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遗忘速记. 新课标高中英语词汇 / 陈秀波主编
.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20.11
　 　 ISBN 978 7 5628 6319 9

　 　 Ⅰ. ①抗…　 Ⅱ. ①陈…　 Ⅲ. ①英语 词汇 高中 教
学参考资料　 Ⅳ. ①G634.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194338号

策划编辑 / 吴纤尘

责任编辑 / 吴纤尘

装帧设计 / 视界创意

出版发行 /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梅陇路 130 号,200237
电话: 021 64250306
网址: www.ecustpress.cn
邮箱: zongbianban@ecustpress.cn

印　 　 刷 /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mm×1092 mm　 1 / 32
印　 　 张 / 11
字　 　 数 / 359 千字

版　 　 次 / 202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20 年 11 月第 1 次

定　 　 价 / 39.9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为了以最快的速度记忆高考词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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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课标高中英语词汇》可以是最佳

选择。

《抗遗忘速记: 新课标高中英语词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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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词汇按照字母顺序分成 4 部分,每个部分乱

序分为 15 组,首轮记忆;然后,依照正序索引进行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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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跟着音

频做听写,学会拼写。

3. 提供复习检查表,遵循记忆规律。 复习检查表格依据艾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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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正序复习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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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拿下高考词汇!

我的计划: 开始日期　 　 　 　 　 　 年　 　 　 月　 　 　 日

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60天拿下高考词汇记录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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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41 Day 42
Day 43 Day 44 Day 45 Day 46 Day 47 Day 48
Day 49 Day 50 Day 51 Day 52 Day 53 Day 54
Day 55 Day 56 Day 57 Day 58 Day 59 Day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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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305
20 153
30 102
40 77
50 61
60 51
70 44
80 39
90 34
10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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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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List 35 List 38 List 40 List 41

Day 42 List 42 List 36 List 39 List 41 List 42

Day 43 List 43 List 37 List 40 List 42 List 43

Day 44 List 44 List 38 List 41 List 43 List 44

Day 45 List 45 List 39 List 42 List 44 List 45

Day 46 List 46 List 40 List 43 List 45 List 46

Day 47 List 47 List 41 List 44 List 46 List 47

Day 48 List 48 List 42 List 45 List 47 List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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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内容 复　 习　 内　 容 完成情况

Day 49 List 49 List 43 List 46 List 48 List 49

Day 50 List 50 List 44 List 47 List 49 List 50

Day 51 List 51 List 45 List 48 List 50 List 51

Day 52 List 52 List 46 List 49 List 51 List 52

Day 53 List 53 List 47 List 50 List 52 List 53

Day 54 List 54 List 48 List 51 List 53 List 54

Day 55 List 55 List 49 List 52 List 54 List 55

Day 56 List 56 List 50 List 53 List 55 List 56

Day 57 List 57 List 51 List 54 List 56 List 57

Day 58 List 58 List 52 List 55 List 57 List 58

Day 59 List 59 List 53 List 56 List 58 List 59

Day 60 List 60 List 54 List 57 List 59 List 60

Day 61 List 55 List 58 List 60

Day 62 List 56 List 59

Day 63 List 57 List 60

Day 64 List 58

Day 65 List 59

Day 66 List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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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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001






























List 1
006 List 2
011 List 3
017 List 4
024 List 5
030 List 6
036 List 7
042 List 8
048 List 9
055 List 10
061 List 11
069 List 12
075 List 13
080 List 14
084 List 15

Part Two
090






























List 16
094 List 17
099 List 18
104 List 19
109 List 20
114 List 21
118 List 22
123 List 23
127 List 24
131 List 25
136 List 26
140 List 27
145 List 28
149 List 29
154 Lis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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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hree
159






























List 31
163 List 32
167 List 33
172 List 34
177 List 35
182 List 36
186 List 37
191 List 38
196 List 39
202 List 40
207 List 41
212 List 42
217 List 43
222 List 44
228 List 45

Part Four
233






























List 46
238 List 47
244 List 48
249 List 49
255 List 50
260 List 51
265 List 52
270 List 53
274 List 54
280 List 55
285 List 56
290 List 57
295 List 58
301 List 59
306 List 60

312



附录　 词汇正序索引

扫码关注,发送“6319”获取完整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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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1

Part One

List 1

a
英 [ə; eɪ] 美 [ə; eɪ]

art. 一;每一;有个(辅音音

素前)

anything
英 [ˈeniɪ] 美 [ˈeniɪ]

pron. 任何事物;随便什么事

物;重要事物

cake
英 [keɪk] 美 [keɪk]

vt. 覆盖

vi. 结成硬块

n. 糕饼,蛋糕;饼状食物

pancake n. 烙饼,薄饼

between
英 [bɪˈtwiːn]

美 [bɪˈtwiːn]

adv. 在中间,当中

prep. 在……中间;介于……
之间

chew
英 [tʃuː] 美 [tʃuː]

vt. 咀嚼

vi. 咀嚼

n. 咀嚼;口香糖

college
英 [ˈkɒlɪdʒ] 美 [ˈkːlɪdʒ]

n. 学院;大学

apple
英 [ˈæpl] 美 [ˈæpl]

n. 苹果

building
英 [ˈbɪldɪ] 美 [ˈbɪldɪ]

n. 建筑物;建筑业

bleed
英 [bliːd] 美 [bliːd]

vi. 流血

(bled, bled, bleeding)

anyway
英 [ˈeniweɪ] 美 [ˈeniweɪ]

adv. 而且;尽管;总之;至少

amuse
英 [əˈmjuːz] 美 [əˈmjuːz]

vt. 逗笑;(使)娱乐

amusement n. 愉悦;娱乐活动

amusing adj. 逗人笑的

amused adj. 觉得好笑的

capacity
英 [kəˈpæsəti]
美 [kəˈpæsəti]

n. 容量;领悟 (或理解、办

事)能力;生产能力

incapacity n. 无能力;卧病

overcapacity n. 生产能力过剩

climate
英 [ˈklaɪmət] 美 [ˈklaɪmə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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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气候;气候区;环境氛围

microclimate n. (尤指有别

于周围地区的)小气候

climatic adj. 与某一地区气

候有关的

airline
英 [ˈeəlaɪn] 美 [ˈerlaɪn]

n. 航空公司

community
英 [kəˈmjuːnəti]

美 [kəˈmjuːnəti]

n. 社区;社团;共享;群落

commune vi. 与……默默分

享情感(或沟通、交融)
n. 群体,公社

communal adj. 共有的,共用

的

arrest
英 [əˈrest] 美 [əˈrest]

vt. 逮捕;吸引(注意)
n. 逮捕

arresting adj. 引人注意的;
很有吸引力的

characteristic
英 [ˌkærəktəˈrɪstɪk]

美 [ˌkærəktəˈrɪstɪk]

n. 特征;品质

adj. 典型的;独特的

August
英 [ˈɔːəst] 美 [ˈɔːəst]

n. 八月

careless

英 [ˈkeələs] 美 [ˈkerləs]

adj. 不小心的;粗心造成的;
无忧无虑的;淡漠的

carbon
英 [ˈkːbən] 美 [ˈkːrbən]

n. 碳;复写纸

complicated
英 [ˈkɒmplɪkeɪtɪd]

美 [ˈkːmplɪkeɪtɪd]

adj. 复杂的;难懂的

complicate vt. 使复杂化

uncomplicated adj. 简单的;
率真的;不混乱的

ambition
英 [æmˈbɪʃn] 美 [æmˈbɪʃn]

n. 追求的目标;野心

average
英 [ˈævərɪdʒ]

美 [ˈævərɪdʒ]

vt. 平均为;计算出……的平

均数

n. 平均数;平均水平

adj. 平均的;正常的;普通的

banana
英 [bəˈnːnə] 美 [bəˈnænə]

n. 香蕉

Christmas
英 [ˈkrɪsməs] 美 [ˈkrɪsməs]

n. 圣诞节;圣诞节期间

Christ n. 基督

Christian n. 基督教徒

adj. 基督教的;基督教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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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的

Christianity n. 基督教

about
英 [əˈbaʊt] 美 [əˈbaʊt]

adv. 大约;几乎;到处;附近

prep. 关 于; 为 了; 忙 于;
在……各处;在……附近;
围绕

bother
英 [ˈbɒðə(r)]
美 [ˈbːðər]

vt. 使(某人)烦恼(或担忧、
不安);打扰

vi. 花费时间精力(做某事)
n. 麻烦;令人烦恼的情况

(或事物、人)
bothersome adj. 引起麻烦的

add
英 [æd] 美 [æd]

vt. 增加;补充说

vi. 加

commitment
英 [kəˈmɪtmənt]
美 [kəˈmɪtmənt]

n. 承诺;奉献;已承诺(或同

意)的事;(资金、时间、人力

的)花费

alcohol
英 [ˈælkəhɒl]
美 [ˈælkəhɔːl]

n. 含酒精饮料;酒;乙醇

alcoholic adj. 酒精的;含酒

精的

candy
英 [ˈkændi] 美 [ˈkændi]

n. 糖果;巧克力;一块糖(或
巧克力)
candied adj. 蜜饯的; 糖 煮

的;糖制的

autumn
英 [ˈɔːtəm] 美 [ˈɔːtəm]

n. 秋天(美 fall)

able
英 [ˈeɪbl] 美 [ˈeɪbl]

adj. 能;有才能的

enable vt. 使能够;使有机会

disable vt. 使丧失能力;使伤

残;使无效;使不能运转

disabled adj. 丧失能力的;有
残疾的

unable adj. 未能;无法

coat
英 [kəʊt] 美 [koʊt]

vt. 给……涂上一层;用……
覆盖

n. 外套;动物皮毛;涂料层

coating n. (薄的)覆盖层

overcoat n. 长大衣

undercoat n. 内涂层

candidate
英 [ˈkændɪdət]

美 [ˈkændɪdət]

n. 候选人;应试者

candidacy n. 候选人的资格

(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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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the
英 [briːð] 美 [briːð]

vt. 呼吸;呼出;低声说;充

满,散发(某种感情或品质)
vi. 呼吸;低声说;透气

breathing n. 呼吸

breathable adj. 透气的

communication
英 [kəˌmjuːnɪˈkeɪʃn]

美 [kəˌmjuːnɪˈkeɪʃn]

n. 表达;交流;通信;信息

communicative adj. 乐意沟

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 (尤

指用外语)

complain
英 [kəmˈpleɪn]

美 [kəmˈpleɪn]

vt. 抱怨;投诉

vi. 抱怨;投诉

complaint n. 抱怨;投诉;疾病

calm
英 [kːm] 美 [kːm]

vt. 使平静

n. 平静的时期;宁静的状

态;泰然自若

adj. 镇静的;风平浪静的;无
风的

bear
英 [beə(r)] 美 [ber]

vt. 承受;承担责任;心怀(感
情,尤指坏心情);支撑;携
带;生(孩子);结(果实)

(bore, borne, bearing)
n. 熊
bearing n. 影响;姿态;轴承

bearer n. 持……者;传达消

息者

bearable adj. 可忍受的

advertisement
英 [ədˈvɜːtɪsmənt]

美 [ˌædvərˈtaɪzmənt]

n. 广告;广告(样)品;广告

活动

boost
英 [buːst] 美 [buːst]

vt. 使增长

n. 激励;增长;(从后面的)
向上一推

booster n. 助推器;加强剂

量;帮助(或激励、改善)……
的事物

absorb
英 [əbˈzɔːb] 美 [əbˈzɔːrb]

vt. 吸收;使并入;理解;吸引

全部注意力;承担

absorbed adj. 专心致志的

absorption n. 吸收;并入;专
心致志

article
英 [ˈːtɪkl] 美 [ˈːrtɪkl]

n. (报刊上的)文章;(协议、
契约的)条款;物件;冠词

approve
英 [əˈpruːv] 美 [əˈpruː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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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批准,通过 (计划、要求

等);核准

vi. 赞成,同意

disapprove vi. 不赞同

approval n. 赞成,同意;批准

clever
英 [ˈklevə(r)] 美 [ˈklevər]

adj. 聪明的;熟练的;精巧

的;油腔滑调的

absence
英 [ˈæbsəns] 美 [ˈæbsəns]

n. 缺乏;缺席

comprise
英 [kəmˈpraɪz]
美 [kəmˈpraɪz]

vt. 包含;由……组成

choose
英 [tʃuːz] 美 [tʃuːz]

vt. 选择;宁愿

vi. 选择

(chose, chosen, choosing)
choosy adj. 精挑细选的;爱
挑剔的

classroom
英 [ˈklːsruːm]
美 [ˈklæsruːm]

n. 教室;课堂

already
英 [ɔːlˈredi] 美 [ɔːlˈredi]

adv. 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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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pt
英 [əˈdɒpt] 美 [əˈdːpt]

vt. 收养;采用(某方法);表
决采纳(建议、政策等)
adoption n. 采用;收养

adoptive adj. 有收养关系的

ambulance
英 [ˈæmbjələns]

美 [ˈæmbjələns]

n. 救护车

appropriate
英 v. [əˈprəʊprieɪt]

adj. [əˈprəʊpriət]

美 v. [əˈproʊprieɪt]

adj. [əˈproʊpriət]

vt. 挪用;拨(专款等)
adj. 合适的,恰当的

misappropriate vt. 私吞,挪用

appropriation n. 挪用;拨(专)
款;(尤指政府、公司的) 所

拨款项

aboard
英 [əˈbɔːd] 美 [əˈbɔːrd]

adv. 在(飞机、火车、船)上
prep. 在(飞机、火车、船)上

breakfast
英 [ˈbrekfəst]

美 [ˈbrekfəst]

vi. 吃早餐

n. 早餐

bill
英 [bɪl] 美 [bɪl]

vt. 开 账单; 把 ( 某人或某

事)宣传为……;宣布……
将做某事

n. 账单;钞票;议案;(剧院

等的)节目单;广告

billing n. (演员表上的) 排

名;营业额

clerk
英 [klːk] 美 [klɜːrk]

vi. 当职员 ( 或文书、 书记

员)
n. 职员;(议会、法院等的)
书记员

bathroom
英 [ˈbːruːm]

美 [ˈbæruːm]

n. 浴室;卫生间

commit
英 [kəˈmɪt] 美 [kəˈmɪt]

vt. 做 出 ( 错事); 犯罪; 承

诺;忠于(某个人、机构等);
全心全意投入(工作、活动

等);花(钱或时间)

battle
英 [ˈbætl] 美 [ˈbætl]

vi. / vt. 搏斗;奋斗;斗争

n. 战役;斗争;奋斗

battlefield n. 战场;争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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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英 [tʃɜːtʃ] 美 [tʃɜːrtʃ]

n. 教堂;礼拜;基督教教派

churchy adj. 表现得热衷教

会活动的;恪守教会仪式的

arrow
英 [ˈærəʊ] 美 [ˈæroʊ]

n. 箭;箭号

call
英 [kɔːl] 美 [kɔːl]

vt. 给……命名;把……看

作;召唤;打电话叫;召 (至

某处)
vi. 大声呼叫;打电话;(短暂

的)访问

caller n. 打电话者;来访者

calling n. 使命感;事业

recall vt. 回忆起,使想起;召
回,收回

n. 记忆力;召回令

comic
英 [ˈkɒmɪk] 美 [ˈkːmɪk]

n. 喜剧演员;(尤指儿童看

的) 连环画杂志; (报章上

的)连环漫画栏

adj. 滑稽的;喜剧的

comical adj. 滑稽可笑的;奇
特有趣的

candle
英 [ˈkændl] 美 [ˈkændl]

n. 蜡烛

basis

英 [ˈbeɪsɪs] 美 [ˈbeɪsɪs]

n. 原因;准则;基础

(pl. bases)

conclusion
英 [kənˈkluːʒn]

美 [kənˈkluːʒn]

n. 结论;结局;签订

conclusive adj. 结论性的;不
容置疑的

African
英 [ˈæfrɪkən] 美 [ˈæfrɪkən]

n. 非洲人

adj. 非洲的

barbecue
英 [ˈbːbɪkjuː]

美 [ˈbːrbɪkjuː]

vi. / vt. (在烤架上)烧烤

n. (户外烧烤用的)烤架;户
外烧烤

amount
英 [əˈmaʊnt]

美 [əˈmaʊnt]

vi. 总计;相当于

n. 金额;数量

assume
英 [əˈsjuːm] 美 [əˈsuːm]

vt. 假 定; 承担 ( 责任); 就

(职);取得(权力);呈现(外
观、样子);假装

assumed adj. 假定的,假设的

assuming conj. 假设……为

真,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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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e
英 [eɪk] 美 [eɪk]

vi. 疼痛;渴望

n. (身体某部位的)疼痛

achy adj. 隐痛不止的

adult
英 [ˈædʌlt; əˈdʌlt]
美 [ˈædʌlt; əˈdʌlt]

n. 成年人;成年动物

adj. 成年的;(智力、思想、行
为)成熟的;仅限成人的

ashamed
英 [əˈʃeɪmd] 美 [əˈʃeɪmd]

adj. 惭愧的;羞愧的;尴尬的

shame vt. 使羞愧;使丢脸

n. 羞耻;羞耻心;令人惋惜

的事;耻辱

shameful adj. 可耻的;丢脸的

shameless adj. 无耻的;不要

脸的

admire
英 [ədˈmaɪə(r)]
美 [ədˈmaɪər]

vt. 钦佩;欣赏

admiration n. 钦佩;赞赏;羡
慕

admirable adj. 可钦佩的;值
得赞赏的;令人羡慕的

belt
英 [belt] 美 [belt]

vt. 猛击;用带子系住

vi. 飞奔;飞驰

n. 腰带;传送带;地带;猛击

boxing
英 [ˈbɒksɪ] 美 [ˈbːksɪ]

n. 拳击(运动)

card
英 [kːd] 美 [kːrd]

n. 纸板;(尤指显示个人资

料的) 卡片;银行卡;贺卡;
纸牌

comedy
英 [ˈkɒmədi] 美 [ˈkːmədi]

n. 喜剧;滑稽

comedian n. 喜剧演员;滑稽

演员

artificial
英 [ˌːtɪˈfɪʃl]

美 [ˌːrtɪˈfɪʃl]

adj. 人造的;非自然的;虚假

的

artifice n. 诡计;奸计

blackboard
英 [ˈblækbɔːd]

美 [ˈblækbɔːrd]

n. 黑板

better
英 [ˈbetə(r)] 美 [ˈbetər]

vt. 胜过;(通过教育、更好的

工作等)改进社会地位

n. 较好者

adj. 较好的;能力更强的;更
适合的;(病势)好转的

adv. 更好;较大程度地;更
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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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nture
英 [ədˈventʃə(r)]
美 [ədˈventʃər]

n. 冒险经历;大胆开拓

adventurer n. 冒险家;投机

分子

misadventure n. 意外致死;
不幸遭遇

adventurous adj. 有冒险精神

的;(指事物、方法、思想)新
奇的;刺激不断的

beef
英 [biːf] 美 [biːf]

vi. 大发牢骚

n. 牛肉;牢骚

beefy adj. 高大的;肥胖的

cash
英 [kæʃ] 美 [kæʃ]

vt. 兑现支票

n. 现金;(任何形式的)金钱

cashless adj. 不用现金的

cashier n. 出纳员

chest
英 [tʃest] 美 [tʃest]

n. 胸部;大箱子

chesty adj. 患胸部疾病的

cold
英 [kəʊld] 美 [koʊld]

n. 寒冷;感冒

adj. 寒冷的;冷却的;冷漠

的;冷色的

adv. 突然;彻底;毫无准备

地

coldness n. 寒冷;冷淡

column
英 [ˈkɒləm] 美 [ˈkːləm]

n. 柱;柱形物;(书、报纸等

印刷页上的)栏;(报刊的)
专栏;纵行;(人或车辆排成

行移动的)长列

columnist n. 专栏作者

adorable
英 [əˈdɔːrəbl]
美 [əˈdɔːrəbl]

adj. 可爱的

brother
英 [ˈbrʌðə(r)]
美 [ˈbrʌðər]

n. 兄弟;同事

brotherhood n. 兄弟关系;手
足情谊

stepbrother n. 同父异母或同

母异父的兄弟

brotherly adj. 兄弟的,兄弟

般的

absolutely
英 [ˈæbsəluːtli]
美 [ˈæbsəluːtli]

adv. 绝对地;极其;当然

absolute adj. 绝对的;确实

的;肯定的;(法律判决) 最

终的;不受约束的

cafeteria
英 [ˌkæfəˈtɪəriə]
美 [ˌkæfəˈtɪriə]

n. 自助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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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xiety
英 [æˈzaɪəti]
美 [æˈzaɪəti]

n. 焦虑;害怕;渴望

budget
英 [ˈbʌdʒɪt] 美 [ˈbʌdʒɪt]

vi. / vt. 谨慎花钱;把……编

入预算

n. 预算

adj. 价格低廉的;花钱少的

budgetary adj. 预算的

committee
英 [kəˈmɪti] 美 [kəˈmɪti]

n. 委员会

subcommittee n. (委员会内

的)小组委员会

behaviour
英 [bɪˈheɪvjə(r)]
美 [bɪˈheɪvjər]

(美 behavior)
n. 行为;举止;态度

belief
英 [bɪˈliːf] 美 [bɪˈliːf]

n. 相信;信念;信仰

disbelief n. 不信,怀疑

unbelief n. (对上帝的)不相

信;无(宗教)信仰

bat
英 [bæt] 美 [bæt]

vt. 用球棒击球;挥打

vi. 用球棒击球

n. 球棒;蝙蝠

anybody
英 [ˈenibɒdi]
美 [ˈenibːdi]

pron. 任何人;随便哪个人;
重要人物

adjust
英 [əˈdʒʌst] 美 [əˈdʒʌst]

vt. 调整;适应;整理

vi. 适应;习惯

adjustment n. 调整;适应

background
英 [ˈbækraʊnd]

美 [ˈbækraʊnd]

n. 出身背景;学历;(事态发

展等的) 背景;后景;幕后;
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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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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rcus
英 [ˈsɜːkəs] 美 [ˈsɜːrkəs]

n. 马戏团;马戏表演;引人

注意的人(或事)

clock
英 [klɒk] 美 [klːk]

vt. 达到(某时间或速度);
测……的速度;注意到;认出

n. 时钟

clockwise adj. / adv. 顺时针

方向(的)

clap
英 [klæp] 美 [klæp]

vt. 鼓掌,拍手; (常指友好

地)轻拍某人的背(或肩);
急速放置

vi. 鼓掌,拍手

n. 鼓掌;拍手声;砰然巨响

competence
英 [ˈkɒmpɪtəns]

美 [ˈkːmpɪtəns]

n. 能力;胜任;(法庭、机构

或人的)权限;技能

competency n. = competence
incompetence n. 不胜任

competent adj. 足以胜任的;
合格的;有决定权的

achieve
英 [əˈtʃiːv] 美 [əˈtʃiːv]

vt. (凭长期努力)达到(某
目标、地位、标准);完成

vi. 成功

achievable adj. 可以完成的

overachieve vi. 完成得比预

期更好

underachieve vi. 未充分发挥

arise
英 [əˈraɪz] 美 [əˈraɪz]

vi. (尤指问题或困境) 发

生;(由……)引起;出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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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奋起斗争

(arose, arisen, arising)
riser n. (习惯于早或晚)起

床的人;楼梯的踏步竖板

rising n. 起义;叛乱

body
英 [ˈbɒdi] 美 [ˈbːdi]

n. 身体;躯干;尸体;(尤指

建筑、车辆或书、文章等的)
主体;团体;大量;物体

bodily adj. 人体的;身体的

adv. 移动全身地;整个地

antibody n. 抗体

after
英 [ˈːftə(r)] 美 [ˈæftər]

adj. 后来的;以后的

adv. 后来;以后

prep. 在……后;跟随;与……
对比;尽管;追捕;关于;模仿

bag
英 [bæg] 美 [bæ]

vt. 把……装进袋子;捕杀;
得分;抢占;批评

n. (尤指商店用的)纸袋,塑
料袋;手提包;一袋(的量)
baggy adj. 宽松的

America
英 [əˈmerɪkə]

美 [əˈmerɪkə]

n. 美国;美洲(包括北美和

南美洲)

bright

英 [braɪt] 美 [braɪt]

n. (车辆的)前大灯,头灯

adj. 明亮的;快活而生气勃

勃的;聪明的;有希望的

adv. 光亮地;明亮地

brighten vt. 使明亮,使色彩

鲜艳;使快活起来;使增添

乐趣,使有希望;使更美丽

vi. 明 亮,色 彩 鲜 艳;快 活

起来;增添乐趣,有希望;
放晴

battery
英 [ˈbætəri] 美 [ˈbætəri]

n. 电池;一系列;排炮;层架

式饲养笼

carrot
英 [ˈkærət] 美 [ˈkærət]

n. 胡萝卜;(为说服人做事

所许诺的)酬报,好处

angle
英 [ˈæl] 美 [ˈæl]

vt. 斜移;以(某角度)报道

n. 角;斜角;角度;观点

bread
英 [bred] 美 [bred]

n. 面包

bicycle
英 [ˈbaɪsɪkl] 美 [ˈbaɪsɪkl]

vi. 骑自行车

n. 自行车

bicyclist n. 骑车者

ch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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