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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以最快的速度记忆中考词汇,您是否尝试过背诵词汇表,

但是结果有点令人沮丧? 怎样可以让自己在较短的时间内记下更

多的单词呢? 《抗遗忘速记: 新课标初中英语词汇》是最佳选择。

《抗遗忘速记: 新课标初中英语词汇》一书中融入科学的学习

方法:

1. 乱中有正,有益记忆。 本书将单词记忆分为两大步: 乱序

记忆+正序复习。 将所有词汇按照字母顺序分成 4 个部分,每个部

分乱序分为 10 组,首轮记忆;然后,按正序复习。

2. 兼顾听说,符合语言学习规律。 提供标准的单词朗读音频,

您可以只听单词,关注发音,也可以跟读,学习发音。 您还可以跟

着音频做听写,学习拼写。

3. 提供复习检查表,遵循记忆规律。 复习检查表依据艾宾浩

斯遗忘曲线设计,遵循记忆规律,为您提供科学的复习建议,有利

于巩固记忆。

1. 两步背单词。

第一步,听读英语,学会正确读音,并记忆单词的中文意思,学

习派生词。 标注自己不熟悉的单词。

第二步,看中文读写英文,复习单词读音,并学会拼写。 标注

自己不熟悉的单词。

2. 先乱后正。 首轮乱序记忆,二轮正序记忆复习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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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计划表———40天拿下新课标词汇!

我的计划: 开始日期　 　 　 　 　 　 年　 　 　 月　 　 　 日

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40天拿下新课标词汇记录卡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Day 6 Day 7 Day 8 Day 9 Day 10

Day 11 Day 12 Day 13 Day 14 Day 15

Day 16 Day 17 Day 18 Day 19 Day 20

Day 21 Day 22 Day 23 Day 24 Day 25

Day 26 Day 27 Day 28 Day 29 Day 30

Day 31 Day 32 Day 33 Day 34 Day 35

Day 36 Day 37 Day 38 Day 39 Day 40

　 　 您还可以选择每天记忆适合自己的单词数量(参考下表),然

后设计自己的每天单词学习记录卡。

每天背
单词数

完成天数 我的记录卡

10 160
20 80
30 54
40 40
50 32
60 27
70 23
80 20
90 18
10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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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设计,每天坚持复习,攻克单词关不是梦!

新内容 复　 习　 内　 容 完成情况

Day 1 List 1 List 1

Day 2 List 2 List 1 List 2

Day 3 List 3 List 2 List 3

Day 4 List 4 List 1 List 3 List 4

Day 5 List 5 List 2 List 4 List 5

Day 6 List 6 List 3 List 5 List 6

Day 7 List 7 List 1 List 4 List 6 List 7

Day 8 List 8 List 2 List 5 List 7 List 8

Day 9 List 9 List 3 List 6 List 8 List 9

Day 10 List 10 List 4 List 7 List 9 List 10

Day 11 List 11 List 5 List 8 List 10 List 11

Day 12 List 12 List 6 List 9 List 11 List 12

Day 13 List 13 List 7 List 10 List 12 List 13

Day 14 List 14 List 8 List 11 List 13 List 14

Day 15 List 15 List 9 List 12 List 14 List 15

Day 16 List 16 List 10 List 13 List 15 List 16

Day 17 List 17 List 11 List 14 List 16 List 17

Day 18 List 18 List 12 List 15 List 17 List 18

Day 19 List 19 List 13 List 16 List 18 List 19

Day 20 List 20 List 14 List 17 List 19 List 20

Day 21 List 21 List 15 List 18 List 20 List 21

Day 22 List 22 List 16 List 19 List 21 List 22

Ⅲ



新内容 复　 习　 内　 容 完成情况

Day 23 List 23 List 17 List 20 List 22 List 23

Day 24 List 24 List 18 List 21 List 23 List 24

Day 25 List 25 List 19 List 22 List 24 List 25

Day 26 List 26 List 20 List 23 List 25 List 26

Day 27 List 27 List 21 List 24 List 26 List 27

Day 28 List 28 List 22 List 25 List 27 List 28

Day 29 List 29 List 23 List 26 List 28 List 29

Day 30 List 30 List 24 List 27 List 29 List 30

Day 31 List 31 List 25 List 28 List 30 List 31

Day 32 List 32 List 26 List 29 List 31 List 32

Day 33 List 33 List 27 List 30 List 32 List 33

Day 34 List 34 List 28 List 31 List 33 List 34

Day 35 List 35 List 29 List 32 List 34 List 35

Day 36 List 36 List 30 List 33 List 35 List 36

Day 37 List 37 List 31 List 34 List 36 List 37

Day 38 List 38 List 32 List 35 List 37 List 38

Day 39 List 39 List 33 List 36 List 38 List 39

Day 40 List 40 List 34 List 37 List 39 List 40

Day 41 List 35 List 38 List 40

Day 42 List 36 List 39

Day 43 List 37 List 40

Day 44 List 38

Day 45 List 39

Day 46 List 40

　 　 (遵循每个 List 第一天首次记忆,第一、二、四、七天循环复习

的规律,也可以依据自身情况个性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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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词汇正序索引



扫码关注,发送“6318”获取完整音频



L
ist1

Part One

List 1

bamboo
英 [ˌbæmˈbuː]
美 [ˌbæmˈbuː]

n. 竹,竹子

broken
英 [ˈbrəʊkən]
美 [ˈbroʊkən]

adj. 破损的;被违背的;间断

的

allow
英 [əˈlaʊ] 美 [əˈlaʊ]

vt. 允许;给予;使可能

allowable adj. (法律、规章

等)允许的

allowance n. 津贴;限额

address
英 [əˈdres]
美 [əˈdres; ˈædres]

n. 地址;演说

vt. 写(收信人) 姓名地址;
演说;向……说话

addressee n. 收件人;收信人

call
英 [kɔːl] 美 [kɔːl]

vt. 称呼;呼叫

vi. 呼叫;打电话;拜访

n. 通话;叫声;拜访;呼吁

calling n. 使命感

caller n. 打电话者;来访者

but
英 [bət; bʌt]
美 [bət; bʌt]

conj. 相反;然而;只有

prep. 除了

adv. 只有

develop
英 [dɪˈveləp]
美 [dɪˈveləp]

vt. 发展;开发;出现(问题);
增强

vi. 发展;变化;增强

development n. 发展;开发;
发展阶段

developer n. 开发商;研制者

developing adj. 发展中的

developed adj. 发达的;先进的

big
英 [bɪ] 美 [bɪ]

adj. 大的;重大的

discover
英 [dɪˈskʌvə]
美 [dɪˈskʌvər]

vt. 发现;了解到

discovery n. 发现;被发现的

事物

discoverer n. 发现者

because
英 [bɪˈkɒz; bɪˈkə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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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bɪˈkɔːz; bɪˈkʌz]

conj. 因为

cloudy
英 [ˈklaʊdi] 美 [ˈklaʊdi]

adj. 多云的;浑浊的

camera
英 [ˈkæmərə]
美 [ˈkæmərə]

n. 照相机;摄影机;摄像机

chocolate
英 [ˈtʃɒklət] 美 [ˈtʃːklət]

n. 巧克力;巧克力糖

date
英 [deɪt] 美 [deɪt]

n. 日期;年代;约会

vt. 写上日期;确定年代;与
(某人)谈恋爱

vi. 过时

dated adj. 过时的;陈旧的

disappear
英 [ˌdɪsəˈpɪə]
美 [ˌdɪsəˈpɪr]

vi. 消失;灭绝;失踪

disappearance n. 消失;绝迹

age
英 [eɪdʒ] 美 [eɪdʒ]

n. 年龄;年龄段;时代;老年

vi. 变老;成熟

vt. 使变老;使成熟

ageing n. 老化

adj. 变老的

a little bit

phr. 一点点

different
英 [ˈdɪfrənt] 美 [ˈdɪfrənt]

adj. 不同的;与众不同的

differently adv. 不同地

achieve
英 [əˈtʃiːv] 美 [əˈtʃiːv]

vt. 完成

vi. 成功

achievement n. 成就;完成

achievable adj. 可实现的

ancient
英 [ˈeɪnʃənt]
美 [ˈeɪnʃənt]

adj. 古代的;古老的

anciently adv. 以往;在古代

dish
英 [dɪʃ] 美 [dɪʃ]

n. 盘,碟;餐具;一道菜

before
英 [bɪˈfɔː] 美 [bɪˈfɔːr]

prep. 在……以前;在……面前

conj. 在……以前;以免

adv. 以前;过去;已经

abroad
英 [əˈbrɔːd] 美 [əˈbrɔːd]

adv. 在国外;广为流传

earthquake
英 [ˈɜːkweɪk]
美 [ˈɜːrkweɪk]

n. 地震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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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ˈbɪldɪ] 美 [ˈbɪldɪ]
n. 建筑

able
英 [ˈeɪbl] 美 [ˈeɪbl]

adj. 能够;有才能的

ability n. 能力;才能

unable adj. 未能;无法

disabled adj. 有残疾的

disability n. 缺陷;障碍

beat
英 [biːt] 美 [biːt]

vt. 打败;控制;胜过;敲打

vi. 敲打;做节奏运动

(beating, beat, beaten)
n. 跳动声;敲击声;节拍

beating n. 揍;惨败;有规律

的敲打(声)
unbeatable adj. 难以击败的;
难以竞争的

change
英 [tʃeɪndʒ] 美 [tʃeɪndʒ]

vi. 改变;变成

vt. 改变;转换;替换;交换

n. 变化;替换;找给的零钱

changeable adj. 可改变的;
易变的

unchangeable adj. 不可改变的

changed adj. 已变的

unchanged adj. 不变的

chicken
英 [ˈtʃɪkɪn] 美 [ˈtʃɪkɪn]

n. 鸡;鸡肉

eager

英 [ˈiːə] 美 [ˈiːər]
adj. 渴望的;渴求的

eagerness n. 渴望;热心

eagerly adv. 急切地;热心地

diary
英 [ˈdaɪəri] 美 [ˈdaɪəri]

n. 日记

bread
英 [bred] 美 [bred]

n. 面包

actual
英 [ˈæktʃuəl]
美 [ˈæktʃuəl]

adj. 真实的;真正的

actually adv. 的确;居然;实
际上

actuality n. 真实;现实情况

candle
英 [ˈkændl] 美 [ˈkændl]

n. 蜡烛

against
英 [əˈgenst; əˈgeɪnst]
美 [əˈgenst; əˈeɪnst]

prep. 反对;对……不利;倚;
以防;衬托

cap
英 [kæp] 美 [kæp]

n. 帽子;盖;最高限额

vt. 覆盖顶部;胜过

discuss
英 [dɪˈskʌs] 美 [dɪˈskʌs]

vt. 讨论;论述

discussion n. 讨论;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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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英 [ˈbeɪsɪk] 美 [ˈbeɪsɪk]

adj. 基本的;基础的;最简单

的;必需的

basically adv. 基本上;从根

本上说

anyone
英 [ˈeniwʌn] 美 [ˈeniwʌn]

pron. 任何人(用于否定句);
重要人物

cut
英 [kʌt] 美 [kʌt]

vt. 切,割;划破;剪短;剪裁;
削减

vi. 可切割;可被切割;剪切

(cutting, cut, cut)
n. 伤口;破口;削减;理发

cant
英 [kːnt] 美 [kænt]

abbr. 不能(cannot)

billion
英 [ˈbɪljən] 美 [ˈbɪljən]

num. 十亿

billions of phr. 数以十亿计

给自己点赞的是: 　

需要改进的是: 　

我今天需要复习 　list(s) .

抗遗忘的途径是及时复习。 一个单词记忆 7 遍———首次记

忆,12 个小时后、1 天后、2 天后、4 天后、7 天后和 15 天后复

习———就可以保持长久的记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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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2

correct
英 [kəˈrekt] 美 [kəˈrekt]

adj. 正确的;恰当的;得体的

vt. 改正;批改;指出错误

correction n. 改正;处罚

correctly adv. 正确地;得体

地

correctness n. 正确性

advertise
英 [ˈædvətaɪz]

美 [ˈædvərtaɪz]

vi. 登广告;征聘

vt. 为……做广告;宣传

advertisement n. 广告;广告

宣传

advertising n. 广告业

activity
英 [ækˈtɪvəti]

美 [ækˈtɪvəti]

n. 活动

complaint
英 [kəmˈpleɪnt]

美 [kəmˈpleɪnt]

n. 抱怨;投诉;控诉;疾病

complain vi. 抱怨;发牢骚

bring
英 [brɪ] 美 [brɪ]

vt. 带来;提供;导致;使到某

地

(bringing, brought, brought)

central
英 [ˈsentrəl] 美 [ˈsentrəl]

adj. 最重要的;中央的;起支

配作用的

April
英 [ˈeɪprəl] 美 [ˈeɪprəl]

n. 四月

animal
英 [ˈænɪml] 美 [ˈænɪml]

n. 动物

cloud
英 [klaʊd] 美 [klaʊd]

n. 云;云状物

vt. 使模糊;混淆

vi. 看起来忧愁,显得阴沉;
布满云

cloudy adj. 多云的;阴天的;
浑浊的

cloudless adj. 无云的

cheer up
phr. 使高兴;高兴起来;使振

奋

attack
英 [əˈtæk] 美 [əˈtæk]

n. 攻击;抨击;抑制;疾病发

作

vt. 攻击;抨击;损害;全力对

付

vi. 攻击;进攻

attacker n. 攻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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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fast
英 [ˈbrekfəst]
美 [ˈbrekfəst]

n. 早餐;早饭

vi. 吃早饭

east
英 [ iːst] 美 [ iːst]

n. 东方;东部

the East 东方国家

adj. 东方的;东方吹来的

adv. 向东

eastern adj. 东方的;朝东的;
Eastern adj. 东方国家的

eastward adj. 向东的

adv. 向东

easterly adj. 向东的

desert
英 [( for vt. & vi.) dɪˈzɜːt;
( for n.) ˈdezət]
美 [(for vt. & vi.) dɪˈzɜːrt;
( for n.) ˈdezərt]

n. 沙漠;荒原

vt. 遗弃;离弃;逃跑

vi. 逃掉

deserted adj. 无人居住的;被
遗弃的

deserter n. 逃兵

are
英 [ː] 美 [ːr]

linking v. 是(be 的现在时复

数及第二人称单数形式)
(being, were, been)

computer

英 [kəmˈpjuːtə]
美 [kəmˈpjuːtər]

n. 计算机;电脑

computation n. 计算;计算过

程

both
英 [bəʊ] 美 [boʊ]

pron. 两者都

cover
英 [ˈkʌvə] 美 [ˈkʌvər]

vt. 遮盖;洒上;包括;够付;
报道

vi. 代替;(为免他人陷入麻

烦而用谎话)遮盖

n. 掩蔽物;避难所;封面;掩
护;遮盖

coverage n. 新闻报道;信息

范围;覆盖范围

covering n. 覆盖层

build
英 [bɪld] 美 [bɪld]

vt. 建筑;开发

vi. 建筑;逐渐增强

(building, built, built)
n. 体形;体格

building n. 房子;建筑

builder n. 建筑工人;开发者

drive
英 [draɪv] 美 [draɪv]

vi. 开车;驾驶

vt. 驾驶;推动,发动 (机器

等);迫使

(driving, drove, dr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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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驾车路程;驱动装置

driver n. 驾驶员;驱动程序

cute
英 [kjuːt] 美 [kjuːt]

adj. 可爱的;漂亮的;聪明的

eat
英 [ iːt] 美 [ iːt]

vt. 吃
vi. 吃;吃饭

(eating, ate, eaten)
eatable adj. 可食用的

eater n. 吃……的人或动物

bell
英 [bel] 美 [bel]

n. 铃,钟;钟声,铃声;钟状

物

children
英 [ˈtʃɪldrən]
美 [ˈtʃɪldrən]

n. 儿童;孩子们( child 的复

数)

design
英 [dɪˈzaɪn] 美 [dɪˈzaɪn]

n. 设计;图样;图案;目的

vt. 设计;计划

designer n. 设计者

behave
英 [bɪˈheɪv] 美 [bɪˈheɪv]

vi. 表现;表现得体

vt. 表现得体

behaviour n. 行为

bed

英 [bed] 美 [bed]

n. 床;底层

below
英 [bɪˈləʊ] 美 [bɪˈloʊ]

prep. 在……下面;低于……
adv. 在……下面;零度以下

couple
英 [ˈkʌpl] 美 [ˈkʌpl]

n. 两人;几个人;一对;夫妇

vt. 结合;连接

beautiful
英 [ˈbjuːtɪfl] 美 [ˈbjuːtɪfl]

adj. 美丽的;美好的;出色的

beautifully adv. 美好地;令

人满意地

comedy
英 [ˈkɒmədi]
美 [ˈkːmədi]

n. 喜剧;幽默

choice
英 [tʃɔɪs] 美 [tʃɔɪs]

n. 选择;挑选;选择权;入选

者

dollar
英 [ˈdɒlə(r)] 美 [ˈdːlər]

n. 美元

agree
英 [əˈgriː] 美 [əˈgriː]

vi. 同意,意见一致;约定

vt. 约定;认可

agreement n. 协议;同意;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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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d adj. (各方)商定的

absent
英[( for adj.) ˈæbsənt;
( for vt.) æbˈsent]
美[( for adj.) ˈæbsənt;
( for vt.) æbˈsent]

adj. 缺席的;缺少的;心不在

焉的

vt. 缺席

absence n. 缺席

day
英 [deɪ] 美 [deɪ]

n. 一天;时期;白昼

daily adj. 日常的;每日的

Christmas
英 [ˈkrɪsməs]
美 [ˈkrɪsməs]

n. 圣诞节

accident
英 [ˈæksɪdənt]
美 [ˈæksɪdənt]

n. 事故;意外

accidental adj. 意外的

accidentally adv. 意外地

century
英 [ˈsentʃəri]
美 [ˈsentʃəri]

n. 世纪;百年

blackboard
英 [ˈblækbɔːd]
美 [ˈblækbɔːrd]

n. 黑板

among
英 [əˈmʌ]
美 [əˈmʌ]

prep. 在……中;……之一;
在三者或以上中

cold
英 [kəʊld] 美 [koʊld]

adj. 冷的;冷却的;冷漠的;
冷色的

n. 寒冷;感冒;伤风

coldly adv. 冷淡地

coldness n. 寒冷;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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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点赞的是: 　

需要改进的是: 　

我今天需要复习 　list(s) .

抗遗忘的途径是及时复习。 一个单词记忆 7 遍———首次记

忆,12 个小时后、1 天后、2 天后、4 天后、7 天后和 15 天后复

习———就可以保持长久的记忆啦!

List 3

cause
英 [kɔːz] 美 [kɔːz]

n. 原因;动机;事业

vt. 引起;造成;导致

causal adj. 前因后果的

artist
英 [ˈːtɪst] 美 [ˈːrtɪst]

n. 艺术家;(尤指)画家

artistic adj. 艺术的;有艺术

天赋的

crazy
英 [ˈkreɪzi] 美 [ˈkreɪzi]

adj. 疯狂的;狂热的;迷恋

的;非常气愤的

crazily adv. 狂热地

craziness n. 狂热

breathe
英 [briːð] 美 [briːð]

vi. 呼吸;透气;(打开瓶盖,
让酒)通气飘香

vt. 呼吸;呼出

breathing n. 呼吸

Chinese
英 [ˌtʃaɪˈniːz] 美 [ˌtʃaɪˈniːz]

adj. 中国的

n. 中国人;汉语

could
英 [kəd; kʊd]

美 [kəd; kʊd]

aux. 能够( can 的过去式);
(礼貌地请求别人做事)能;
可能;(用于建议)可以

awake
英 [əˈweɪk] 美 [əˈweɪk]

adj. 醒着的

vi. 醒来;被唤起

vt. 使醒来;唤起

(awaking, awoke, awoken)
awaken vt. 使醒来;vi. 醒来

awakening n. 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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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
英 [kəˈlekt] 美 [kəˈlekt]

vt. 收集;收藏;积累;取走;
募捐

vi. 聚集;积累;募捐

collection n. 收藏品;一批物

品;取走;作品集;募捐

collected adj. 镇静的;收成

全集的

describe
英 [dɪˈskraɪb]

美 [dɪˈskraɪb]

vt. 描述

description n. 描述

descriptive adj. 说明的;叙述

的

dialogue
英 [ˈdaɪəlɒ]

美 [ˈdaɪəlɔː; ˈdaɪəlː]

n. 对话;对白

bean
英 [biːn] 美 [biːn]

n. 豆

deaf
英 [def] 美 [def]

adj. 失聪的

deafness n. 失聪

biology
英 [baɪˈɔlədʒi]

美 [baɪˈːlədʒi]

n. 生物学;生理

biological adj. 生物的;生物

学的

connect
英 [kəˈnekt] 美 [kəˈnekt]

vt. 使……连接;接通;与……
有关联

vi. 连接;衔接

connection n. 连接;联合

connected adj. 有关联的

comfortable
英 [ˈkʌmf(ə)təbl]
美 [ˈkʌmf(ər)təbl]

adj. 舒适的;安逸的;自在

的;富裕的

comfortably adv. 舒服地

bathroom
英 [ˈbːruːm]
美 [ˈbærʊm]

n. 浴室;卫生间

cloth
英 [klɒ] 美 [klɔː]

n. 布;织物

clothes n. [pl.]衣服

boy
英 [bɔɪ] 美 [bɔɪ]

n. 男孩;年少的儿子;伙计

boyish adj. 男孩子气的;像
男孩的

doctor
英 [ˈdɒktə] 美 [ˈdːktər]

n. 医生;博士

copy
英 [ˈkɒpi] 美 [ˈkː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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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副本;一册;稿件

vt. 复制;复印;抄写

vi. 抄袭

cookie
英 [ˈkʊki] 美 [ˈkʊki]

n. 曲奇饼

benefit
英 [ˈbenɪfɪt] 美 [ˈbenɪfɪt]

n. 利益;福利

vt. 对……有益

vi. 得益于

beneficial adj. 有益的;有利的

circle
英 [ˈsɜːkl] 美 [ˈsɜːrkl]

n. 圆;圆周;圈子;圆形物

vi. 盘旋;旋转;环行

vt. 圈出;盘旋

eighth
英 [eɪt] 美 [eɪt]

ordinal num. 第八

n. 八分之一

daily
英 [ˈdeɪli] 美 [ˈdeɪli]

adj. 日常的;每日的

adv. 每日,天天

n. 日报

bus
英 [bʌs] 美 [bʌs]

n. 公共汽车

delicious
英 [dɪˈlɪʃəs] 美 [dɪˈlɪʃəs]

adj. 美味的;可口的

already
英 [ɔːlˈredi] 美 [ɔːlˈredi]

adv. 已经;早已

boring
英 [ˈbɔːrɪ] 美 [ˈbɔːrɪ]

adj. 无聊的;令人厌烦的

cheer
英 [tʃɪə(r)] 美 [tʃɪr]

n. 欢呼声;加油歌

vt. 欢呼;加油;鼓励

vi. 欢呼;加油

cheerful adj. 高兴的

cheerfully adv. 高兴地

closed
英 [kləʊzd] 美 [kloʊzd]

adj. 关着的;封闭的;不公开

的

calendar
英 [ˈkælɪndə(r)]
美 [ˈkælɪndər]

n. 日历;日程表

black
英 [blæk] 美 [blæk]

adj. 黑色的;漆黑的;黑人

的;邪恶的

n. 黑色;黑人

blackness n. 漆黑

challenge
英 [ˈtʃæləndʒ]
美 [ˈtʃæləndʒ]

n. 挑战;挑战书;质疑

vt. 向……挑战;对……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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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r n. 挑战者

challenging adj. 挑战性的;
挑起争论的

amaze
英 [əˈmeɪz] 美 [əˈmeɪz]

vt. 使惊讶;使吃惊

amazed adj. 惊讶的

amazing adj. 令人惊异的

amazement n. 惊异

effect
英 [ɪˈfekt] 美 [ɪˈfekt]

n. 影响;效果

vt. 使发生;引起

effective adj. 有效的

effectively adv. 有效地

character
英 [ˈkærəktə(r)]
美 [ˈkærəktər]

n. 性格,品质;特性;勇气;
名誉;角色

characteristic adj. 典型的

n. 特征;品质

dig
英 [dɪ] 美 [dɪ]

vt. 挖掘;采掘

vi. 挖掘;寻找

(digging, dug, dug)

classmate
英 [ˈklːsmeɪt]
美 [ˈklæsmeɪt]

n. 同班同学

eight
英 [eɪt] 美 [eɪt]

num. 八
eighth ordinal num. 第八

blind
英 [blaɪnd] 美 [blaɪnd]

adj. 失明的;盲目的

vt. 使失明;使失去理智

blindly adv. 盲目地

blindness n. 失明

attract
英 [əˈtrækt] 美 [əˈtrækt]

vt. 吸引;引起

attractive adj. 有吸引力的;
迷人的

attractively adv. 有吸引力地

attraction n. 吸引;吸引力

·210·



L
ist4

给自己点赞的是: 　

需要改进的是: 　

我今天需要复习 　list(s) .

抗遗忘的途径是及时复习。 一个单词记忆 7 遍———首次记

忆,12 个小时后、1 天后、2 天后、4 天后、7 天后和 15 天后复

习———就可以保持长久的记忆啦!

List 4

double
英 [ˈdʌbl] 美 [ˈdʌbl]

adj. 成双的;两倍的;双重的

adv. 成对地

n. 两倍;双打(尤指网球)
vt. 使……加倍;折叠

vi. 加倍

blouse
英 [ˈblaʊz] 美 [blaʊs]

n. (女士)短上衣;衬衫

college
英 [ˈkɒlɪdʒ] 美 [ˈkːlɪdʒ]

n. (英国) 学院;(美国) 大

学;高等职业学院

climb
英 [klaɪm] 美 [klaɪm]

vt. 攀登,爬
vi. 爬;上升

n. 爬;升值

climbing n. 登山运动

climber n. 攀登者

crop
英 [krɒp] 美 [krːp]

n. 农作物;收成

dress
英 [dres] 美 [dres]

n. 连衣裙;礼服

vt. 打扮;穿着;给……穿衣

vi. 穿衣服;穿正式服装

undress vt. 给……脱衣服;
vi. 脱衣服

dressed adj. 穿着衣服

check
英 [tʃek] 美 [tʃek]

vt. 检查;在……上打钩;制
止,抑制

vi. 核实;查核

n. 检查;审查

corner
英 [ˈkɔːnə(r)]美 [ˈkɔːrnə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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