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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广大师生日益体会到词汇搭配在

英语学习中的重要性.比如,英语中“大风”是
strongwind,而“大雨”则是heavyrain,如果说

成heavywind或strongrain就属搭配不当.
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而言,这种词汇搭配组

合驾轻就熟;但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词汇搭

配就像雾里看花,看不清,摸不透,抓不住.
大多英语学习者已经认识到词汇和搭配的

积累在英语学习中的重要性.但是,在词汇学

习过程中,学习者也发现单词背了就忘;而且,
最新习得的词汇往往只是认知词汇,即只有在

阅读材料中出现该词汇时,才能想起这个单词,
而很少会在口语和书面语表达中自觉地使用.
这严重挫伤了英语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

词汇学习,不仅仅是背单词和认识更多的

词汇;能正确地使用一个单词才是真正地掌握

了这个单词.学会正确地使用单词,即要掌握

该词在口语和书面语中自然流畅的词组搭配.
搭配在英语中随处可见,地道的口语或书面语

都少不了搭配,对英语学习者来说,即使基本

的表情达意不成什么大问题,选用正确的搭配

也会使之说话或者写文章更纯正地道,更接近

英语母语者的水平.更值得一提的是,懂得挑

选最合适搭配的英语学习者能更清晰准确地、
而非宽泛笼统地表达思想.因此,学习掌握单

词的常用词组搭配是学习词汇的一条捷径.
本书主要编写特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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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涵盖四级大纲要求掌握的词汇,搭配丰

富实用

大学英语四级词汇是英语中最基本的词汇,
使用频率高.能否正确使用这些词汇,体现英语

学习者真正的语言水平.本书的词汇搭配多选

自于英语语料库中的经典例句和高频搭配.
２．排版新颖独特,符合思维特点

学习英语要培养英语的思维习惯,但这很难

做到.因为对生活在汉语环境中的英语学习者

来说,用汉语进行思考就如同呼吸一样自然,这
种思维习惯很难改变.本书在排版上采用中文

在前、英文在后的模式,简洁清晰,重点突出,易学

易记,有助于英语学习者建立起从中文到英文的

快速反应链接,积累丰富的实用表达,经过一段

时间的学习,反应的速度越来越快,积累的表达

越来越多,最终实现用英语代替汉语进行思考.
３．适用不同学习需求,便于背诵和查阅

本书不仅仅适合大学英语学习阶段的学

习者使用,也适合中、高级口译学习者使用和

英语口语爱好者使用.本书可以作为晨读资

料,可以作为词汇背诵手册,也可以作为写作

参考资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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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英语词汇学习的特点

和难点,有充分的了解与深入的研究.在本次改

版中,作者综合了广大读者的建议,针对所选词

条增加了音标,为便于读者自学识记单词.此

外,在图书内容的排版上,选用了更适合携带的

开本,便于读者随身带,充分利用零碎时间背单

词.囿于编者水平,书中若有不妥之处恳请读者

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５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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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ndon[ə̍bændən]
vt．①离弃,丢弃 ②遗弃,抛弃 ③放弃

抛妻弃子 ~ oneswifeandchildren
抛弃处于危难中的朋友 ~afriendintrouble
戒烟 ~smoking
放弃希望/搜救 ~thehope/thesearch
听任某人,由摆布 ~sb．tothemercyof．．．
沉溺于酗酒 ~ oneselftodrinking
陷入悲痛/绝望中 ~ oneselftogrief/despair

ability[ə̍bIlətI]
n．①能力,本领 ②才能,才智

竭尽全力 tothebestofones~
力所不及 beyondones~
音乐才能 the~in/formusic
做某事的能力 the~todosth．
多方面的才干 manifoldabilities
培养/发挥/赏识某人的才干 cultivate/

develop/appreciateones~ (insth．)
有才能的人 amanof~
一点能力(也没有) (not)anounceof~

aboard[ə̍bɔːd;‹美›Ｇ̍bɔːrd]

prep．/ad．在船(或飞机、车)上,上船(或飞机、车)
上船/飞机 go~theship/plane
请上船(或上车,登机)! All~!
欢迎乘坐! Welcome~!

abroad[ə̍brɔːd]
ad．①到国外,在国外 ②在传播,在流传

出国 go~
从国外回来 returnfrom ~
在国内外 athome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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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开 spread~
absence [̍æbsəns]
n．①缺席,不在 ②缺席的时间,外出期 ③缺乏

缺乏时,当不在时 inthe~ ofsth．/sb．
请假,准假 leaveof~
屡次缺勤 repeated~fromwork
心不在焉 ~ ofmind
缺乏积极性 showan~ ofinitiative
久别情深.

Absencemakestheheartgrowfonder．
absent[̍æbsənt]
a．①缺席的 ②缺乏的 ③心不在焉的

缺席,没去学校读书 be~fromschool
丝毫没想到;全然不考虑

beentirely~fromonesmind
请假缺席 be~ with
擅离职守 be~ withoutleave
心不在焉的神情 an~look
心不在焉的,出神的 be~Ｇminded
久别情疏. Long~,soonforgo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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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或约束)的
十足的费力不讨好的事 an~folly
绝对多数 ~ majority
完全独立 ~independence
万籁俱寂 ~ quiet
绝对的真理 ~truth
万不得已 by~ necessity
确凿的事实 an~fact
无限的权力 ~ power

absorb[əb̍sɔːb;‹美›Ｇ̍sɔːrb]
vt．①吸收 ②吸引的注意 ③把并入,同化

吸热 ~ heat
减震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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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知识 ~ knowledge
吸引某人注意 ~ onesattention
耗费时间/金钱 ~time/money
全神贯注于某事 be~edinsth．

abstract[̍æbstrækt]
a．①抽象的 ②抽象派的

抽象地说,在理论上 inthe~
理论科学 ~science

n．①摘要,梗概 ②抽象派艺术作品

把论文的要点摘录下来

makean~ ofthearticle
vt．①做的摘要 ②提取,抽取

从矿石中提炼金属 ~ metalfromore
转移某人对工作的注意

~sb．sattentionfromhiswork
abundant[ə̍bʌndənt]
a．①大量的,充足的 ②丰富的,富裕的

丰收/丰年 an~ harvest/year
自然资源丰富 be~innaturalresources
矿藏丰富的土地 aland~inminerals
有大量的证据 have~ proof
水果的大量供应 an~supplyoffruit

abuse
n．[ə̍bjuːs]①滥用,妄用 ②虐待 ③辱骂,毁谤

滥用毒品 drug~
酗酒 alcohol~
人身攻击 personal~
侵犯人权的行为 humanrights~
虐待儿童 child~
改革/根除/矫正社会弊端

reform/rootup/remedysocial~s
把某人痛骂一顿 heap/shower~ onsb．
朝某人破口大骂 shoutastreamof~atsb．

vt．[ə̍bjuːz]①滥用,妄用 ②虐待 ③辱骂,毁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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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权力/特权

~ onesauthority/privilege
辜负某人的好意/信任

~ oneskindness/trust
白白浪费机会 ~theopportunity

academic [̩ækə̍demIk]
a．①学校的,学院的 ②学术的 ③纯理论的,不切实

际的

学位论文 ~ dissertation
学习动机/障碍 ~ motivation/handicap
基础理论教育,学术教育 ~education
学业课程/成绩 ~curriculum/performance
学术界/权威/论坛/荣誉 ~ world/

authority/marketplace/distinctions
academy[ə̍kædəmI]
n．①研究院,学会 ②专科学校

奥斯卡奖 AcademyAward
中国科学院 ChineseAcademyofSciences
艺术院校 art~

accelerate[ək̍seləreIt]
v．(使)加快,(使)增速

使心跳加速 ~theheartbeat
促进植物生长 ~thegrowthofplants
加快进程 ~theprocess

accent[̍æksənt]
n．①口音,腔调 ②重音,重音符号

带有很重的北京口音 withastrong/

marked/noticeable/heavyBeijing~
模仿某种口音

assume/affect/puton/imitatean~
形成/改掉某种口音 cultivate/getridofan~
听出某人的口音 place/recognizeones~

acceptance[ək̍septəns]
n．①接受,接纳 ②赞同,承认 ③容忍

盲目接受 blind~ ofs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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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试验 an~test
获得公认,得到赞同

find/gain/winwide~ with/in．．．
受到普遍欢迎 meetwith/obtain

universal/widespread~
获得一致通过 receiveunanimous~
收到录取通知书 receivethe~letter

access[̍ækses]
n．①通道,入口 ②接近,进入 ③接近(或进入、享

用)的机会

进入大楼的唯一通道theonly~tothebuilding
切断通往村庄的路 cutoffthe~tothevillage
可以获得/接近/进入 have/gain~tosth．
不许接近/入内 deny~tosth．
平易近人/不易接近的人

amanofeasy/difficult~
易于进入的地方 aplaceeasyof~
(去某地)很便利 (be)withineasy~

accidental[̩æksI̍dentəl]
a．意外的,偶然(发生)的

不可抗力 ~force
意外死亡 ~ death
意外杀人 ~ homicide
偶然情况 ~circumstance

accommodation[ə̩kɒmə̍deIʃən;‹美›Ｇ̩kＧ]
n．①住处,[常pl．]膳宿 ②和解,调解

安排食宿 fixup/arrange~sforsb．
能为１００人提供膳宿

have/afford~sfor１００people
预订铺位 reserveberthing~
达到和解,达到妥协 cometoan~

accompany[ə̍kʌmpənI]
vt．①陪伴,陪同 ②伴随,和一起发生 ③为

伴奏(或伴唱)
送/陪同某人去车站 ~sb．tothe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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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声伴着闪电而来

thunderaccompanieslightning
带有,兼有 beaccompaniedwith
用钢琴为某人伴奏 ~sb．onthepiano

accomplish[ə̍kʌmplIʃ;‹美›Ｇ̍kmＧ]
vt．达到(目的),完成(任务),实现(计划、诺言等)

完成任务/使命 ~atask/mission
达到目的 ~ onespurpose
颇有建树/一事无成 ~ much/nothing

accord[ə̍kɔːd;‹美›Ｇ̍kɔːrd]
n．①一致,符合 ②(尤指国与国之间的)谅解,协议

与一致,与相符 in~ with
出于自愿,主动地 ofonesown~
一致地,一致同意地 withone~
达成临时协议 cometo/reachatemporary~

vi．(with)相符合,相一致,相和谐

言行一致 onesactions~ withoneswords
vt．授予,赠予,给予

向某人表示热烈欢迎 ~sb．awarmwelcome
给予某人适当的称赞 ~ duepraisetosb．
给予优先权 ~ priority
允许某人做某事 ~sb．permissiontodosth．

accordance[ə̍kɔːdəns;‹美›Ｇ̍kɔːrＧ]
n．一致,和谐,符合

与一致,依照,根据 in~ with
完全符合事实 inexact~ withthefact
严格遵照某人的指示

instrict~ withonesinstructions
accordingly[ə̍kɔːdIlI;‹美›Ｇ̍kɔːrＧ]
ad．①照着,相应地 ②因此,所以,于是

权宜处理,做出相应安排 arrange~
相应改变计划 altertheplan~

account[ə̍kaʊnt]
n．①记述,描述,报告 ②账目,账户 ③解释,说明

详细描述 giveadetailed~ ofs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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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某人自己说 accordingtoonesown~
据说,根据报道 by/fromall~s
详尽的/可靠的/简短的报道

anelaborate/anauthentic/abrief~
在银行开一个储蓄账户

openasavings~ with/atabank
透支 overdrawones~
结清账目 balance/square/settle~swith．．．
由于,因为 on~ of
绝不,无论如何不 onno~
不重要 ofno~
考虑到,顾及 take~ ofsth．;takesth．into~

vi．(for)①说明的原因,是的原因 ②(在
数量、比例方面)占
解释晚点的原因 ~forthedelay
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fortheoverwhelming

majorityofthepopulation
accountant[ə̍kaʊntənt]
n．会计人员,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achartered~;acertifiedpublic~
accumulate[ə̍kjuːmjʊleIt]
vt．堆积,积累,积聚

积累经验/财富 ~experience/afortune
积累大量的资料 ~ahugemassofdata
为某事筹集资金 ~fundsforsth．
积聚了一批藏书 ~agoodlibrary

vi．累积,聚集

积起灰尘/积雪 dust/snow ~s
accuracy [̍ækjʊrəsI]
n．准确(性),精确(性)

达到绝对精确 attainabsolute~
提高准确率 reinforce~
怀疑数据的正确性 doubtthe~ ofthedata
非常精确地,毫厘不爽地

withconsiderable/strict/pin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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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rate [̍ækjʊrət]
a．①正确无误的 ②准确的,精确的

绝对准确的,精确的

absolutely/strictly/perfectly~
计算精确 be~atfigures
确诊 ~ diagnosis

accuse[ə̍kjuːz]
vt．指控,控告,指责

指控某人犯罪/受贿/贪污 ~sb．ofa
crime/takingbribes/corruption

被诬告(犯有谋杀罪)

befalsely~d(ofmurder)
指责某人作弊 ~sb．ofcheating
当面指责某人 ~sb．facetoface
被告 the~d

accustomed[ə̍kʌstəmd]
a．①(to)习惯于的,适应了的 ②通常的,惯常的

养成早起的习惯 become~torisingearly
适应新环境 be~tothenewsurroundings
一贯的谦逊态度 (with)ones~ mode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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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前人在某方面的成就

surpasstheprevious~sinsth．
贬低/嘲笑某人的成就 belittle/mockones~s
辉煌的成就 brilliant/glorious/

magnificent~s(insth．)
评定学生的学习成绩

evaluatethe~softhepupils
目标的实现 the~ ofonesgoals

acid [̍æsId]
a．①酸的,酸味的 ②尖刻的,刻薄的

酸雨 ~rain
酸性反应 ~reaction
耐酸的 ~Ｇproof;~Ｇresi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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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的考验 ~test
刻薄的语调 an~toneofvoice
尖刻的俏皮话 an~ wit

acknowledge[ək̍nɒlIdʒ]
vt．①承认 ②告知收到,确认 ③对表示感谢,

报偿

承认失败 ~ havingbeendefeated/onesdefeat
被公认为专家 be~dasanexpert
是大家所公认的 Itisuniversally~dthat．．．
告知某人已收到来信

~ (receiptof)sb．sletter
写信对收到礼物表示感谢

~thegiftwithaletter
谢幕 ~theapplause
感谢所受到的帮助 ~afavor

acquaintance[ə̍kweIntəns]
n．①相识的人,熟人 ②认识,相识,了解

泛泛之交 aspeaking~
与某人有点头之交

haveanodding/bowing~ withsb．
结识某人 makethe~ ofsb．;makesb．s~
略知一二,肤浅的了解

haveapassing/some~ withsth．
不熟悉,不了解 haveno~ withsth．

acquire[ə̍kwaIə(r)]
vt．①取得,获得 ②学到

赢得好名声 ~agoodreputation/name
养成一种坏习惯 ~abadhabit
养成对体育运动的爱好

~astronglikingforsports
学到知识 ~agoodknowledgeofsth．
受到高等教育 ~ highereducation

acquisition [̩ækwI̍zIʃən]
n．①取得,获得,习得 ②获得物,增添的人(或物)

知识的获得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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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习得 language~
不可多得的新队员 avaluable~totheteam
最新添置的东西 thelatest/recent/new ~

action [̍ækʃən]
n．①行动,行动过程 ②已做的事,行为 ③作用 ④

情节⑤诉讼

实干家,行动派 amanof~
采取行动 take~
开始行动 go/comeinto~
使行动起来;发动;实施 bring/putsth．into~
不(再)起作用,不(再)运转 outof~
善举 akind~
对起损害作用 exertaninjurious~ onsth．
对某人提出诉讼 bring/take(an)~againstsb．
百说不如一干.

Actionsspeaklouderthanwords．
activity[æk̍tIvətI]
n．①活动,行动 ②活跃,活力

参加课外活动 takepartin/participatein/

engageinextracurricularactivities
社交/实践活动 social/practicalactivities
取缔非法活动 stampoutillegalactivities
停止活动 breakoff/terminatean~
表现活跃 display/exhibitgreat~insth．
活火山 avolcanoin~
精力充沛地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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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受严重的金融危机

sufferfrom ~financialdifficulties
食物的匮乏 an~shortageoffood
剧痛 ~ pain
敏锐的观察者 an~ observer
敏锐的目光/感觉 ~eyesight/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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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敏的/有敏锐判断力的人

amanof~intelligence/judgment
对当前形势的精确分析

an~analysisofcurrentsituation
急性病 ~ disease

adapt[ə̍dæpt]
vt．①使适应,使适合 ②修改,改编

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

~ oneselftothenewlifeＧstyle
使某物适合某一特殊用途

~sth．foraparticularuse
由原著改编而来的剧本

aplay~edfromtheoriginal
为学生改写的书 abook~edforstudents

vi．(to)适应

很快适应变化 ~tothechangewell
addition[ə̍dIʃən]
n．①加,加法 ②增加的人(或物)

受欢迎的新成员 awelcome~totheteam
扩建房屋 buildan~tothehouse
另外,加之 in~
除之外(还) in~tosth．/doingsth．
外加 withthe~ ofsth．

additional[ə̍dIʃənəl]
a．添加的,额外的,另外的

附加税 an~tax
附加费 an~charge
补充规定 the~regulation

adequate [̍ædIkwət]
a．①充足的,足够的 ②适当的,胜任的

有充足的证据/时间 have~ proof/time
适合,够用 be~for/tosth．
足以养活全家 be~tosupportthefamily
胜任这项工作 be~to/forthejob
采取适当措施 tak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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绰绰有余 morethan~
供不应求.Thesupplyisnot~tothedemand．

adjust[ə̍dʒʌst]
vt．①校正,校准,调整 ②调节,改变以适应

改变方法 ~ onesapproach
根据当地时间把表校准

~thewatchtothelocaltime
适应新环境 ~ oneselftothenewsurroundings
量入为出 ~onesexpenditurestoones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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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实行,执行

在某人的管理下 undersb．s~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forindustryandcommerce
民政,民政机关 civil~
加强管理 consolidate~
设立管理机构 setupan~
在里根政府期间

duringtheReaganAdministration
admission[əd̍mIʃən]
n．①准许进入,准许加入 ②入场费,入场券 ③承

认,供认

申请进大学读书 applyfor~totheuniversity
获准进入 gain/obtain~into/to．．．
准许某人加入俱乐部 grantsb．~intoaclub
入场券 an~ticket
免费入场 free~
凭票入场 ~ byticketonly
承认 make~that．．．
彻底认罪 makeafull~ ofguilt
据某人自己承认 by/ononesown~

adopt[ə̍dɒpt;‹美›Ｇ̍dpt]
vt．①收养 ②采取,采纳,采用 ③正式通过,批准

收养孩子 ~a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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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子 an~edson
采取强硬措施 ~atoughapproach
采纳某人的建议 ~ onessuggestion
采用新技术 ~ newtechniques
外来词 ~edwords
通过一项决议 ~aresolution
选定某人为候选人 ~sb．asacandidate

advanced[əd̍vnst]
a．①超前的,先进的 ②高级的,高等的 ③年迈的,

后阶段的

进步的思想 ~ideas
先进的技术 ~techniques
技术上很先进 bewell~intechnique
上了年纪,年迈的人 aperson~inyears/life
疾病晚期 an~ disease;an~stageofillness

advantage[əd̍vntIdʒ;‹美›Ｇ̍vænＧ]
n．①优点,有利条件 ②利益,好处

明显的优点 aclear/decided~
因做某事而有收获

draw/gain~fromdoingsth．
地理上的/天然的有利条件

geographical/natural~
对某人有利、有好处 tosb．s~;tothe~ofsb．
好处多于坏处.

The~soutweighthedisadvantages．
利用,占某人的便宜 take~ ofsth．/sb．
胜于,优于 gain/have/winthe~ over/ofsb．
乘人不备 takesb．at~

advertise [̍ædvətaIz]
vt．①为做广告,宣传 ②(在报刊、电视、广播等

中)公告,公布

为推销商品做广告 ~thegoodsforsale
大肆宣扬 heavily~sth．
自吹自擂 ~ yourself(as．．．)

vi．做广告,登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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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广告寻找丢失的钱包

~forthemissingwallet
登广告求职/招聘女佣 ~forajob/amaid

advertisement[əd̍vɜːtIsmənt]
n．①广告,公告,启事 ②广告活动,宣传

在报纸上登一则广告

place/put/runan~inthenewspaper
应聘 answeran~
商业广告 commercial~
买广告上的商品 buythingsfrom ~s

advisable[əd̍vaIzəbl]
a．可取的,适当的,明智的

认为应该再试试 thinkit~totryagain
应该,是可取的 Itis~that．．．(should)

advocate [̍ædvəkeIt]
vt．拥护,提倡,主张

主张做某事 ~ doingsth．
主张经济改革/削减开支 ~economic

reform/areductioninspending
拥护社会主义 ~socialism

n．①拥护者,提倡者 ②辩护者,律师

拥护和平的人 an~ ofpeace
为受虐孩子辩护的律师 an~forabusedchild

affect[ə̍fekt]
v．①影响 ②(疾病)侵袭 ③深深打动

影响某人的决定 ~ onesdecision
直接地/间接地影响 ~sth．directly/indirectly
深深地打动观众

deeply/profoundly~theaudience
感动得流下眼泪 be~edtotears

affection[ə̍fekʃən]
n．喜爱,感情,爱慕之情

喜欢,对某人有很深的感情

haveadeep~forsb．
非常爱某人 conceive/cherishagreat~for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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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情于某人 fix/setones~son/uponsb．
因/不因相爱而结婚 marryfrom/without~
父爱/母爱 paternal/maternal~
相互爱慕 mutual~

agency [̍eIdʒənsI]
n．①代理行,经销处 ②(政府等的)专业行政部门

旅行社 atravel~
通讯社 anews~
广告公司 anadvertising~
职业介绍所 anemployment~
掌管一家福利机构 administerawelfare~
独家代理(权) thesole/exclusive~
经调解人斡旋、努力、帮助

by/throughthe~ ofthemediator
agenda[ə̍dʒendə]
n．议事日程

会议议程 the~ oftheconference
制订议事日程 drawup/makeupan~
议事日程上的一项 anitemonthe~
把某事提到日程上来 place/putsth．onthe~

agent[̍eIdʒənt]
n．①代理人,代理商,经纪人 ②政府特工人员,政

府代表 ③动因,原因 ④剂

国内/独家代理商 domestic/exclusive~
保险/票务代理人 aninsurance/aticket~
指定临时代理人 appoint/employanacting~
奸细,特务 anenemy/secret~
化学试剂 achemical~
干燥/防腐剂 thedrying/antiＧcorrosion~

aggressive[ə̍resIv]
a．①侵犯的,侵略的,挑衅的 ②敢作敢为的,有进

取心的

侵略战争/行径 an~ war/act(against．．．)
奉行侵略政策 pursuean~ policy
挑战,挑衅 assume/take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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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进取的年轻人 an~ youth
敢作敢为,积极执行 be~indoingsth．
声势浩大的促销活动 an~ marketingcampaign
咄咄逼人的态度 an~ manner

aid[eId]
n．①帮助,援助,救助 ②助手,辅助物,辅助手段

帮助某人 come/gotosb．s~
提供帮助 extend/give/lend/offer/render~
请某人援助 callinsb．s~
及时的帮助 aprompt/timely~
急救箱 first~ kit
助听器 ahearing/deaf~

vt．帮助,援助,救助

帮助某人做某事 ~sb．todosth．/

indoingsth．/withsth．
aircraft[̍eəkrft]
n．飞机,航空器

轰炸/战斗机 bombing/fighting~
使飞机升空 takethe~intoflight
配备机组人员 manthe~

alarm [ə̍lm]
n．①惊恐,忧虑 ②警钟,报警器,闹钟

感到惊恐、恐慌 take~atsth．
惊恐得跳起来 jumpupin~
引起公众恐慌 causewidespreadpublic~
警钟 ~ bell
把闹钟拨到五点 setthe~clockforfiveoclock
发出警报 raise/sound/givethe~
警报响起 an~goesoff/rings
空袭/假警报 anairＧraid/afalse~

vt．使惊恐,使担心

感到惊恐、恐慌 be~edat/bysth．
alcohol[̍ælkəhɒl]
n．含酒精的饮料,酒精

饮酒 dr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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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酒 abstainfrom ~
滴酒不沾 keepoff/nevertouch~

alert[ə̍lɜːt]
vt．①向报警,使警惕 ②使认识到,使意识到

警告某人有危险 ~sb．tothedanger
提醒某人注意某个事实 ~sb．tothefactthat．．．
让某人认识到某事的必要性

~sb．totheneed/necessityofsth．
a．警觉的,留神的,注意的

注意危险 be~todangers
n．①警戒(状态),戒备(状态)②警报

警戒着,注意着,防备着 onthe~
拉响/解除警报 sound/calloff/cancelan~

alike[ə̍laIk]
a．同样的,相像的

长得非常相像 lookmuch/verymuch/exactly~
一模一样 as~astwopeasinapod

ad．①一样地,相似地 ②同样程度地

对所有顾客一视同仁treatallthecustomers~
有同样的想法 think~

alliance[ə̍laIəns]
n．结盟,联盟

和某人结盟

enterinto/forge/makean~ withsb．
与某人结盟,与某人联合 in~ with
结成同盟对付共同的敌人 forman~

againstthecommonenemy
联姻 formamatrimonial~

allowance[ə̍laʊəns]
n．津贴,补贴,零用钱

车贴/出差补贴 atraffic/traveling~
生活费津贴 acostＧofＧliving~
给某人月津贴 grant/givesb．amonthly~
考虑到/顾及他人的愿望

make~(s)forthewishesof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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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注意因材施教

makefull~forindividualdifferences
体谅,原谅 make~(s)forsb．

ally [̍ælaI]
n．①同盟国,同盟者 ②支持者

坚定的盟友 astaunch/stout~
寻求支持者 seekallies
抛弃同盟者 forsakeones~

v．(使)结盟,(使)联合

和某人联合起来反对某事

~ oneselfwithsb．againststh．
和某国结盟 ~ withanothercountry
与有联系、关系 bealliedto．．．

alongside[ə̍lɒsaId]
ad．在旁边,沿着边,并排地

和某人并肩而立 standwithsb．~
和某人并肩作战 fight~sb．

prep．①在的旁边,沿着的边

②和在一起

在旁边,与比肩 ~ of．．．
和某人在一个公司工作

work~ ofsb．inthesamecompany
alter[̍ɔːltə(r)]
v．改变,改动,变更

改变对待某事的态度

~ onesattitudetowardssth．
改变主意/立场 ~ onesmind/stand
明显好转/变坏

markedly~forthebetter/worse
alternative[ɔːl̍tɜːnətIv]
a．①两者择一的,供选择的,供替代的 ②另类的

解决争端的各种可选择的方法

thevarious~ methodsforresolvingdisputes
制订出可供选择的方案 mapout~ plans
另类的生活方式 an~lif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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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①取舍,抉择,供选择的东西 ②选择的自由,选
择的余地

提出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 proposean~
权衡各种方法的利弊 weighthe~s
采取前一种选择方案 adopttheformer~
作为的替代 serveasan~tosth．
除了做某事外别无选择

thereis/haveno~ buttodosth．
有几种可能可供选择

haveseveral~stochoosefrom
altitude [̍æltItjuːd]
n．①高度,海拔 ②[pl．]高处,高地

海拔１０００米 havean~ of１,０００
meters(abovesealevel)

计算/测量高度 compute/gauge~
在高山地带 inthe(mountain)~s

amateur[̍æmətə(r)]
n．①业余爱好者,业余运动员 ②外行

绘画业余爱好者 an~inpainting
十足的外行 arank~

a．①业余爱好的,业余的 ②外行的

业余摄影师/球员 an~ photographer/player
ambassador[æm̍bæsədə(r)]
n．大使,使节,派驻国际组织的代表

中国驻美国大使 Chinese~toAmerica
委任/召回大使 appoint/recallan~
互换大使 exchange~s
特命大使 an~extraordinary
亲善大使 agoodＧwill~

ambition[æm̍bIʃən]
n．①抱负,雄心,野心 ②期望得到的东西

追求名利的野心 the~forfameandgain
实现抱负 achieve/attain/fulfill/realizeones~
怀有雄心壮志 harbor/nursegr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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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某人的雄心壮志

spur/stir/stimulateones~s
使某人的野心受挫

frustrate/check/thwartones~
实现毕生的夙愿 achieveones

lifetime/lifelong~ (ofsth．)

amid[ə̍mId]

prep．在中间,被围绕

在热烈的掌声中 ~ warmapplause
在一片混乱中 ~theconfusion
轰轰烈烈 ~fireandthunder

amount[ə̍maʊnt]
n．①量,数量,数额 ②总额,总数

大量的现金 alarge~ of/large~sofcash
工作的量 the~ ofwork
相当大的偏见 aconsiderable~ ofprejudice
大/少量地销售 sellinlarge/small~
有大量的时间 haveany~ oftime
总计达,总数达 tothe~ of．．．

vi．(to)①合计 ②(在意义、价值等方面)等同,接近

(损失)高达/总计 (theloss)~sto．．．
等同于拒绝 ~toarefusal
等同于做某事 ~todoingsth．
一事无成 never~toanything

amuse[ə̍mjuːz]
vt．①逗乐,逗笑 ②给提供娱乐(或消遣)

消遣,自娱 ~ oneselfbydoingsth．/withsth．
对觉得有趣 feel/be~dat/by/withsth．
带着感兴趣的神情 withan~dlook

analysis[ə̍næləsIs]
n．分析,分析报告 [pl．analyses]

分析发现/揭示/表明

~ discovers/exposes/showsthat．．．
对做出深刻的分析

make/giveaprofound~ ofs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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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肤浅的/详尽的分析

aninＧdepth/ashallow/adetailed~
透彻的、入木三分的分析 apenetrating~
归根结底,总之 inthefinal/last/ultimate~
经分析 on~

analyse/analyze [̍ænəlaIz]
vt．分析,细察,细查

分析失败的原因 ~thecauseoffailure
透彻地分析各种因素

~ variousfactorsthoroughly
分析化合物 ~achemicalcompound

ancestor[̍ænsestə(r)]
n．①祖宗,祖先 ②原型,先驱

祭祖 honorones~s
同一祖先的后裔 descendantsofacommon~
追溯自己的祖先(到)

traceones~s(backto．．．)
是当今电脑的雏形

bethe~ ofthemoderncomputer
anchor[̍ækə(r)]
n．①锚 ②给人以安全感的物(或人)

在小海湾抛锚/停泊

cometo(an)~inalittlebay
抛着锚,停泊着 be/lie/rideat~
抛锚过夜 cast/drop~fornight
起锚,起航,离开 weigh/lift/raise~
是某人的精神支柱 bean~tosb．

vt．①抛(锚),泊(船)②把系住,使固定 ③担

任(电视节目等的)主持人

抛锚泊船 ~aboat
把希望寄托在上 ~ oneshopeonsth．
紧紧地拴在某物上 befirmly~edtosth．
主持节目 ~aprogram

vi．①抛锚,停泊 ②固定,扎根

停泊在港湾里 ~inthehar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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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ient[̍eInʃənt]
a．①古代的,古老的 ②年老的

一座古城/古建筑 an~city/architecture
古人 the~s

angle [̍æl]
n．①角,角度 ②观点,立场

锐角 anacute/asharp~
钝角 ablunt/anobtuse~
９０°急转弯 turnanabruptright~
构成一个４５°角 make/forman~ of４５degrees
相交成直角 meet/crossatright~s
考虑问题的各个方面

considerall~softhequestion
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某事

viewsth．atadifferent~
vt．①把放置成一角度 ②使(新闻、报道等)带

上倾向性

带着偏见报道新闻 ~thenews
谋取,猎取 ~forsth．
沽名钓誉 ~forprestige

anniversary [̩ænI̍vɜːsərI]
n．周年纪念(日)

在结婚纪念日 onthewedding~
金婚纪念日(５０年) agolden~
周年纪念特刊 ~issue

annoy[ə̍nɔI]
vt．①使恼怒,使烦恼 ②打扰,干扰

为琐事而生气 be~edfor/attrifles
对某人感到恼火 be~edwithsb．

annual[̍ænjʊəl]
a．每年的,年度的,一年一次的

年度报告/公报 an~report/bulletin
年度预算 ~ budget
年收入 the~income
年利率 the~rateof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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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量 ~ output/yield
请年假 takeones~leave
年度股东大会 ~generalmeeting

anticipate[æn̍tIsIpeIt]
vt．①预期,期望,预料 ②先于行动,提前使用

期待收到你的来信 ~ hearingfromyou
殷切地期望 ardently/eagerly~ (that．．．)
先发制敌 ~theenemy
预先采取措施防止危机 ~thecrisis

antique[æn̍tiːk]
n．古物,古玩,古董

稀世古董 arare/precious~
古玩真品/赝品 agenuine/fake~
出土一件古董 unearthan~
古玩店/市场 an~store/fair
古董拍卖市场 an~auctionmarket
古董商 an~ dealer

anxiety[æzaIətI]
n．①焦虑,挂虑 ②渴望,热望

对感到担忧 feelgreat~about．．．
消除忧虑 berelievedofonesanxieties
借酒浇愁 drownonesanxieties

andworriesindrink
焦急地等待 waitwithgreat~/in~
急于求成 overＧ~tosucceed
急切希望 express~that．．．

anyway [̍enIweI]
ad．①不管怎么说,无论如何,至少 ②不论以何种

方式,无论从什么角度

至少要试试 haveatry~
怎么也撬不开 cantpryitopen~

apart[ə̍pt]
ad．①(空间、时间方面)成距离,相间隔

②分离,分开

相差三天 bethree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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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三英里 bethreemiles~
双方在这一问题上还相距甚远 the

twosidesremainfar~ onthisissue
除(考虑这一点)之外

~from (thisconsideration)
把闹钟拆开 taketheclock~
(房屋)倒塌 (thehouse)falls~
存钱 set/putsomemoney~
言归正传,说正经话 joking~

apartment[ə̍ptmənt]
n．一套公寓房间,房间

公寓楼 ~ block/~ building
高层公寓大楼 ahighＧrise~
单身公寓 abachelor~
装饰房间/给房间配家具 decorate/furnishan~
没有配家具的公寓房间 anunfurnished~

apology[ə̍pɒlədʒI]
n．道歉,认错,愧悔

因某事向某人道歉 make/offeran~tosb．
forsth．;offersb．an~forsth．

接受道歉 acceptones~
诚恳的/敷衍的道歉 aheartfelt/halfＧhearted~
我该向你道歉. Ioweyouan~．/

Igiveyoumyapologies．
要求立刻道歉 demandanimmediate~

apparent[ə̍pærənt]
a．①显然的,明白的,清晰可见的 ②表面上的,貌

似(真实)的
对某人来说显而易见

beeasily/strikingly~tosb．
某事越来越明显

Itisbecomingincreasingly~that．．．
失败的表面原因 the~causeofonesfailure
莫名其妙地 forno~rea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