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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中小学英语课程标准”要求掌握的词汇和

中考大纲词汇为准，收录了近 2 000 个词条，范围涵盖了

初中毕业时要求掌握的所有词汇。

本书内容分为两大特色部分 ：

随手记 2 000 词

此部分收纳近 2 000 个基础的、考试频率高的词汇，

词条按字母顺序排列，从“音标、词性、释义”方面进行详

细讲解。本书采用小开本形式，方便携带，旨在帮助学

生在较短时间内快速理解和掌握所学词汇。

随手练 200 题

此部分练习题紧扣随手记部分所讲解的词汇，旨在

帮助学生巩固所学到的单词的用法，达到学以致用的效

果。

另 ：书中单词词性缩写形式说明 ：

n. 名词 v. 动词 vt. 及物动词

vi. 不及物动词 v. aux. 助动词 a. 形容词

ad. 副词 int. 叹词 pron. 代词

prep. 介词 conj. 连词 num. 数词

abbr. 缩略词

本书采用词汇详解和词汇练习相结合的方式编排，

旨在帮助学生扎实掌握词汇用法，提高词汇使用的能

力，适合初中及备战中考的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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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a(an)  [eɪ(æn); ə(ən)] 
art. & a.  一，一个，一只，一

件

ability [ə'bɪləti] 
n.  能力，才能

able ['eɪbl] 
a.  有能力的；能干的

about [ə'baʊt] 
ad.  大约 ；到处，四处 

prep.  关于 ；在各处，四处

above [ə'bʌv] 
prep.  在……上面 

abroad [ə'brɔːd] 
ad.  到国外；在国外

absent ['æbsənt] 
a.  缺席，不在

absence ['æbsəns] 
n.  不在，缺席

accent ['æksənt] 
n.  口音；重音；腔调

accept [ək'sept] 
vt.  接受，认可

accident ['æksɪdənt] 
n.  事故，意外事件

according [ə'kɔːdɪŋ] 
ad.  依照，根据  a.  相符的，

和谐的  prep.  根据；

 据……所示；据说

ache [eɪk] 
vi. & n.  痛，疼痛

achieve [ə'tʃiːv] 
vt.  完成；实现；达到；取得 

随手记2 000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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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ss [ə'krɒs] 
prep.  横 过……；在……的

对面  ad.  从一边到另一边

act [ækt] 
n.  行 动，动 作；法 令  vi.  行
动；做，做事；表演  vt.  扮演

（角色）

action ['ækʃn] 
n.  行动

actor ['æktə] 
n.  （男）演员

actress ['æktrəs] 
n.  女演员

active ['æktɪv] 
a.  积极的，主动的；勤奋的

activity [æk'tɪvəti] 
n.  活动

add [æd] 
vt.  添加，增加

address [ə'dres] 
n.  （书面或口头的）发言，致

词；（尤指）正式演讲，演说；

（邮寄的）地址，住址

advantage [əd'vɑːntɪdʒ] 
n.  有利条件，有利因素；优

势  vt.  有利于，使处于有利

地位

advertisement 
   [əd'vɜːtɪsmənt]  n.  广告

advice [əd'vaɪs] 
n.  忠告，劝告，建议 

advise [əd'vaɪz] 
vt.  忠告，劝告，建议 

afford [ə'fɔːd] 
vt.  负担得起（……的费用）；

提供

afraid [ə'freɪd] 
a.  害怕的；担心的

Africa ['æfrɪkə] 
n.  非洲

African ['æfrɪkən] 
a.  非洲的，非洲人的  n.  非
洲人

after ['ɑːftə] 
ad.  在后；后来  

prep.  在……之后；在……后

面  

conj.  在……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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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noon [ˌɑːftə'nuːn] 
n.  下午，午后

afterwards ['ɑːftəwədz] 
ad.  然后，后来地

again [ə'ɡen] 
ad.  再一次；再，又

against [ə'ɡenst] 
prep.  对着；反对

age [eɪdʒ] 
n.  年龄；时代；老年

ago [ə'ɡəʊ] 
ad.  以前

agree [ə'griː] 
v.  同意，应允 

agreement [ə'griːmənt] 
n.  同意，一致 ( 认为 )；协定，

协议

ahead [ə'hed] 
ad.  在前；向前；预先

aid [eɪd] 
v.  救助；援助；救护  n.  辅助
物；辅助设备；帮助

aim [eɪm] 
vi.  瞄准；对准；致力于；旨

在  vt.  把……瞄准；把……对

准  n.  瞄准；对准；目标

air [eə]
 n.  空气；气氛；飞机；航空

airline ['eəlaɪn] 
n.  航空公司；（飞机）航线  

a.  （飞机）航线的 

airmail ['eəmeɪl] 
n.  航空邮件

airplane ['eəpleɪn] 
n.  〈美〉飞机

airport ['eəpɔːt] 
n.  航空站，机场 

alive [ə'laɪv] 
a.  活着的，存在的

all [ɔːl] 
a.  全 部 的  pron.  全 体；（整

体中的）每一个；一切  n.  所
有的一切

allow [ə'laʊ]
 vt.  允许，准许；承认

almost ['ɔːlməʊst] 
ad.  几乎，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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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ne [ə'ləʊn] 
a.  单独的；仅仅（用于名词

或代词后）  ad.  单独地

along [ə'lɒŋ] 
ad.  向 前；和 …… 一 起，一

同  prep.  沿着，顺着

aloud [ə'laʊd] 
ad.  大声地；出声地

already [ɔːl'redi] 
ad.  已经

also ['ɔːlsəʊ] 
ad.  也

although [ɔːl'ðəʊ] 
conj.  虽然，尽管 

altogether [ 'ɔːltə'geðə] 
ad. 完全地，总而言之

always ['ɔːlweɪz] 
ad.  总是；一直，永远

am [æm] 
v.  be 动词形式之一（第一人
称单数的现在时）， n.  早上；
上午；（广播）调幅

amazed [ə'meɪzd] 
a.  大为惊奇

amazing [ə'meɪzɪŋ] 
a.  令人惊异的；了不起的；

好得惊人的

America [ə'merɪkə] 
n.  美国；美洲 

American [ə'merɪkən] 
a.  美国的；美国人的  
n.  美国人 

among [ə'mʌŋ] 
prep.  在……中间；在（三个

以上）之间

ancestor ['ænsɪstə] 
n.  祖先，祖宗

ancient ['eɪnʃənt] 
a.  古代的，古老的

and [ænd, ənd] 
conj.  和；又；而

angry ['æŋɡri] 
a.  生气的，发怒的 

animal ['ænɪml] 
n.  动物

another [ə'nʌðə]
a.  另一的；不同的  

pron.  又一个，再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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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ɑːnsə] 
n.  答复；答案  v.  答复；回信

ant [ænt] 
n.  蚂蚁 

any ['eni] 
pron.  （无 论）哪 一 个；任 何

的；（用于疑问句、否定句）一

些  a.  任何的 

anybody ['eni 'bɒdi] 
pron.  任何人，无论谁

anymore ['enimɔː] 
ad.  不再，再也不

anyone ['eniwʌn] 
pron.  任何人

anything ['eniθɪŋ] 
pron.  任何事，任何东西

anyway ['eniweɪ] 
ad.  不管怎样，无论如何

anywhere ['eni 'weə] 
ad.  任何地方 

appear [ə'pɪə] 
vi.  出现；显得；好像

apple ['æpl] 
n.  苹果

April ['eɪprəl] 
n.  4 月

are [ɑː] 
v.  be 的第二人称单数现在
时及复数各人称的现在时

area ['eərɪə] 
n.  面积；地区；领域

argue ['ɑːgjuː] 
vi. 争论 争吵

arm [ɑːm] 
n.  臂；（一件）武器；（~s） 

〈总称〉武器，军火  
v.  以……装备，武装起来 

army ['ɑːmi] 
n.  军队；陆军

around [ə'raʊnd] 
ad.  在周围；大约  
prep.  在……周围；环绕

arrive [ə'raɪv] 
vi.  到达；达到

art [ɑːt] 
n.  艺术，美术

article ['ɑːtɪkl] 
n.  文章；物品；冠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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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 ['ɑːtɪst] 
n. 画家，艺术家

as [æz, əz] 
ad. & conj.  像……一样，如
同；因为  prep.  作为，当作

Asia ['eɪʃə] 
n.  亚洲 

Asian ['eɪʒən, 'eɪʃən] 
a.  亚洲的；亚洲人的  n.  亚
洲人 

ask [ɑːsk] 
v.  问；请求，要求

asleep [ə'sliːp] 
a.  睡着的，熟睡的

assistant [ə'sɪstənt] 
n. 助手，助理，商店店员

astronaut ['æstrənɔːt] 
n. 宇航员

at [æt] 
prep.  在（几点钟）；在（某处） 

athlete ['æθliːt] 
n. 运动员

athletic [æθ'letɪk] 
a. 强壮的，擅长运动的，体育
的

Atlantic [æt'læntɪk] 
a.  大西洋的 

attention [ə'tenʃn] 
n.  注意（力）

attract [ə'trækt] 
vt.  吸引

attraction [ə'trækʃn] 
n.  吸引，吸引力，有吸引力
的人或物

August ['ɔːɡəst] 
n.  八月

aunt [ɑːnt] 
n.  姨；姑；婶母；舅母

Australia [ɒ'streɪljə] 
n.  澳洲，澳大利亚

Australian [ɔː'streɪljən] 
a.  澳洲的；澳洲人的  n.  澳
洲人

autumn ['ɔːtəm] 
n.  秋，秋季

available [ə'veɪləbl] 
a.  可取得的，可利用的

avenue ['ævənjuː] 
n. 林荫道，道路；大街，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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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oid [ə'vɔɪd] 
vt.  避免，逃避

awake [ə'weɪk] 
a.  醒着的  v.   唤醒；醒来

award [ə'wɔːd] 
n.  奖，奖品，奖状

away [ə'weɪ] 
ad.  向远处；离开；向另一方
向

awful ['ɔːfl] 
a. 恐惧的，可怕的，极坏的，
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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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aby ['beɪbi] 

n.  婴儿

babysit ['beɪbɪˌsit] 
vi.  临时受雇照顾小孩

back [bæk] 
ad.  回；向 后  n.  背（部），反
面；背

background ['bækɡraʊnd] 
n.  背景

bad [bæd] (worse，worst) 
a.  坏的；有害的

badly ['bædli] 
ad.  非常，很；严重地；恶劣
地 

bag [bæɡ] 
n.  书包，提包，袋

bake [beɪk] 
vt.  烤、烘焙  vi.  使烤，使烘焙

bakery ['beɪkəri] 
n.  面包房，面包店

balance ['bæləns]
 n.  平衡，均势  vt.  使平衡  vi. 
 保持平衡；相称；

ball [bɔːl] 
n.  球；（盛大、正式的）舞会  

balloon [bə'luːn] 
n.  气球  v.  乘气球上升；激增

bamboo [bæm'buː] 
 (［复］~s)  n.  竹子

banana [bə'nɑːnə] 
n.  香蕉 

bank [bæŋk] 
n.  （河、海、湖的）岸，堤；银
行

barber ['bɑːbə] 
n.  （为男子服务的）理发师

baseball ['beɪsˌbɔːl] 
n.  棒球

basic ['beɪsɪk] 
a.  基本的

basket ['bɑːskɪt] 
n.  篮子；（篮球比赛的）得分；

basketball ['bɑːskɪtbɔːl] 
n.  篮球



9

     

随
手
记2

0
0

0

词

B

bat [bæt] 
n.  蝙蝠；球棒；球拍  
vt.  用球棒击球；

bath [bɑːθ] 
n. 浴缸 浴盆  
vt & vi. 洗澡 ( 盆浴 )

bathe [beɪð] 
vt.  沐浴；用水洗  vi.  洗澡；
沐浴  n.  洗澡；游泳

bathroom ['bæθrʊm] 
n.  浴室，盥洗室

BBC 
abbr.  英国广播公司

be [biː] (is，am，are) 
v.  是（原 形，其 人 称 和 时 态
形 式 有 am，is，are，was，
were，being，been），无词

义，用于进行时态和被动语

态

beach [biːtʃ] 
n.  海滨，海滩

bear [beə] 
n.  熊； vi.  承受；结果实  
vt.  忍受；具有；支撑

beat [biːt] (beat，beaten) 
vt.  敲打；跳动  vi.  （心脏等）

跳动  n.  （音乐的）节拍

beautiful ['bjuːtɪfl] 
a.  美丽的，出色的

beauty ['bjuːti] 
n.  美，美丽，优美

because [bɪ'kɔːz] 
conj.  因为

become [bɪ'kʌm] 
vi.  (became，become) 变
得；成为

bed [bed] 
n.  床；基础  vt.  使睡觉；安置  
vi.  上床；分层

bedroom ['bedrʊm]
n.  寝室，卧室

bee [biː] 
n.  蜜蜂，蜂；勤劳的人

beef [biːf] 
n.  (pl. beeves［biːvz］) 牛

肉

beer [bɪə] 
n. 啤酒  vi.  喝啤酒

before [bɪ'fɔː] 
prep.  在……以 前；  ad.  以
前  conj.  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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