nice day eight years wait a moment

[■reIt njuːz] [ə naIs deI] [eIt jIəz] [weIt ə ˈməʊmənt]

好消息 一个好天气 八年 等一会儿

fly over the mountain buy a ticket high altitude turn on the light

[flaI ˈəʊvə ðə ˈmaʊntIn] [baI ə ˈtIkIt] [haI ˈæltItjuːd] [tɜːn ɒn ðə laIt]

飞过高山 买一张票 高海拔 打开灯

a naughty boy a lovely toy join the army full of noise

[ə ˈnɔːtI bɔI] [ə ˈlʌvlI tɔI] [dʒɔIn ðiː ˈɑːmI] [fʊl əv nɔIz]

一个顽皮的男孩 一件可爱的玩具 参军 充满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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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ə]、[eə]和[ʊə]

音标 拼音谐音 汉字谐音 发音要诀

[ Iə] yi er 一尔(连读)
双唇张开,牙床由窄至半开舌抵

下齿逐渐过渡为上卷,从“一”音
过渡到“尔”音

[eə] ai er 艾尔(连读)
双唇张开后略圆,牙床张开相当

宽,舌尖卷上渐至卷后

[ʊə] wu er 乌尔(连读)
双唇成圆形,牙床近于半合,舌尖

不触下齿,发“乌”之长音,然后从

“乌”过渡到“尔”音

[ Iə]

英语 ear deer fear near

音标 [ Iə] [dIə] [fIə] [nIə]

中文释义 耳朵 鹿 害怕 附近

[eə]

英语 air hair bear care

音标 [eə] [heə] [beə] [keə]

中文释义 空气 头发 熊 关心

[ʊə]

英语 sure poor tour february

音标 [ʃʊə] [pʊə] [tʊə] [ ˈfebrʊərI]

中文释义 确信 穷的 旅行 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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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ears a jumping deer no fear to die near home

[tuː Iəz] [ə ˈdʒʌmpI■ dIə] [nəʊ fIə tə daI] [nIə həʊm]

两只耳朵 一只跳起的鹿 不怕死 离家近

flying in the air hair-cut polar bear care about

[ ˈflaII■ In ðiː eə] [ ˈheəkʌt] [ ˈpəʊlə beə] [keə əˈbaʊt]

在空中飞 剪发 北极熊 关心

sure to go poor man a memorable tour February 28th

[ʃʊə tə ■əʊ] [pʊə mæn] [ə ˈmemərəbl tʊə] [ ˈfebrʊərI ˈtwentI eI■]

确实要走 可怜的人 一次值得纪念的旅行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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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əʊ]和[aʊ]

音标 拼音谐音 汉字谐音 发音要诀

[əʊ] e wu 厄屋

口半开半闭,舌后微升,过渡双唇

成圆 形, 发 “ 厄 ” 逐 渐 过 渡 到

“屋”音

[aʊ] a wu 阿屋

将口张开略圆,渐渐合拢,双唇成

圆形, 由 “ 阿 ” 音 平 稳 过 渡 到

“屋”音

[əʊ]

英语 own note bowl boat

音标 [əʊn] [nəʊt] [bəʊl] [bəʊt]

中文释义 自己的 笔记 碗 小船

[aʊ]

英语 town sound house brown

音标 [taʊn] [saʊnd] [haʊs] [braʊn]

中文释义 城镇 声音 房子 棕色的

take a note row a boat a small town brown sugar

[teIk ə nəʊt] [rəʊ ə bəʊt] [ə smɔːl taʊn] [braʊn ˈʃʊ■ə]

记笔记 划船 一个小镇 红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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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辅音

(1) 轻辅音

[p] [t] [k] [f]
[■] [s] [ʃ] [h]
[ts] [tʃ] [tr]

(2) 浊辅音

[b] [d] [g] [v]
[ð] [z] [ʒ] [r]
[dz] [dʒ] [dr]

(3) 鼻音

[m] [n] [■]

(4) 半元音

[j] [w]

(5) 边音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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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和[b]

音标 拼音谐音 汉字谐音 发音要诀

[p] po 泼(轻声)
双唇紧闭,然后突然张开,气流泄

出口腔。 [p]是清辅音,声带不振

动发声

[b] bo 波

双唇紧闭,然后突然张开,气流泄

出口腔。 [b]是浊辅音,声带要振

动发声

[p]

英语 pen park pool happy

音标 [pen] [pɑːk] [puːl] [ ˈhæpI]

中文释义 钢笔 公园 水池 高兴的

[b]

英语 bye bad bus job

音标 [baI] [bæd] [bʌs] [dʒɒb]

中文释义 再见 坏的 公共汽车 工作

Park Road swimming pool take a bus find a job

[pɑːk rəʊd] [ ˈswImI■ puːl] [teIk ə bʌs] [faInd ə dʒɒb]

公园路 游泳池 乘公交车 找到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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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和[d]

音标 拼音谐音 汉字谐音 发音要诀

[t] te 特(轻声)

舌尖紧抵上齿龈,形成阻碍,然后

舌尖突然离开气流泄出口腔。
[t]是清辅音,发音时声带不振动

出声

[d] de 的(轻声)
舌尖紧抵上齿龈,形成阻碍,然后舌

尖突然离开气流泄出口腔。 [d]是
浊辅音,发音时声带要振动出声

[t]

英语 tea town bottle time

音标 [tiː] [taʊn] [ ˈbɒtl] [taIm]

中文释义 茶 小镇 瓶子 时间

[d]

英语 dog glad window bed

音标 [dɒ■] [■læd] [ ˈwIndəʊ] [bed]

中文释义 狗 高兴的 窗户 床

a cup of tea on time a lovely dog go to bed

[ə kʌp əv tiː] [ɒn taIm] [ə ˈlʌvlI dɒg] [gəʊ tə bed]

一杯茶 按时、准时 一只可爱的狗 上床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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