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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历经数次改革,每次改革都牵动着无数考生

的心。2013年8月14日,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对外宣称:大学

英语四、六级考试又一次变脸,考试时间增加了5分钟,在快速阅读、听
力听写和汉译英三个题型上动了“手术”。但仔细分析,这些变化万变不

离其宗,那就是对词汇的掌握。没有一定的量词汇,就无法自如应对这

样的国家级考试。
考虑到当下四级考试特点和当代读者的学习困难,我们精心编写了

《英语四级词汇分频速记》一书,旨在为考生提供轻松学英语、快乐背单

词的科学方法。本书具有以下特色:

1.结构科学,重点突出

本书省去了一般词汇书的“厚度”,但却未减其“厚重”。尽管全书收

词量大大减少,但却突出了其重要词汇的地位。本书分为30个 Word
List,分为高频词汇、中频词汇和常考词汇,主要是根据词汇的出现频率

大致划分,遴选出常考频率词汇,打破了常规编排方法,能有效提高词汇

记忆效果。书后附有常用词根词缀,包括核心词根、常用前缀和常用后

缀,帮助对构词有个科学的认识。

2.合理编排,易于学习

除了全书结构科学外,内容的编排是否合理也至关重要。本书所选

词汇既然重要,关键还在如何编排每个单词,让考生能多途径识记该单

词。基于此,对于收入的每个单词,设有【巧记】【联想】【例句】【搭配】
【辨析】等板块,每个板块并非同时出现在每个词条下,而是根据实际需

要进行设置,旨在方便读者识记。例如【巧记】,就是通过“词根+词缀”
记忆法的方式呈现,因为词根与词缀组合出的派生词在词汇中占了相当

可观的比例和份额,具备了这种识别“构词模块”(building-block)的能力

后,就能“解剖”单词成分,就会使难词变易,长词变“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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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联想记忆,便于识记
联想记忆,就是靠事物之间的相关性或逻辑性,把多个事情关联起

来。词汇识记不能用点式记忆,得把单词联系起来。例如,同学们常用

“英文单词+中文释义”(如creation创造)记忆法。这就是点式记忆,因
为不能给大脑造成强烈刺激,结果往往导致即使把该词储存进了大脑,
但也很难把它提取出来,结果是似曾相识。如果给该词附上几个例句,
记忆效果则完全不同。一则可以借助语境消除歧义,限定所指,并提供

线索猜测词义,尤其能有效辨别多义词;二则将词汇置于一定的上下文

中,在词汇之间建立语义联系,记忆不仅准确,而且长久。
本书得以顺利完成,要感谢叶红卫、张蓓、安全勇、沈逸平、张忠魁、

安妮、殷琦乐、杨唯伟、谷青松、贾莉丽等各位好友的热情帮助。由于作

者的水平有限,书中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

编　者

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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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List 1

according[ə̍kɔːdI■]adv.按照,依据　adj.相符的,相应的;和谐的

【例句】Accordingtothesefigures,ourcompanyisdoingwell.从这些数字来

看,我们的公司经营得不错。

allow [ə̍laʊ]vt.允许;留出　vi.(for)考虑到;允许

【例句】Youarenotallowedtosmokehere.这里不许吸烟。

author[̍ɔː■ə]n.著作家,作者

【巧记】auth(auto,自己)+or(名词后缀,表示“人”)
【例句】MarkTwainishisfavoriteauthor.马克·吐温是他最喜爱的作家。

following[̍fɒləʊI■]adj.随后的,接着的　n.下列事(人)
【巧记】follow(随后)+ing(名词后缀)
【例句】Ifoundthefollowingquestionsveryhardtoanswer.我觉得下列问题

很难回答。

avoid[ə̍vɔId]vt.避免,预防,避开

【巧记】a(表加强)+void(空的)
【例句】Theyallavoidedmentioningthataccident.他们都避免提及那场车祸。

happen[̍hæpən]v.(偶然)发生,碰巧,恰好

【巧记】hap(p)(机会,运气)+en(动词后缀,表“使成为”)
【例句】Doyouhappentorememberhiscarnumber? 你还记得他的车牌号吗?

means[miːnz]n.方法,手段

【例句】Weexpressourthoughtbymeansofwords.我们用词句来表达思想。
【搭配】byallmeans务必　　　bymeansof依靠　　　bynomeans决不

statement[̍steItmənt]n.声明,陈述,说法

【例句】Thisstatementisconversetotheformerone.这个声明和前一个相反。
【搭配】issue/makeastatement发表声明　　refuteastatement反驳某一言论

center[̍sentə]n.中心;集中点　v.居中;使集中

【例句】Wedecidedtoskirtroundthetowncenter.我们决定绕过市中心。

section[̍sekʃn]n.部分,章节;部门;截面

【巧记】sect(切,割)+ion(名词后缀,表行为、状态等)
【例句】Thelastsectionsumsupalltheargumentsinthestudy.最后一部分总

结了研究中的全部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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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itude[̍ætItjuːd]n.态度;姿态

【巧记】att(apt,倾向)+itude(名词后缀,表“性质,状态”)
【例句】Asyougetolder,yourattitudetowardslifechanges.人随着年龄的增

长,人生观也会有所改变。
【搭配】attitudeto/towards对…的看法、态度

create[krI̍eIt]v.创造,创作;制造(事端),引起(骚动)
【巧记】cre(创造,产生)+ate(动词后缀,表“使”)→使创造出来

【例句】Allmenarecreatedequal.人人生而平等。

effort[̍efət]n.努力

【例句】Allmyeffortswerefruitless.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rate[reIt]n.速度;比率;价格,费用　vt.对…评估,给…定级

【例句】Catalysiscanforwardtherateofreaction.催化剂能加快化学反应

的速度。
【搭配】atanyrate无论如何,任何　　　　atthisrate照这种情形

airport[̍eəpɔːt]n.机场,航空港

【巧记】air(空中)+port(港口)

benefit[̍benIfIt]n.益处,恩惠;福利费;保险金　vt.有益于　vi.(from,by)
得益

【巧记】bene(善,好)+fit(做)→做得好

【例句】Maryisunemployedandreceivingbenefit.玛丽失业了,现在领取救济金。
【搭配】benefitform 从…获益 getbenefitfrom 从…得益

infer[In̍fɜː]v.推论,推断;猜想

【巧记】in(进入)+fer(携,带)
【例句】Iinferthatmyproposalhasbeenaccepted.我推测我的建议已被接受。
【搭配】inferfrom 从…推断

involve[In̍vɒlv]vt.包含;使陷入;牵涉

【巧记】in(进入)+volve(转)→使卷入,陷入

【例句】Idonotwanttobeinvolvedinyourquarrel.我不想卷入你们的争执。

process[̍prəʊses]n.过程;工序;法律程序,诉讼手续　vt.加工,处理

【巧记】pro(向前)+cess(走)
【搭配】intheprocessof在…过程中

product[̍prɒdʌkt]n.产品;结果;乘积

【巧记】pro(在前)+duct(引导,带来)
【例句】Thecountry’smainproductsarefruitsandsilver.这个国家主要出产水

果和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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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raItI■]n.著作;(书)写,写作

【例句】Hecan’treadthedoctor’swriting.他看不明白那位医生的笔迹。

ability[ə̍bIlətI]n.能力,本领

【巧记】able的名词形式

【例句】Hehastheabilitytofinishthework.他有能力完成这项工作。
【搭配】tothebestofone’sability尽自己最大努力

condition[kən̍dIʃn]n.状况;[pl.]环境,形势　vt.适应;决定,支配

【巧记】con(共同)+dit(give,给予)+ion(名词后缀,表“结果”)
【例句】Conditionswereunfavorableforbusinessthen.当 时 的 形 势 不 利

于经商。
【搭配】oncondition(that)如果 outofcondition健康不佳

effective[I̍fektIv]adj.有效的;令人印象深刻的

【巧记】ef(=out出)+fect(做)+ive(形容词后缀,表示“有…性质的”)
【例句】Theytookeffectivemeasurestoprotecttheenvironment.他们采取有

效措施保护环境。

improve[Im̍pruːv]v.提高,改善;增值,利用

【巧记】im(=in)+prove(=prov测试,证明)
【搭配】improveon/upon改进,胜过 improvein...在…方面增长;进步

likely[̍laIklI]adj.可能的　adv.很可能;大概

【例句】Heislikelytobeverybusytomorrow.明天他可能很忙。
【辨析】likely指预言希望或所不希望的结果;apt口语中常用,指自然的或习惯

性的倾向;liable指易于产生某种不利的结果,常表示警告或提醒。

available[ə̍veIləbl]a.现成的,可利用的;可取的

【巧记】a(表加强)+vail(价值)+able(形容词后缀)
【例句】Theswimmingpoolisavailableonlyinsummer.这个游泳池只在夏天

开放。

encourage[In̍kʌrIdʒ]v.鼓励

【巧记】en(强调作用)+courage(勇气)
【例句】Theyencouragedeachothertoworkhard.他们互相鼓励努力学习。

system [̍sIstəm]n.系统;体制

【例句】Thedrainagesystemhasbeenaged.排水系统已经老化了。

tend[tend]vi.易于;趋向,倾向　vt.照管,护理

【例句】Overexcitedpeopletendtoneglectvitalthings.人过于兴奋往往会忽略

至关重要的事情。
【搭配】tendto/towardssth.朝某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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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dI̍zaIn]n.设计,构想;图样　vt.设计;预定

【例句】Thisdressisofthelatestdesign.这件衣服是最新设计。

individual[̩IndI̍vIdʒuəl]adj.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巧记】in(=not不)+divid(分割)+ual(形容词后缀,表“…的”)
【例句】Heisactingasaprivateindividualinthismatter.他在这个问题上只代

表他个人意见。

relationship[rI̍leIʃnʃIp]n.关系;联系;亲属关系

【例句】Wehaveaworkingrelationship.我们是工作上的关系。

culture[̍kʌltʃə(r)]n.文化,文明;教养;培养;培养菌

【巧记】cult(培养)+ure(名词后缀,表示行为和结果)→由培养所形成的

【例句】Inshort,wecannotavoidcultureshock.简而言之,我们无法避免文化

冲击。

economic[̩iːkə̍nɒmIk]adj.经济的,经济学的　n.经济学

【巧记】eco(家)+nom(知识,学科,法则)+ic(形容词后缀,表“…的”)
【辨析】economic指“关于经济的,经济上的”;economical则有“节约的,节俭

的”之意。

environment[In̍vaIrənmənt]adj.环境,自然环境

【巧记】en(=in里面)+viron(围绕,周围)+ment(名词后缀)
【例句】Wemustprotecttheenvironmentfrompollution.我们必须保护环境不

受污染。

expert[̩ekspɜːt]n.专家　adj.专家的;熟练的

【巧记】ex(=fully)+pert(通过)
【辨析】expert指在某一领域拥有专门的技术、知识的人;specialist指特定领域

的专家,尤指专科医生。

focus[̍fəʊkəs]n.焦点,焦距;(注意力、活动、兴趣等的)中心　v.对焦;聚焦

【例句】Thescandalsoonbecamethefocusofmediaattention.这件丑闻很快成

为媒体注意的焦点。

include[In̍kluːd]v.包括,包含

【巧记】in(进来)+clude(关闭)
【例句】Pleaseincludemeinthelist.请把我列入名单中。

maintain[meIn̍teIn]v.维持;保养;赡养;主张

【巧记】main(=man手)+tain(拿住)→握在手中→维持

【例句】Myfatherhasworkedhardtomaintainhisfamily.父亲努力工作养家。

professional[prə̍feʃənl]adj.职业的,专业的　n.专业人员

【巧记】pro(向前)+fess(说)+ion(名词后缀)+al(形容词后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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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Thatdoctorhasbeenaccusedofprofessionalmisconduct.那位医生被

指控违反医德。

replace[rI̍pleIs]vt.取代,替代;调换;把…放回原处

【巧记】re(=back回)+place(放)→replace
【搭配】replace...with/by...取代,替换

stress[stres]n.压力;强调;重音　vt.强调;重读

【例句】Highwindsputgreatstressonthetree.大风作用于树上而产生巨

大的力。

topic[̍tɒpIk]n.题目,话题

【巧记】top(顶部)+ic(名词后缀)→文章的上面是题目

【例句】Wehavenotcommontopicstotalkabout.我们没有共同的话题可谈。

behavio(u)r[bI̍heIvjə]　n.行为,举止;(机器等)运转情况

【例句】Brucewasonhisbestbehavior.布鲁斯表现极好。

blank[blæ■k]a.空白的;茫然的　n.空白

【巧记】blanc的变体(white,白色)
【搭配】blankpage空白页 mymindwentblank脑子一片空白

contribute[kən̍trIbjuːt]vi.贡献;(to)有助于;投稿　vt.捐献

【巧记】con(一起)+tribut(给予)+e
【搭配】contributeto贡献,导致

enable[I̍neIbl]vt.使(人)能够

【巧记】en(使)+able(形容词后缀)
【例句】Hobbiesmayenableyoutomakemanyfriends.业余爱好使得你结识许

多朋友。

influence[̍Inflʊəns]n.影响;影响力　vt.影响

【巧记】in(进入)+flu(流动)+ence(名词后缀)
【搭配】haveinfluenceon/with/uponsb./sth.影响某人/某事

physical[̍fIzIkl]a.身体的;物理的,物理学的

【巧记】physic(医学)+al(形容词后缀)

affect[ə̍fekt]　vt.影响;感动

【巧记】af(使)+fect(做)
【辨析】affect指作用于人的感情;influence暗含对他人感情、思想及行为的控

制及左右程度;impress指产生一种显著、深刻或持久的效果、印象。

approach[ə̍prəʊtʃ]v.靠近,接近　n.接近,途径;方法

【巧记】ap(表加强)+proach(接近)
【搭配】approachto向…靠近 attheapproachof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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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kə̍mjuːnətI]n.社区;团体;(动植物的)群落

【巧记】com(共同)+mun(服务)+ity(名词后缀)
【例句】WevisitedtheChinesecommunityinNewYork.我们访问了纽约的华

人社区。

compare[kəm̍peə]vt.(to,with)比较;(to)把…比作　vi.相比　n.比较

【巧记】com(共同)+pare(equal,相等)
【搭配】beyond/withoutcompare无与伦比的,不可比的

【辨析】compare指将两个事物进行比较以发现其异同;contrast指为寻找差异

而将两个事物作对比。

demand[dI̍m■ːnd]vt.要求,需要　n.要求,需要

【巧记】de(完全)+mand(命令)→强烈地命令

【搭配】indemand有需要的　　ondemand一经要求　　demandto要求

describe[dI̍skraIb]v.描写;描述

【巧记】de(加强)+scribe(写)
【例句】Thebeautyofthescenerycannotbedescribedinwords.风景之美无法

用言语来形容。

item [̍aItəm]n.条款,项目;一件商品(或物品)
【同义词】clause(法律条文等的)条款;article条款,条文;provision条款,规定

【搭配】itemdescription项目描述　　itemcode项码　　itemsample样本

positive[̍pɒzətIv]a.肯定的,积极的;正面的;阳性的

【巧记】posit(放置)+ive(形容词后缀)
【例句】Hewaspositivethathehadmetwiththesuspectbefore.他肯定之前遇

到过疑犯。

single[̍sI■■l]adj.单一的;未婚的;单人的;单程的　n.单程票;(网球等的)
单打

【例句】Sheremainedsingletilltheendofherdays.她终生未嫁。

social[̍səʊʃl]adj.社会的;交际的

【巧记】soc(同伴,社会)+ial(形容词后缀,表“…的”)
【例句】Weareinvitedtoasmallsocialgathering.我们被邀请参加一个小型社

交聚会。

action[̍ækʃn]　n.行动;作用,功能

【例句】Actionsaremoreimportantthanwords.行动胜于言语。
【搭配】outofaction出故障;失去战斗力 takeaction采取行动

afford[ə̍fɔːd]vt.负担得起;提供

【巧记】af(一再)+ford(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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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Wecan’taffordahouse.我们买不起房子。

attack[ə̍tæk]n.攻击;抨击　vt.攻击

【例句】Theenemyattackedusatnight.敌人在夜里向我们进攻。

average[̍ævərIdʒ]a.平均的;平常的　n.平均数;平均

【例句】Itwasanaveragepieceofwork.那是一件普通的产品。
【搭配】onaverage平均,通常地

consumer[kən̍sjuːmə]n.消费者

【巧记】con(共同)+sume(take,拿,取)+er(名词后缀,表“施动者”)
【例句】Ishouldadopttheconsumers’suggestion.我应该接受用户的建议。

desire[dI̍zaIə]v.渴望,要求　n.渴望,要求

【例句】Hehadastrongdesireforfameandfortune.他渴望得到名利。
【搭配】arousedesire引起欲望　　aburning/fervent/keendesire强烈的愿望

essential[I̍senʃl]adj.不可或缺的;本质的　n.必需品;要素

【巧记】esse(存在)+ent(形容词后缀)+ial(形容词后缀,表示“…的”)
【搭配】bareessentials最必要的东西

issue[̍Isjuː]n.问题;发行;期刊号　vi./vt.发行;分发

【例句】Theunionplanstoraisetheissueofovertime.工 会 打 算 提 出 加 班

的问题。

potential[pə̍tenʃl]a.可能的,潜在的n.潜力,潜能

【巧记】potent(力量)+ial(形容词后缀)
【例句】Practicedevelopspotentialabilities.实践开发潜能。

project[̍prɒdʒekt]n.方案;项目;工程 [prə̍dʒekt]vt.投掷;放映;设计

【巧记】pro(向前)+ject(扔,掷)
【例句】Theydoubtedofthefeasibilityoftheproject.他们怀疑这个计划的可

行性。

range[reIndʒ]n.一系列;幅度,范围;山(脉)　vi.(某范围内)变动;涉及

【例句】Themeetingrangedovermanytopics.这次会议涉及很多话题。
【搭配】rangeover论及,涉及 outof/beyondrange在射程外

argue[̍■ː■juː]vi.争论,争吵　vt.主张

【例句】I’mnotgoingtoarguewithyou.我不想与你争辩。

aspect[̍æspekt]n.方面;朝向,方向

【巧记】a(表加强)+spect(看)
【例句】Welovethecityinallitsaspects.我们爱这城市的一切。

attract[ə̍trækt]v.吸引,引起…的注意

【例句】Theflowershowattractedlargecrowdsthisyear.今年的花展吸引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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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观众。

comprehension[̩kɒmprI̍henʃn]n.理解,理解力

【巧记】com(表强调)+prehens(抓住)+ion(名词后缀)
【搭配】beabovecomprehension难理解的

bebeyondsb.’scomprehension不可理解的

determine[dI̍tɜːmIn]v.决定,决心

【巧记】de(加强)+termine(=termin界限)
【例句】Theydeterminedtocutdownontheexpense.他们决定减少开支。

disease[dI̍ziːz]n.疾病,弊病

【巧记】dis(否定前缀,意为“不”)+ease(安乐,安逸)
【例句】Heissufferingfromstomachdisease.他患有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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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List 2

efficient[I̍fIʃnt]adj.高效的

【巧记】ef(=out出)+fic(做)+ient(形容词后缀,表示“具有…性质的”)
【例句】Heisanefficientworker.他是个能干的工人。

employee[̩ImplɔI̍iː]n.雇员,雇工

【巧记】employ(雇佣)+ee(名词后缀,表示动作的承受者)
【搭配】engage/hire/takeonanemployee雇佣员工

dismiss/fireanemployee解雇员工

enormous[I̍nɔːməs]vt.巨大的,庞大的

【巧记】ex(超出)+norm(标准)+ous(形容词后缀,表“有…性质的”)
【例句】Thefloodcausedenormousdamage.这次水灾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financial[faI̍nænʃl]adj.财政上的,金融上的

【巧记】finance(财政)+ial(形容词后缀,表示“有…性质的”)
【搭配】financialaffairs财务　　　　　afinancialcrisis财政危机

finding[̍faIndI■]n.发现,发现物;[pl.]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例句】Theirresearchfindingsareveryvaluable.他们的研究发现很有价值。

interview [̍Intəvjuː]vt.会见;面试　n.会见;面试

【巧记】inter(在…之间)+view(看,观察)→两者之间互相看

【搭配】give/grantaninterview 接见 anexclusiveinterview 专访

limited[̍lImItId]adj.有限的,被限制的

【例句】Onlyalimitednumberofplaceshavethiskindofgoods.只有少数地方

有这种物品。
【搭配】limitedcompany有限公司 limitededition发行额有限的限定版

limitedexpress特快车

profit[̍prɒfIt]n.利益;益处 [pl.]利润;(财产等的)收益　vt.有利于　vi.
得益

【巧记】pro(前面)+fit(做)
【搭配】makeprofits获利 gross/netprofit毛利/净利

relate[rI̍leIt]vt.使…相互关联　vi.有关联,涉及

【巧记】re(向后)+late(=lat拿来,带来)
【搭配】relateto有关 relatewith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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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sə̍pɔːt]vt.支持,拥护;供养;证实　n.支持,资助;支撑;支持者

【巧记】sup(下面)+port(拿,运)
【例句】Thefatherenteredtheroomsupportedbyhisson.父亲由儿子扶着进

了房间。

accident[̍æksIdənt]n.事故,意外

【例句】Hismotherdiedinatrafficaccidentyearsago.他母亲数年前死于车

祸。
【搭配】byaccident偶然

beyond[bI̍jɒnd]prep.超出;远于,在…的那边　adv.在更远处;另外

【例句】Thelevelofinflationhasgonebeyond8%.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了

8%。

challenge[̍tʃælIndʒ]n.质问,怀疑;挑战　vt.反对;向…挑战;对…质疑

【例句】IreceivedachallengetoaTVdebate.我接到电视辩论的挑战。
【搭配】beyondchallenge无与伦比,无可非议

risetothechallenge接受挑战

decline[dI̍klaIn]v.拒绝;衰退;减少　n.衰退;减少,下降

【巧记】de(向下)+cline(倾斜)
【搭配】go/fallintoadecline逐渐衰落 　　onthedecline衰退中

inthedeclineofone’slife在晚年

【辨析】reject指否决、不予接受(建议、要求、商品等);decline表示婉拒;refuse
表直言拒绝。

expand[Ik̍spænd]v.伸展,扩大;(使)膨胀

【巧记】ex(=out向外)+pand(伸开,展开)
【例句】Metalsexpandwhenheated.金属遇热膨胀。

feature[̍fiːtʃə]n.特色,特征;新闻特写;面貌　v.以…为特色;突出

【巧记】feat(做)+ure(名词后缀,表性质)→做得有特点

【例句】FoggyweatherisafeatureoflifeinLondon.雾天是伦敦生活的一

个特色。

grant[■r■ːnt]vt.给予;同意n.拨款;补助金

【巧记】源自中古英语granten(相信)
【搭配】take...forgranted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growth[■rəʊ■]n.增长,发展;生长

【巧记】grow(生长)+th(名词后缀)
【例句】Weareenteringaperiodofrapidpopulationgrowth.我们正在进入人

口快速增长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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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ore[I■̍nɔː]v.不理,漠视

【巧记】ig(否定前缀)+nor(表“知道”)+e
【例句】Heignoredthemistakeshemadeinwritingapaper.他忽视了写作中

的一些错误。

interest[̍Intrəst]n.兴趣;利息　v.使产生兴趣

【例句】Hisopinionsinterestme.他的观点引起了我的兴趣。
【搭配】intheinterestsofsb./sth.为了…的利益

takeinterestin对…感兴趣

market[̍m■ːkIt]n.市场,集市

【例句】Themarketisratherdepressedatthemoment.目前的市场相当萧条。
【搭配】marketshare市场占有率 　market-oriented以市场为导向

marketeconomy市场经济

original[ə̍rIdʒənl]a.最初的;新颖的;原版的　n.原作,原件

【巧记】origin(起源)+al(形容词后缀,表“…的”)
【例句】It’sbettertoreadEnglish worksintheoriginal.最 好 还 是 阅 读 英

文原著。

performance[pə̍fɔːməns]n.演出;履行;表现

【巧记】per(完全)+form(形状)+ance(名词后缀)
【搭配】attendaperformance观看演出 　engageinaperformance从事演出

promote[prə̍məʊt]vt.促进,增进;提升;宣传,推销

【巧记】pro(向前)+mote(=mot移动)
【例句】Thegovernmentdecidedtopromotethetertiaryindustry.政府决定发

展第三产业。

provided[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巧记】pro(提前)+vid(看)+ed(形容词后缀)
【例句】Providedthatyoureducetheprice,I’lltakeallthegoods.假如你减价,

我会买下所有的货物。

regardless[rI̍■■ːdləs]adv.不顾后果的;不管怎样

【巧记】regard(关心)+less(形容词后缀,表不,无)
【搭配】regardlessof不管,不顾

source[sɔːs]n.发源地;来源

【例句】Weshalltakefulladvantageofourrichnaturalsources.我们应充分利

用丰富的自然资源。
【辨析】origin指事物的起源、由来,有时也指人的出身;source本指河流源头,引

申指抽象事物的根源或来源;root通常指事物发生的原因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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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spə̍sIfIk]adj.明确的;具体的;特定的　n.[pl.]详情,细节

【巧记】speci(=kind种类)+fic(形容词后缀,表有某种性质或特征的)
【搭配】bespecificto仅限于…

account[ə̍kaʊnt]n.账户;解释,说明　vi.(for)说明…的原因;(在数量、比例

方面)占
【巧记】ac(加强)+count(数,计算)
【搭配】accountfor说明;占有 　　onaccountof由于,为了…

onnoaccount无论如何也不 　　takeaccountof考虑到,顾及

takeintoaccount考虑到;注意 　　ofnoaccount不重要的

adult[̍ædʌlt]n.成年人　a.成年的

【例句】He’dspentallhisadultlifeinthearmy.他的成年生活都是在军队里度

过的。

advantage[əd̍v■ːntIdʒ]n.优势,有利条件

【巧记】advant(=advance前进)+age(名词后缀,表状况)
【搭配】takeadvantageof利用;欺骗 　　toadvantage有利地,优点突出地

appointment[ə̍pɔIntmənt]n.约会,约定;任命

【例句】Theyarrangedanappointmentfornextweek.他们约定了下星期见面。

appropriate[ə̍prəʊprIət]a.适当的,恰当的　[ə̍prəʊprIeIt]vt.侵吞

【巧记】ap(表加强)+propri(拥有)+ate(形容词后缀)
【例句】Shepickedupadressappropriatefortheparty.她挑了一件适合聚会

穿的衣服。

assignment[ə̍saInmənt]n.任务,作业;分配

【巧记】assign(指派)+ment(名词后缀)
【例句】TheChineseassignmentisabookreport.语文作业是写一份读书报告。

assimilate[ə̍sImIleIt]v.吸收,消化;(使)同化

【巧记】as(表加强)+simil(类似,相同)+ate(动词后缀,表“使”)→成为相同:同
化

【例句】It’sdifficulttoassimilatesomuchknowledge.很难吸收这么多知识。

critical[̍krItIkl]adj.批评的;吹毛求疵的;极其重要的

【巧记】critic(批评家)+al(形容词后缀,表示“…的”)
【搭配】becriticalof对…吹毛求疵

error[̍erə]n.失误,误差

【巧记】err(犯错)+or(名词后缀,表性质、状态)→走离正道

【搭配】commit/makeanerror犯错 　　admittoanerror承认错误

inerror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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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error既指一般性的错误、失误,也指道德上的错误;mistake指错误的想

法、见解,或因判断、无知等导致的错误,但不指道德上的错误;fault指

人的过失、过错,强调责任,也可指机器故障。

exact[I■̍zækt]adj.精确的,确切的

【例句】She’saveryexactperson.她是个一丝不苟的人。

factor[̍fæktə]n.因素,要素;因数;系数

【巧记】fact(做)+or(名词后缀,表示物)→某物促成了某事

【搭配】externalfactor外因 internalfactor内因

leadingfactor主导因素

figure[̍fI■ə]n.数字;体形;人影;人物　v.认为;计算

【巧记】fig(塑造,制作)+ure(名词后缀,表示情况等)→制作出来的样子

【例句】Pleasefigureoutthetotalcost.请计算出总的费用。

force[fɔːs]n.力;武力;军队　v.强迫

【巧记】for(=fort力量)+ce(名词后缀)
【辨析】armedforces指一个国家的整体武装力量;army指陆军;navy指海军;

troop的复数可指具体的军队,也可指具体数目的士兵。

inform [In̍fɔːm]v.通知;报告　vi.检举

【巧记】in(进入)+form(形状)
【搭配】informsb.ofsb./sth.告知某人某事

organization[̩ɔː■ənaI̍zeIʃn]n.机构,组织

【例 句】Theyhaveestablishedastudentorganization.他 们 建 立 了 一 个 学

生组织。

recognize/-se[̍rekə■naIz]　vt.认出,识别;承认

【巧记】re(重复)+cogn(知道)+ize(动词后缀)
【例句】Visionistheprimarywaywerecognizewhatanobjectis.我们主要靠

视觉辨识物体。

remain[rI̍meIn]vt.仍 然,依 旧;剩 余 　n.剩 余;残 骸;遗 迹 [pl.]剩 余

物,残余

【巧记】re(向后)+main(保持)
【例句】Afewgrammaticalmysteriesremainunsolved.一些语法上的疑点仍未

作答。

responsible[rI̍spɒnsəbl]a.承担责任的;有责任感的

【巧记】re(回)+spons(承诺)+ible(形容词后缀)
【例句】Smithholdsaveryresponsiblepositioninthefirm.史 密 斯 位 居 公

司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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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ə̍plaI]vi.申请;适用　vt.应用;使用;把…施于

【巧记】ap(一再)+ply(fold,重叠)
【联想】appl(看作apply)+ication(名词后缀)→application(申请)
【搭配】applyto向…提起申请 applytosb.适合某人

applysth.to把某物敷到…上

【辨析】apply指将一事物运用于另一事物以发挥其作用;use指为达到某一目的

而利用某人或某物。

argument[̍■ː■jumənt]n.争论,争吵;论据;论证

【巧记】argue(争论)+ment(名词后缀”)
【例句】Wehadanargumentabouteconomics.我们就经济展开了争论。

attempt[ə̍tempt]n./vt.尝试,努力

【巧记】at(一再)+tempt(try,尝试)
【辨析】attempt比try更正式,attempt在现代英语中只用及物动词,而try则可

用作及物或不及物动词

belief[bI̍liːf]n.信任;信仰

【例句】MybeliefisthatRocketsteamwilllose.我认为火箭队会输的。
【搭配】beyondbelief难以置信 haveagreatbeliefinsb.非常信任某人

havebeliefin相信 shakeone’sbelief改变某人的想法

career[kə̍rIə]n.生涯,职业

【搭配】infullcareer以最高速度,全速　　pursueacareerin从事…行业

【辨析】occupation指谋生手段或固定工作;profession指需要经过高深教育或

训练的专门职业;career既可指谋生之道,又可指专门职业。

charge[tʃ■ːdʒ]n.价钱;控告;掌管　vt.要价;指控;充电　vi.收费

【搭配】inchargeof负责,经管 inthechargeofsb.由某人负责

takechargeof掌管,接办

【辨析】charge指因犯较大错误或重大罪行而进行正式法律控诉;accuse指当面

指控或指责,不一定诉诸法庭。

concern[kən̍sɜːn]n.关心,挂念　vt.涉及,使关心

【巧记】con(全部)+cern(separate,区别)
【搭配】as/sofaras...beconcerned就…而言

concernabout/with忙于,关心

differ[̍dIfə]v.不同,相异

【巧记】dif(分开)+fer(带来,拿来)→分开拿→各抒己见

【例句】Thetwinsdifferintheirtastes.这对双胞胎嗜好不同。

event[I̍vent]n.事件,大事;(运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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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记】e(=out出,外)+vent(来)
【搭配】trackandfieldevent田径项目 　　currentevent时事

atallevents/inanyevent不管怎样,无论如何

intheevent结果,到头来 　　intheeventthat/of万一,倘若

expense[Ik̍spens]n.费用;开支

【巧记】ex(=out向外)+pens(花费)+e
【搭配】atone’sownexpense自费

atanyexpense不惜代价

householdexpense家庭支出

attheexpenseof由…负担费用,付出…的代价

failure[̍feIljə(r)]n.失败,不及格;失败者;失灵

【巧记】fail(失败)+ure(名词后缀,表示行为、状态)
【例句】Failureisthemotherofsuccess.失败是成功之母。

function[̍fʌ■kʃn]n.功能　v.运作;起作用

【巧记】func(做,执行)+tion(名词后缀,表示情况等)
【例句】Mycomputerisnotfunctioningproperly.我的电脑运作不正常。

graduate[̍■rædjʊət]n.毕业生;研究生　adj.研究生的　[̍■rædjueIt]v.
(使)毕业

【巧记】gradu(等级)+ate(名词后缀,表有地位或职能的群体)
【例句】Heisagraduateinmedicine.他是医科毕业生。

improvement[Im̍pruːvmənt]n.改进,改善

【巧记】improve(改进)+ment(名词词缀)
【例句】Thereisneedforimprovementinyourpronunciation.你 的 发 音 需

要改进。

local[̍ləʊkl]adj.地方性的,当地的　n.当地人

【巧记】loc(地方)+al(形容词后缀,表“…的”)
【联想】loc(地方)+ate(动词后缀,表“使成为”)→locate(坐落于)
【搭配】localflavor家乡风味 　　localbranch本地分行

localguide地陪

major[̍meIdʒə]adj.主要的,重要的　n.主修专业　v.主修

【例句】MymajorincollegeisEconomics.我在大学里主修的是经济学。
【搭配】majorin主修

【辨析】main指在一定范围内,某物的重要性、体积或力量等超过其他物;major
指同其他人或其他物、问题等相比较,显得更加重要和突出。

pressure[̍preʃə]n.压力;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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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记】press(按压)+ure(名词后缀)
【例句】Pressureofworkhassomewhatrenderedherfatigued.由于工作繁忙,

她显得很疲劳。

rarely[̍reəlI]adv.难得;稀少地

【例句】RarelyhaveIseensuchabeautifulsunset.我很少见到如此美的落日。

reserve[rI̍zɜːv]vt.保留;预定　n.储备(物);保留;保护区

【巧记】re(回,向后)+serv(服务,保持)
【例句】Youshouldcallaheadtoreserveaseat.你该提前打电话预订座位。

resource[rI̍sɔːs]n.[pl.]资源;谋略

【巧记】re(再,反复)+source(出现)→反复出现的东西→资源

【例句】Playingbasketballistheironlyresource.打篮球是他们唯一的消遣。

staff[st■ːf]n.全体人员

【例句】Ifindthehotelstaffparticularlycourteous.我发现饭店员工特别谦恭

有礼。
【辨析】staff主要指商务、教育、机关等的工作人员;personnel指军职或公职人

员;crew特指飞机、轮船、列车等交通工具上的全体工作人员。

survey[̍sɜːveI]n.调查,勘察 [sə̍veI]vt.调查,检视(建筑物等)
【巧记】sur(在下面)+vey(看)→从上往下看→调查

【搭配】surveysample抽样调查

threat[■ret]n.威胁,恐吓

【例句】Thesituationposesagravethreattoworldpeace.这一局势对世界和平

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academic[̩ækə̍demIk]a.学术的;学院的

【巧记】academe(学院)+ic(形容词后缀,表示“…的”)
【例句】He’salwaysshownanacademicturnofmind.他总是表现出学究式的

思想方法。

active[̍æktIv]adj.积极的;起作用的;主动的

【例句】Ms.Brownisactiveintheparty.布朗女士在晚会上很活跃。

apart[ə̍p■ːt]adv.相间隔;分开　adj.分离的,分隔的

【巧记】a(一再)+part(部分,分开)
【搭配】apartfrom 除…之外 tellsth./sb.apart区别,辨别

apartment/apt.[ə̍p■ːtmənt]n.一套公寓,房间

【巧记】apart(分离)+ment(名词后缀,表“产物”)
【例句】Theyliveintheapartmentbesideours.他 们 住 在 我 们 隔 壁 的 一 套

公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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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al[ə̍piːl]n.呼吁;感染力;上诉　vi.呼吁;诉诸;有吸引力

【巧记】ap(朝,向)+peal(大声说话)→对…大声说→呼吁

【搭配】appealtosb.对…有吸引力 appealagainst向…上诉

appealtosb.forhelp向某人求助

aware[ə̍weə]a.意识到的,知道的

【巧记】a(表加强,引申)+ware(watch,注视)
【搭配】beawareof知道,意识到

board[bɔːd]n.板,黑板;董事会;伙食　vt.上(船,飞机等)
【例句】Samhasrecentlyjoinedtheboardofthecompany.萨姆最近加入了该

公司的董事会。
【搭配】onboard在船(车、飞机)上 boardup用木板封闭

budget[̍bʌdʒIt]n.预算　vi.(for)编预算,做安排

【例句】Itisessentialtobalanceone’sbudget.量入为出是很重要的。
【搭配】budgetfor为…做预算 balanceabudget使预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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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List 3

cancel[̍kænsl]vt.取消,废除;删去

【例句】Thegamewascancelledbecauseoftherain.比赛因为下雨而取消了。
【辨析】cancel多指取消债务、合同、证书、比赛、旅行、计划或约会等;abolish指

彻底废除某种制度、规章或习俗;repeal指撤销立法机关通过的协议、法
案或法律等。

claim [kleIm]vt.声称;索取,对…提出要求　n.要求,认领,索赔;断言

【例句】Kellyclaimstobeagoodpianist.凯利声称自己是位优秀的钢琴家。
【搭配】layclaimto声称对…有权利　　 　claimfor要求

colleague[̍kɒliː■]n.同事

【巧记】col(共同)+league(捆绑)
【例句】Marlinisgettingalongverywellwithhisboss.马林跟他的老板相处得

很好。

communication[kə̩mjuːnI̍keIʃn]n.交 流;连 接,相 通;[pl.]通 信 (或 交

通)工具

【巧记】com(共同)+muni(服务)+cation(名词后缀,表“行为”)
【例句】Iamincommunicationwithhimonthisproblem.关于这个问题,我正

和他交换意见。

competition[̩kɒmpI̍tIʃn]n.竞争,比赛

【巧记】com(共同)+pet(追求)+ion(名词后缀,表“行为”)
【辨析】competition指体育运动中的各项比赛,也指知识、技巧的竞赛;contest

指在音乐、书法、演讲等方面的比赛或竞争,其结果由评判委员会裁决;

match指体育运动项目的比赛,隐含势均力敌意味。

compound[̍kɒmpaʊnd]n.化合物;复合词;住宅群　a.复合的,混合的

【巧记】com(共同)+pound(put,放)
【例句】Airisamixture,notacompoundofgases.空气是气体的混合物,不是

化合物。

consequence[̍kɒnsIkwəns]n.结果,后果

【巧记】con(表强调)+sequ(跟随)+ence(名词后缀)
【搭配】inconsequence因此,结果 inconsequenceof由于,因为

considerable[kən̍sIdərəbl]a.相当大(或多)的,可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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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记】con(表强调)+sid(=sit,坐)+er+able(形容词后缀,表“能…的”)
【例句】Hemadeaconsiderablesumofmoneyinrealestate.他做房地产生意

赚了大笔钱。

consideration[kən̩sIdə̍reIʃn]n.思考;体贴

【巧记】con(共同)+sid(=sit,坐)+eration(名词后缀)
【搭配】inconsiderationof考虑到,由于

takeintoconsideration考虑到,考虑在内

onnoconsideration绝不

contact[̍kɒntækt]n.接触,联系;熟人　vt.接触,联系

【巧记】con(共同)+tact(接触)
【例句】Ifinally madecontactwithherinParis.我 终 于 在 巴 黎 同 她 取 得

了联系。

cope[kəʊp]vi.应付,对付

【例句】Heisgoodatcopingwithsuchdifficultproblems.他擅长处理这样

的难题。
【搭配】copewith应付,应对

current[̍kʌrənt]adj.流通的,流行的;现今的　n.(水、空气等)流;潮流

【巧记】curr(跑,流)+ent(形容词后缀,表示“有…性质的”)
【搭配】currentaccount活期账户 currentsituation时局

gowiththecurrent随波逐流

despite[dI̍spaIt]prep.不管,不顾

【例句】Despitealltheirefforts,theylostthegame.尽管很努力,他们还是输

掉了比赛。
【搭配】inspiteof不管

establish[I̍stæblIʃ]v.建立,成立

【巧记】e(=up)+stabl(站立)+ish(动词后缀)
【搭配】establishlinks/contacts/trust/afriendship建立关系/联系/信任/友谊

expose[Ik̍spəʊz]vt.使…暴露于,揭露

【巧记】ex(=out向外)+pose(放置)→放到外面

【例句】Don’texposethemedicinetothesun.此药谨防日晒。

extensive[Ik̍stensIv]adj.广大的,广泛的;大量的

【巧记】ex(=out向外)+tens(=tend伸展)+ive(形容词后缀)
【搭配】extensivereading泛读 extensiveknowledge渊博的知识

harm [h■ːm]n./v.损害,伤害,危害

【例句】Badadviceharmshim mostwhogivesit.卑劣的建议害人更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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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damage指造成价值、效用、完整性方面的损坏;harm 强调带来的损失、
病痛或痛苦。

hunt[hʌnt]v./n.狩猎;搜索

【例句】Winteristhebesttimeforhuntinginmountainareas.冬季是山区狩猎

的最佳时间。
【搭配】huntdown对…穷追到底,追捕 huntforalostthing寻找失物

huntfor寻找

impact[̍Impækt]n.冲击;影响,效果　vt.对…产生影响

【巧记】im(强调作用)+pact(压紧)
【搭配】haveimpacton对…产生影响/效果

onimpact冲撞的瞬间

impression[Im̍preʃn]n.印象,感想

【巧记】im(=in进入)+press(挤压)+ion(名词后缀)
【例句】Ihavetheimpressionthatwemetoncebefore.我有印象,我们见过面。

management[̍mænIdʒmənt]n.管理,经营

【巧记】man(手)+age(名词后缀,表行为、动作)+ment(名词后缀)
【例句】Thecompanyprosperedthroughgoodmanagement.由于管理有方,公

司兴旺发达。

meaning[̍miːnI■]n.意义,含义

【巧记】mean(意味)+ing(名词后缀)
【辨析】meaning适用于任何方式所表达的意思、含义;sense指特别的意义或更

加经常的意义;significance强调该意义与事物的表面意义不同,侧重隐

藏的含义。

measure[̍meʒə]n.措施;量度　v.测量

【例句】Bothfootandmeteraremeasuresoflength.英尺和米都是长度的度量

单位。
【搭配】beyondmeasure无法估计,极度 measureto合格,符合标准

opportunity[̩ɒpə̍tjuːnətI]n.机会,时机

【例句】Youmustgraspthisopportunity.你必须抓住机会。

outside[̩aʊt̍saId]adv.在外面　n.外面,外部　adj.外部的

【例句】Thehouseispaintedgreenoutside.那栋房子外面漆的绿色。

paragraph[̍pærə■r■ːf]n.段落,节
【巧记】para(半)+graph(写)→分成几段地写→段,节
【例句】Afewparagraphsofthisarticlecanbeomitted.该 文 有 好 几 段 可

以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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