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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上)配套英语单词

Unit 1 高考文章话题：冒险

saw [sɔː] n＆vt＆vi 锯

rope [rəʊp] n 绳；索；绳索

compass [ˈkʌmpəs] n 罗盘；指南针

movie [ˈmuːvi] n 电影

cast [kɑːst, kæst] vt＆vi 投掷；投射；抛

survive [səˈvaɪv] vt 幸免于，从中生还 vi 幸存

deserted [dɪˈzɜːtɪd] adj 荒芜的；荒废的

share [ʃeə] vt＆vi 分享；共有；分配 n 共享；份额

sorrow [ˈsɒrəʊ] n 悲哀；悲痛

feeling [ˈfiːlɪŋ] n 触觉；知觉；感觉；情绪

airplane [ˈeəpleɪn] n 飞机

parachute [ˈpærəʃuːt] n 降落伞

lie [laɪ] n 谎话；谎言

speech [spiːtʃ] n 演说；讲话；语音

adventure [ədˈventʃə, æd-] n＆vt＆vi 冒险；冒险经历

notebook [ˈnəʊtbʊk] n 笔记本；笔记本式电脑

scared [skeəd] adj 恐惧的

formal [ˈfɔːml] adj 正式的；正规的

error [ˈerə] n 错误；差错

honest [ˈɒnɪst] adj 诚实的；正直的

brave [breɪv] adj 勇敢的

loyal [ˈlɔɪəl] adj 忠诚的；忠心的

wise [waɪz] adj 英明的；明智的；聪明的

handsome [ˈhænsəm]adj 英俊的；大方的；美观的

smart [smɑːt] adj 聪明的；漂亮的；敏捷的

argue [ˈɑːɡjuː] vt 争论；辩论

solution [səˈluːʃn] n 解答；解决办法；解决方案

classical [ˈklæsɪkl] adj 古典的；古典文学的

match [mætʃ] n 火柴

mirror [ˈmɪrə] n 镜子

fry [fraɪ] vt＆vi 油煎；油炸

gun [ɡʌn] n 炮；枪

hammer [ˈhæmə] n 锤子；槌

e-pal ['ɪ 'pæl] n 网友

hunt [hʌnt] vt＆vi＆n 打猎；猎取；搜寻

hunt for 搜索，追寻；寻找

in order to 为了

fond [fɒnd] adj 喜爱的；多情的；喜欢的

fond of 喜欢；爱好

care about 担心；关心

such as 例如

drop sb a line 给某人写信(通常指写短信)

Unit 2 高考文章话题：异国体验

equal [ˈiːkwəl] adj 相等的；胜任的 vt 等于；比得上

government [ˈɡʌvənmənt] n 政府；内阁

situation [ˌsɪtʃuˈeɪʃn] n 情形；境遇；(建筑物等的)位置

international [,intə'næʃənəl] adj 国际的；世界的

organization [,ɔ:ɡənai'zeiʃən] n 组织；机构；团体

trade [treɪd] n 贸易；商业

tourism [ˈtʊərɪzəm] n 旅游；观光

global [ˈɡləʊbl] adj 全球的；球形的

communicate [kəˈmjuːnɪkeɪt] vi 交际；沟通；传达

communication [kəˌmjuːnɪˈkeɪʃn] n 交流；通讯；通信

exchange [ɪksˈtʃeɪndʒ] vt＆n 交换；交流；兑换

service [ˈsɜːvɪs] n 服务；服务性工作

signal [ˈsɪɡnəl] n 信号

movement [ˈmuːvmənt] n 运动；动作；运转

peg [peɡ] n 钉；栓；桩

commander [kəˈmɑːndə] n 司令官；指挥官

tidy [ˈtaɪdi] vt＆vi 整理 收拾 adj 整齐的；整洁的

stand [stænd] n 台；看台；摊，摊位

bathroom [ˈbɑːθruːm] n 浴室；盥洗室；厕所

towel [ˈtaʊəl] n 毛巾

landlady [ˈlændleɪdi] n 女房东；老板娘

closet [ˈklɒzɪt] n 壁橱；储藏室

pronounce [prəˈnaʊns] v 发音；宣告；断言

broad [brɔːd]adj 宽的

repeat [rɪˈpiːt] vt＆vi 重做；重复；复述 n 重复；反复

ketchup [ˈketʃəp] n 番茄酱；番茄沙司

majority [məˈdʒɒrəti] n 多数 ；大半

native ['neitiv] adj 本国的；本地的 n 本地人；本国人

independent [ˌɪndɪˈpendənt]adj 独立自主的

fall [fɔːl] n 秋天；瀑布

expression [ɪkˈspreʃn] n 短语；表情

typhoon [taɪˈfuːn] n 台风

tornado [tɔːˈneɪdəʊ] n 旋风；龙卷风

publish [ˈpʌblɪʃ] vt 发表；出版；公布

southern [ˈsʌðən] adj 南方的；南部的

statement [ˈsteɪtmənt] n 陈述；声明；综述

president [ˈprezɪdənt] n 总统；校长；行长；会长

howl [haʊl] vi＆n 嚎叫；怒吼；号哭

cookbook [ˈkʊkbʊk] n 食谱

compare [kəmˈpeə] vt 比较

replace [rɪˈpleɪs] vt 替换

Spanish [ˈspænɪʃ] n西班牙语；西班牙人 adj西班牙(人、语)的

Pakistan [ˌpɑ:kisˈtɑ:n] n 巴基斯坦(南亚国家)

Nigeria [naɪˈdʒɪərɪə] n 尼日利亚(非洲国家)

The Philippines [ˌfɪlə'pi:nz] n 菲律宾；菲律宾群岛

the United Kingdom 英国

European [ˌjʊərəˈpi:ən] adj 欧洲的；欧洲人的

tongue [tʌŋ] n 舌头；语言；口语

mother tongue 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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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ˈtəʊtl] n 总数；合计 adj 总的；全部的；整个的

in total 总共

stay up 不睡，熬夜

come about 发生

except [ik'sept] conj 除了

except for 除了…之外

make oneself at home 别客气

bring in 引进；引来

a great many 许许多多；极多

end up with 以…告终

Unit 3 高考文章话题：旅行和运动

equipment [ɪˈkwɪpmənt] n 装备；设备

simple [ˈsɪmpl] adj 简单的

backpack [ˈbækpæk] n 背包

tip [tɪp] n 指点；忠告；尖端；小费

spider [ˈspaɪdə] n 蜘蛛

poisonous [ˈpɔɪzənəs] adj 有毒的；有害的；恶毒的

cellphone [ˈselfəʊn] n 手机

paddle [ˈpædl] vi 划桨 涉水 vt 用桨划 n 短桨 划桨

stream [striːm] n 溪；川；流

normal [ˈnɔːml] adj 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 正规；常态

excitement [ɪkˈsaɪtmənt] n 刺激；兴奋；激动

adventurous [ədˈventʃərəs] adj 喜欢冒险的；充满危险的

handle [ˈhændl] vt 操作；处理 n 柄；把手

consider [kənˈsɪdə] vt 考虑；照顾；认为

means [miːnz] n 手段；方法

transportation [ˌtrænspɔːˈteɪʃn] n 运输；运送

board [bɔːd] n 上(船、飞机等)

destination [ˌdestɪˈneɪʃn] n 目的地

experience [ɪkˈspɪəriəns] vt＆n 体验；经历；经验

simply [ˈsɪmpli]adv 仅仅；只不过；简单地；完全；简直

raft [rɑːft, ræft] vi 乘筏 n 木筏

vacation [veɪˈkeɪʃn , vəˈ-] n 假期；休假

nature [ˈneɪtʃə] n 自然；自然界；本性

basic [ˈbeɪsɪk] adj 基本的 n 基本；要素

similarity [ˌsɪməˈlærəti] n 类似；类似处

particular [pəˈtɪkjələ] adj 特别的；特殊的

poison [ˈpɔɪzn] n 毒药；毒害 vt＆vi 毒害；投毒

separate [ˈsepəreɪt] adj 单独的；分开的 vt 分开；隔离

combine [kəmˈbaɪn] vt＆vi (使)联合；(使)结合

responsibly [rɪˈspɒnsəbli] adv 负责地

task [tɑːsk, tæsk] n 任务；作业

unpack [ˌʌnˈpæk] vt＆vi 打开(包裹、行李等)卸货

eco-travel ['i:kəʊtr'ævl] n 生态旅游

watch out 注意；当心

protect [prəˈtekt] v 保护

protect sb/sth from 保护、保卫某人(某事物)

get away from 逃离

see sb off (到火车站、飞机场等处)为某人送行

on the other hand 另一方面

as well as 也；还；而且

Unit 4 高考文章话题：灾难和遗迹

unforgettable [ˌʌnfəˈɡetəbl] adj 难忘的

seismograph [ˈsaɪzməɡrɑːf] n 地动仪；测震仪

king [kɪŋ] n 国王

host [həʊst] vt 主办或主持某活动 n 主人

scare [skeə] vt 恐吓 vi 受惊吓

disaster [dɪˈzɑːstə] n 灾难；灾祸

finally [ˈfaɪnəli] adv 最后；终于

rescue [ˈreskjuː] n＆vt 援救；营救

roar [rɔː] n 轰鸣；咆哮；怒号

advance [ədˈvɑːns] vt＆vi 前进 提前 n 前进；提升

upon [əˈpɒn] prep 在…之上

seize [siːz] vt 抓住；逮住；夺取

swallow [ˈswɒləʊ] vt 咽；淹没；吞没 n 吞咽；燕子

drag [dræɡ] vt 拖；拖曳

struggle [ˈstrʌɡl] vi 努力；挣扎；奋斗 n 竞争；努力；奋斗

fight [faɪt] vi 搏斗；斗争；争吵

flow [fləʊ] n＆vi 流动

fright [fraɪt] n 惊骇；吃惊

shake [ʃeɪk] n ＆vt 震动；颤抖 vt 摇动；摇

stair [steə] n (阶梯的)一级；楼梯

boom [buːm] n 隆隆声 vt＆vi 发隆隆声

strike [straɪk] vt＆vi 击打；打动

crack [kræk] vi 发破裂声；噼啪地响

destroy [dɪˈstrɔɪ] vt 摧毁；毁坏

tower [ˈtaʊə] n 塔；城堡

national [ˈnæʃnəl] adj 国家的；民族的

deadline [ˈdedlaɪn] n 截止时间；最终期限

fear [fɪə] n 害怕；担心 vt＆vi 害怕；畏惧

opportUnity [ˌɒpəˈtjuːnəti] n 机会；时机

article [ˈɑːtɪkl] n 文章；论文

couch [kaʊtʃ] n (坐卧两用的)长沙发

workaholic [ˌwɜːkəˈhɒlɪk] n 工作狂

temple [ˈtempl] n 庙；寺；神殿

touch [tʌtʃ] vt＆vi 触摸；(使)接触；感动 n 接触；联系

naughty [ˈnɔːti] adj 顽皮的；淘气的

peanut [ˈpiːnʌt] n 花生

note [nəʊt] n 笔记；注释；纸币

Buddha [ˈbʊdə] n 佛；佛像；佛陀

agent [ˈeɪdʒənt] n 代理(商)；经纪人

travel [ˈtrævl] n&v 旅行

travel agent 旅行社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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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place 发生；产生

on fire 失火

pull sb up 把…往上曳

get on one’s feet 站立起来

on holiday 在度假

go through 通过；经受；仔细检查

Unit 5 高考文章话题：电影和电视

director [dəˈrektə] n 导演；主任；理事；董事

speed [spiːd] vt＆vi 加快；速飞；飞跑 n 速度

script [skrɪpt] n 剧本；手稿；手迹

actor [ˈæktə] n 男演员；行动者

academy [əˈkædəmi] n 学院

studio [ˈstjuːdiəʊ] n 摄影棚(场)；演播室；画室；工作室

blockbuster [ˈblɒkbʌstə] n 巨制 大片 巨型炸弹 一鸣惊人者

creature [ˈkriːtʃə] n 生物；动物

outer [ˈaʊtə] adj 外部的；外面的

adult [ˈædʌlt, əˈdʌlt] n 成人 ； 成年人

cruelty [ˈkruːəlti] n 残忍；残酷

peace [piːs] n 和平；和睦；安宁

industry [ˈɪndəstri] n 工业；行业；产业

happiness [ˈhæpinəs] n 幸福；快乐

hero [ˈhɪərəʊ] n 英雄；男主角；男主人公

scene [siːn] n 场面；情景；布景

law [lɔː] n 法律；法学；

career [kəˈrɪə] n 事业；生涯

drama [ˈdrɑːmə] n 戏剧；戏剧艺术

role [rəʊl] n 角色

actress [ˈæktrəs] n 女演员

award [əˈwɔːd] n 奖；奖品

prize [praɪz] n 奖赏；奖金；奖品

choice [tʃɔɪs] n 选择；抉择；精选品

degree [dɪˈɡriː] n 学位；度数；度；程度

stepfather [ˈstepfɑ:ðə] n 继父

accept [əkˈsept] vt 接受；认可 vi 同意；承认

icy [ˈaɪsi] adj 寒冷的；冰冷的

leader [ˈliːdə] n 领导者；指挥者；首领

determine [dɪˈtɜːmɪn] vi 决定；决心

live [laɪv] adv现场地；直播地 adj实况转播的；活的；生动的；精力充沛的

boss [bɒs] n 老板；上司

comment [ˈkɒment] n＆vt 评论；注释；意见

action [ˈækʃn] n 动作；情节；作用；举动

Oscar ['ɒskə] n 奥斯卡

Hollywood [ˈhɒliwʊd] n 好莱坞；美国电影业

Lebanon ['lebənən] n 黎巴嫩(亚洲国家)

silver [ˈsɪlvə] n 银；银子

silver screen 银幕；电影(业)

primary [ˈpraɪməri] adj 初等教育的 最早的；首要的

primary school 小学

follow-up [ˈfɒləʊ ʌp] n 后续

highly [ˈhaɪli] adv 高度地；非常

think highly of 对…高度评价

owe [əʊ] vt＆vi 欠(债等)；感激；把…归功于

owe sth to sb 把…归功于某人

on the air 正在播出的

lock sb up 将某人锁于某处不得进出；将某人监禁起来

run after 追赶

bring sb back 送回某人

take off 成功；成名；脱掉(衣服)；(飞机)起飞

go wrong 走错路，误入歧途；不对头；出毛病

in all 总共；总之

stay away 不在家；外出

Unit 6 高考文章话题：礼貌和餐桌礼仪

behave [bɪˈheɪv] vt＆vi 举动；举止；行为表现

napkin [ˈnæpkɪn] n 餐巾；餐巾纸

roll [rəʊl] n 面包圈；卷形物 vi 滚动；卷

dessert [dɪˈzɜːt] n 甜点

unfold [ʌnˈfəʊld] vt 打开；显露；阐明

lap [læp] n (坐时的)大腿前部；膝盖

damp [dæmp] adj 潮湿的

cloth [klɒθ] n 布；织物；衣料

custom [ˈkʌstəm] n 习惯；风俗

starter [ˈstɑːtə] n 第一道菜；开端；起动器

pray [prei] vi 祈祷；恳求；请

course [kɔːs] n 一道菜；过程；课程

interrupt [ˌɪntəˈrʌpt] vt＆vi 打断；中断；插嘴

apologise [ə'pɒlədʒaɪz] vi 英 = apologize(美)道歉

fault [fɔːlt] n 过错 缺点 故障 毛病 vt 挑剔 vi 弄错

introduce [ˌɪntrəˈdjuːs] vt 介绍；引进；

apology [əˈpɒlədʒi] n 道歉

forgive [fəˈɡɪv] vt 原谅；饶恕

oops [ʊps, u:ps] int 哎哟(表示惊讶 沮丧 狼狈 轻度道歉等)

culture [ˈkʌltʃə] n 文化；文明

manner [ˈmænə] n 方式；样式；方法

manners ['mænəz] n 礼貌；规矩

impression [ɪmˈpreʃn] n 印象；感想

toast [təʊst] n干杯；烤面包(片)；吐司面包 vt敬酒；烤(面包等) vi烤火；烘

breast [brest] n 胸部；胸怀

tender [ˈtendə] adj 嫩的；温柔的；软弱的

flesh [fleʃ] n 肉；(供食用的)肉；果肉

bone [bəʊn] n 骨；骨头

raise [reɪz] vt 举起；提高；唤起；饲养

sip [sɪp] vt＆vi＆n 抿一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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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ce [ədˈvaɪs] n 忠告， 建议

fashion [ˈfæʃn] n 流行；时尚；方式

formal [ˈfɔːml] adj 正式的；正规的

spirit [ˈspɪrɪt] n 烈酒(常用复数)；精神；情绪

impolite [ˌɪmpəˈlaɪt] adj 无礼的；粗鲁的

mix [mɪks] vt (使) 混合；混淆

wing [wɪŋ] n 翅膀；机翼

extra [ˈekstrə] adj 额外的；外加的；特大的

comma [ˈkɒmə] n 逗点；逗号

childhood [ˈtʃaɪldhʊd] n 孩童时期；童年时代

stare [steə] vi 凝视；盯着看

disabled [dis'eibld] adj 伤残的；残疾的

stare at 盯着

make jokes about sb 以某人为笑柄

leave out 省去；遗漏；不考虑

Unit 7 高考文章话题：历史遗迹

burn [bɜːn] vt 焚烧；烧焦；点(灯)

restore [rɪˈstɔː] vt 修复；重建

rebuild [ˌriːˈbɪld] vt 重建；复原；改造

beauty [ˈbjuːti] n 美；美景；美好的东西

photograph [ˈfəʊtəɡrɑːf] n 照片

portrait [ˈpɔːtreɪt] n 肖像；人像

recreate [ˌri:kriˈeɪt] vt 再创造 再创作 重新创造 重新创新

bronze [brɒnz] n 青铜

Unite [juˈnaɪt] vi 联合；团结

artist [ˈɑːtɪst] n 艺术家

period [ˈpɪəriəd] n 一段时间；时期

vase [vɑːz, veis] n 花瓶，瓶

stone [stəʊn] n 石；石头；宝石

damage [ˈdæmɪdʒ] vt＆n 损害；伤害

cultural [ˈkʌltʃərəl] adj 文化的

relic ['relik] n 遗物；遗迹；纪念物

pyramid [ˈpɪrəmɪd] n(古代埃及的)金字塔；锥体

statue [ˈstætʃuː] n 雕像

capsule [ˈkæpsjuːl] n 太空舱； 胶囊

represent [ˌreprɪˈzent] vt 代表； 表现

include [ɪnˈkluːd] vt 包括；包含

fairy [ˈfeəri] tale [teɪl] n 神话；童话；谎言

website [ˈwebsaɪt] n 站点；网址

ancient [ˈeɪnʃənt] adj 古代的；古老的

project [ˈprɒdʒekt] n 计划；方案；工程

brick [brɪk] n 砖；砖形物

dynasty [ˈdɪnəsti, ˈdaɪ-] n 朝代；王朝

official [əˈfɪʃl] n官员；公务员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pollution [pəˈluːʃn] n 污染；玷污

carbon [ˈkɑːbən] n 碳元素

breath [breθ] n 呼吸；气息

limit [ˈlɪmɪt] vt 限制；限定 n 界限；限度

sincerely [sɪnˈsɪəli] adv 真诚地

Neva [nevɑ:] n 涅瓦河(俄罗斯西北部河流)

St.Petersburg [senˈpi:təzbə:ɡ] 圣彼得堡(俄罗斯城市)

Czar [zɑ:] n (俄国)沙皇

Nazi [ˈnɑːtsi] n 纳粹党人

Egypt [ˈiːdʒɪpt] n 埃及

Stonehenge [ˌstəʊnˈhendʒ] n 史前巨石柱(英国)

cave [keɪv] n 洞穴；窑洞

the Chauvet Cave 肖维岩洞(法国)

dioxide [daɪˈɒksaɪd] n 二氧化物

carbon dioxide 二氧化碳

ruin [ˈruːɪn] n 废墟；遗迹；毁灭；崩溃

in ruins 成为废墟；遭到严重破坏

give in 让步；投降

set up 设立；创立

bring...back to life 使苏醒；使生动；使活泼

pull down 拆毁；摧毁；推翻

Unit 8 高考文章话题：奥运

continent [ˈkɒntɪnənt] n 大陆；陆地

athlete [ˈæθliːt] n 运动员；运动选手

gold [ɡəʊld] adj 金的；金制的 n 黄金；金币

medal [ˈmedl] n 奖章；勋章；纪念章

torch [tɔːtʃ] n 火炬

badminton [ˈbædmɪntən] n 羽毛球(运动)

tie [taɪ] vt 与…打成平局；系；扎

final [ˈfaɪnl] adj 最终的；最后的

dive [daɪv] vi 潜水

shooting [ˈʃuːtɪŋ] n 射击

weightlifting [ˈweɪtlɪftɪŋ] n 举重

wrestling [ˈreslɪŋ] n 摔跤

competitor [kəmˈpetɪtə] n 竞争者，对手；比赛者

motto [ˈmɒtəʊ] n 座右铭；格言；题词

further [ˈfɜːðə] adv (在时间或空间上)更远地

rank [ræŋk] vi 分等级；排名

gymnastics [dʒɪmˈnæstɪks] n 体操

venue [ˈvenjuː] n 比赛地点；体育比赛场馆

effect [ɪˈfekt] n 结果；后果

flame [fleɪm] n 火焰

compete [kəmˈpiːt] vi 竞争；比赛

flag [flæɡ] n 旗； 标记

profile [ˈprəʊfaɪl] n 简介(个性及生平的)简要描述

weight [weɪt] n 重力；重量

position [pəˈzɪʃn] n 位置； 职位

superstar [ˈsu:pəstɑ:] n 超级明星

point [pɔɪnt] n 得分；点；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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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 [skɪl] n 技能；技巧；熟练；巧妙

weigh [weɪ] vi 重(若干) vt 称(…重量)

professional [prəˈfeʃənl] adj专业的；职业的 n专业人员；职业运动员

title [ˈtaɪtl] n 题目；标题；称号；头衔

gesture [ˈdʒestʃə] n 手势；姿态

facial [ˈfeɪʃl] adj 面部的

Greece [griːs] n 希腊

Athens ['æθənz] n 雅典(希腊首都)

Los Angeles 洛杉矶 (美国城市)

BC (=before Christ) 公元前

AD (=Anno Doimni) 公元

rather [ˈrɑːðə] adv 相当

would rather 宁愿；宁可

prepare [prɪˈpeə] vt 准备；预备

preparation [ˌprepəˈreɪʃn] n 准备；预备

in preparation for 为…准备

well-known [ˌwel ˈnəʊn] 众所周知的；有名的；清楚明白

stand for 代表；代替；象征；支持

because of 因为；由于

speed skating 速滑

track and field 田径

take part 参加

Unit 9 高考文章话题：紧急情况

teenager [ˈtiːneɪdʒə] n (13 ~ 19岁的)青少年

image [ˈɪmɪdʒ] n 图像；肖像；形象

throughout [θruːˈaʊt] prep 遍及；贯穿

function [ˈfʌŋkʃn] n 功能；作用

add [æd] vi 加，加起来；增添

addition [əˈdɪʃn] n 增加；添加；添加物

latest [ˈleɪtɪst] adj 最近的

feature [ˈfiːtʃə] n 特征；特色

calendar [ˈkælɪndə] n 日历

item [ˈaɪtəm] n 项目 条款(消息、情报等的)一条

toothpick [ˈtu:θpɪk] n 牙签

automobile [ˈɔːtəməbiːl] n 汽车

agreement [əˈɡriːmənt] n 一致；协定

disagreement [ˌdɪsəˈɡriːmənt] n 不一致；分歧

disagree [ˌdɪsəˈɡriː] vi 不同意；不一致

absolutely [ˈæbsəluːtli] adv 绝对地；完全地

depend [dɪˈpend] vi 依靠；依赖

press [pres] vt＆vi 按；压；逼迫 n 压力；印刷；新闻

remind [rɪˈmaɪnd] vt 提醒；使想起

appointment [əˈpɔɪntmənt] n 约会；指定

behavior [bɪ'heɪvjə] n 行为；举止；习性

obey [əˈbeɪ] vt 服从；顺从

dare [deə] vt＆v.aux 敢；胆敢

emergency [iˈmɜːdʒənsi] n 紧急情况；突发事件

whatever [wɒtˈevə] pron凡是…；无论什么adj无论怎样的；无论哪一种的

dial [ˈdaɪəl] vt 拨号

unexpected [ˌʌnɪkˈspektɪd] adj 想不到的；意外的；

particular [pəˈtɪkjələ] adj 个别的；特别的

negative [ˈneɡətɪv] adj 否定的；负面的；消极的

broadband [ˈbrɔ:dbænd] adj 宽带的

clone [kləʊn] vt＆n 无性繁殖；克隆

revise [rɪˈvaɪz] vt 修订；校订；修正

interview [ˈɪntəvjuː] vt＆n 接见；会见

resource [rɪˈsɔːs , rɪˈzɔːs] n 资源；财力

department [dɪˈpɑːtmənt] n 部；局；处；科；部门；系

electricity [ɪˌlekˈtrɪsəti] n 电；电学

planet [ˈplænɪt] n 行星

wonder [ˈwʌndə] n 奇迹；惊奇

defeat [dɪˈfiːt] vt 击败；战胜 n 失败；败北

force [fɔːs] n 力量；暴力 vt 强制；促使；强迫

peaceful [ˈpiːsfl] adj 和平的；平静的；安宁的

succeed [səkˈsiːd] vi 成功；取得成功

skip [skɪp] vt＆vi 跳读；略过

clue [kluː] n 线索；提示词语

test-tube ['testtju:b] adj 在试管中发展(或生长)的

according [ə'kɔːdɪŋ] adv 依照

according to 按照；根据...所说

case n 事；病例；案例；情形

in case (of) 假设；万一

stay in touch with 与...保持联络

call for 要求；需要

take over 接收：接管

break down 毁掉；坏掉；中止

Unit 10 高考文章话题：环境保护

jungle [ˈdʒʌŋɡl] n 热带丛林

wolf [wʊlf] n 狼

hippo [ˈhɪpəʊ] n 河马

kangaroo [ˌkæŋɡəˈruː] n 袋鼠

giraffe [dʒəˈrɑːf] n 长颈鹿

environmental [ɪnˌvaɪrənˈmentl] adj 环境的

tour [tʊə] vi＆n 旅行；游历；旅游

species [ˈspiːʃiːz] n 物种

act [ækt] vt＆vi 扮演；担当；表演；表现

endangerment [ɪn'deɪndʒəmənt] n 危害；受到危险

habitat [ˈhæbɪtæt] n 生活环境；栖息地

fur [fɜː] n 毛皮；毛；软毛

antelope [ˈæntɪləʊp] n 羚羊

endanger [ɪnˈdeɪndʒə] vt 危害，使受到危险

original [əˈrɪdʒənl] adj 最初的；原始的；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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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tery [ˈbætri] n 电池

common [ˈkɒmən] adj 共同的；普遍的

ecosystem [ˈiːkəʊsɪstəm] n 生态系统

valuable [ˈvæljuəbl] adj 贵重的；有价值的

reduce [rɪˈdjuːs] vt 减少；缩减；简化

respond [rɪˈspɒnd] vi 回答；响应

amount [əˈmaʊnt] n 数量

package [ˈpækɪdʒ] n 包裹；包 vt 包装

packaging [ˈpækɪdʒɪŋ] n 包装材料

harmful [ˈhɑːmfl] adj 有害的；伤害的

flat [flæt] adj 平的；平坦的 n (英)公寓住宅；单元住宅

soda [ˈsəʊdə] n 苏打；碳酸水

material [məˈtɪəriəl] n 材料；原料

poster [ˈpəʊstə] n 海报；招贴

attractive [əˈtræktɪv] adj 吸引人的；有魅力的

topic [ˈtɒpɪk] n 话题；主题

organize [ˈɔːɡənaɪz] vt＆vi 组织；组织起来

graph [ɡræf] n 图表；曲线图

brief [briːf] adj 简洁的；扼要的

Birmingham n 伯明翰(英国城市)n 伯明翰(美国城市)

Tibetan [tɪ'betn] adj 西藏的；藏族人的 n 西藏语；西藏人；藏族人

lead [liːd , led] vt领导；率领；致使 vi通向；导致 adj领头的；领先的

lead to 导致某种结果

adapt [əˈdæpt] vt 使适应；改编

adapt to 适应(新环境等)

measure [ˈmeʒə] n 尺寸；措施 vt 测量；测度

take measures 采取措施

devote [dɪˈvəʊt] vt 投身于；献身

devote...to 献身于…；专心于…

at present 现在；目前

die out 灭绝；逐渐消失

as a result of 作为(…的)结果

in danger 在危险中；垂危

set free 释放

in the wild 在自然环境下

throw away 扔掉

make a difference 有关系；有影响

Unit 11 高考文章话题：音乐

suggestion [səˈdʒestʃən] n 提议；意见

musical [ˈmjuːzɪkl] adj 音乐的

instrument [ˈɪnstrəmənt] n 工具；器械

perform [pəˈfɔːm] vt＆vi 表演；履行；执行

performer [pəˈfɔːmə] n 表演者

rhythm [ˈrɪðəm] n 节奏；韵律

blues [bluːz] n 布鲁斯音乐；布鲁斯歌曲

characteristic [ˌkærəktəˈrɪstɪk] n 特征；特点

slave [sleɪv] n 奴隶

jazz [dʒæz] n 爵士音乐

contain [kənˈteɪn] vt 包含；容纳

rap [ræp] vi＆vt＆n 说唱

rapper [ˈræpə] n 说唱艺人；进行说唱表演的人

traditional [trəˈdɪʃənl] adj 传统的

spread [spred] vt＆vi 传播；伸展；展开

variety [vəˈraɪəti] n 多样性；种类；变化

universal [ˌjuːnɪˈvɜːsl] adj 通用的 普遍的 世界的 全体的

folk [fəʊk] adj 民间的 n 人们；亲属(复数)

guitar [ɡɪˈtɑː] n 吉他；六弦琴

record [ˈrekɔːd] vt＆vi 记录；录音 n 纪录；唱片

versus [ˈvɜːsəs] prep(=vs)对(诉讼、比赛中)；与…对决

satisfy [ˈsætɪsfaɪ] vt 满足；使满意

inner [ˈɪnə] adj 内心的；内部的；里面的

desire [dɪˈzaɪə] n 愿望；心愿；要求 vt 期望；希望；请求

emotion [ɪˈməʊʃn] n 情感；感情；情绪

process [ˈprəʊses , prəˈses] n过程 程序 方法 vt制作 加工 处理

musician [mjuˈzɪʃn] n 音乐家

totally [ˈtəʊtəli] adv 完全地；整个地

express [ɪkˈspres] vt 表达；表示

entertain [ˌentəˈteɪn] vt＆vi 使欢乐；招待；款待

intelligence [ɪnˈtelɪdʒəns] n 智力；聪明；智能

chant [tʃɑːnt] n(有节奏地、反复地)唱或喊叫的词语

hip-hop ['hɪph'ɒp] n 希荷普(音乐)

Latin [ˈlætɪn] n 拉丁文 adj 拉丁文(语)的；拉丁人的

Brasilia [brə'ziliə] 巴西利亚(巴西首都)

Buenos Aires [ˈbwenəsˈaiəriz] 布宜诺斯文利斯(阿根廷首都)

Cairo ['kaiərəu] 开罗(埃及首都)

Paris ['pærɪs] 巴黎(法国首都)

the Rolling Stones 滚石乐队

in common 共同(的)；共有(的)

turn...into 把…变成

Unit 12 高考文章话题：文学

literature [ˈlɪtrətʃə] n 文学(作品)；文艺

romantic [rəʊˈmæntɪk] adj 浪漫的；传奇式的

comedy [ˈkɒmədi] n 喜剧；喜剧性的事情

local [ˈləʊkl] adj 当地的；地方的；乡土的

exhibition [ˌeksɪˈbɪʃn] n 展览会；展览品

power [ˈpaʊə] n 能力；力量；权力

magic [ˈmædʒɪk] n 魔法；魔术；魔力 adj 用魔法或魔术的

trick [trɪk] n 诡计；恶作剧

series [ˈsɪəriːz] n 连续；系列

scar [skɑː] n 伤痕；疤痕

forehead [ˈfɔːhed] n 前额；(任何事物的)前部

miserable [ˈmɪzrəbl] adj 痛苦的 悲惨的；可怜的

treat [triːt] vt 对待；视为；治疗；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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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happy [ʌnˈhæpi] adj 不幸的；不快乐的

witchcraft [ˈwɪtʃkrɑ:ft] n 魔法；(女巫)巫术

wizardry [ˈwɪzədri] n (男巫)巫术

wizard [ˈwɪzəd] n 神汉；男巫；术士；奇才

habit [ˈhæbɪt] n 习惯

villager [ˈvɪlɪdʒə] 村民

shoulder [ˈʃəʊldə] n 肩 vt 肩负；承当

whisper [ˈwɪspə] n 耳语；私语 vt 耳语；密谈 vi 低声说

stupid [ˈstjuːpɪd] adj 愚蠢的

announcement [əˈnaʊnsmənt] n 宣告；公告；告示

character [ˈkærəktə] n 品格；特性；(小说、戏剧中的)人物

Leonardo da Vinci 列昂纳多·达·芬奇

Pablo Picasso 帕勃罗·毕加索

JK Rowling J·K·罗琳(哈利·波特作者)

Harry Potter 哈利·波特(男子名)

a series of 一连串的；一系列；一套

in trouble 处于困境中；有麻烦

come across 偶然遇见；碰上

believe in 信任；信仰；支持；赞成

turn around 转过身；转过来

高频(下)配套英语单词

Unit 13 高考文章话题：健康饮食

calorie [ˈkæləri] n (=calory) 卡路里(热量单位)

pace [peɪs] n (一)步；速度；步调

nutrient [ˈnjuːtriənt] n 营养物质

nutrition [njuˈtrɪʃn] n 营养

nutritious [njuˈtrɪʃəs] adj 有营养的；滋养的

protein [ˈprəʊtiːn] n 蛋白质

muscle [ˈmʌsl] n 肌肉

bean [biːn] n 豆；豆科植物

calcium [ˈkælsiəm] n 钙(元素)

dairy [ˈdeəri] n 奶牛场；奶制品

product [ˈprɒdʌkt] n 产品，产物

carbohydrate [ˌkɑːbəʊˈhaɪdreɪt] n 碳水化合物

fibre [ˈfaɪbə] n 纤维；纤维制品

mineral [ˈmɪnərəl]n 矿物；矿石

function [ˈfʌŋkʃn] n 起作用；运转 n 功能；作用

vegetarian [ˌvedʒəˈteəriən] n 素食者

vegan [ˈvi:gən] n 严格的素食主义者

yoghurt ['jəʊgɜ:t] n 酸乳；酸奶

organic [ɔːˈɡænɪk] adj 有机的

chemical [ˈkemɪkl] n 化学制品；化学药品

balance [ˈbæləns] vt＆vi＆n 平衡

supplement [ˈsʌplɪmənt]n 补充

fit [fɪt] adj 健康的；适合的

unit [ˈjuːnɪt] n 单位；单元

digest [daɪˈdʒest] vt 消化(食物)；领会

gain [ɡeɪn] vt 增加；获得

fat [fæt] n 脂肪

vitamin [ˈvɪtəmɪn] n 维他命；维生素

snack [snæk] n 小吃；快餐

stomach [ˈstʌmək] n 胃；肚子

fever [ˈfiːvə] n 发烧；狂热

salad [ˈsæləd] n 色拉；凉拌生菜

peach [piːtʃ] n 桃子

ripe [raɪp] adj 熟的；成熟的

examine [ɪɡˈzæmɪn] vt 检查

energy [ˈenədʒi] n 精力；能量

soft [sɒft, sɔːft] adj 软的，柔软的 不含酒精的

bar [bɑː] n 条；棒

fuel [ˈfjuːəl] n 燃料；营养物

diet [ˈdaɪət] n 日常饮食

sleepy [ˈsliːpi] adj 瞌睡的；困乏的

refuel [ˌri:ˈfju:əl] vi 补给燃料；补充能量

brain [breɪn] n 脑；头脑

peel [piːl] vt 剥；削；剥落 n 果皮；蔬菜皮

recipe [ˈresəpi] n 食谱；烹饪法

tasty [ˈteɪsti] adj 好吃的；可口的

ingredient [ɪnˈɡriːdiənt] n 烹饪原料；成分

mushroom [ˈmʌʃrʊm] n 蘑菇

chop [tʃɒp] vt 剁碎；砍

steam [stiːm] vt 蒸 vi 蒸发

boil [bɔɪl] vt＆vt 煮沸

bacon [ˈbeɪkən]n 咸肉；熏肉

lettuce [ˈletɪs] n 生菜

mixture [ˈmɪkstʃə] n 混合；混合物

spoonful [ˈspuːnfʊl]n 一匙的量

slice [slaɪs] vt＆vi 将某物切成薄片 片；薄片；切片

dice [daɪs] vt＆vi 将某物切成小方块：切成丁 n 小方块

stir [stɜː] vt 搅拌；搅动

eco-food [ˈiːkəʊ fuːd] n 生态食品

junk [dʒʌŋk] n 垃圾

junk food 垃圾食品

ought [ˈɔːt] v.aux 应当；应该

ought to 应当；应该

plenty [ˈplenti] n 充足；大量；富裕

plenty of 许多；大量的

roll-up [rəul ʌp] n 卷；卷状食品

roll up (使)成卷(或筒、球)形

keep up with 跟上；赶上

now and then 时而；不时；偶尔

make a choice 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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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4 高考文章话题：西方节日

theme [θiːm] n 主题

parade [pəˈreɪd] n 游行；行进

holy [ˈhəʊli] adj 神圣的；神的

symbol [ˈsɪmbl] n 象征；符号；记号

bunny [ˈbʌni] n 兔子

fighting ['faɪtɪŋ] n 战斗；打仗

conflict [ˈkɒnflɪkt , kənˈflɪkt] n 斗争；战斗；冲突

argument [ˈɑːɡjumənt] n 争论；辩论

destruction [dɪˈstrʌkʃn] n 破坏；毁灭

major [ˈmeɪdʒə] adj 重大的；主要的

probably [ˈprɒbəbli] adv 大概；很可能

honour [ˈɒnə] (=honor) n尊敬：给以荣誉

ancestor [ˈænsestə] n 祖先；祖宗

principle [ˈprɪnsəpl] n 法则；原则；原理

Unity [ˈjuːnəti] n 团结；联合；统一

commUnity [kəˈmjuːnəti] n 团体；社会

nation [ˈneɪʃn] n 国家；民族

purpose [ˈpɜːpəs] n 目的；意图

creativity [ˌkriːeɪˈtɪvəti]n 创造性(力)

faith [feɪθ] 信任；信念；忠实

commercial [kəˈmɜːʃl] adj 商业的；贸易的

joy [dʒɔɪ] n 欢乐；喜悦：乐趣

light [laɪt] vt 点燃；照亮

similar [ˈsɪmələ] adj 相似的

generation [ˌdʒenəˈreɪʃn] n 一代(人)

salute [səˈluːt] vi 行礼致敬；敬礼

kiss [kɪs] n 吻

cheek [tʃiːk] n 面颊；脸蛋

nod [nɒd]vt＆n 点头

celebration[ˌselɪˈbreɪʃn] n 庆祝；庆典

reminder [rɪˈmaɪndə] n 提醒的人(物)；暗示

respect [rɪˈspekt] vt 尊敬；尊重

skeleton [ˈskelɪtn] n (动物的)骨架；骨骼

gift [ɡɪft] n 礼物；天赋

cycle [ˈsaɪkl] n 周期；循环 vi 骑自行车

fool [fuːl] n 愚人；白痴 vi 愚弄；欺骗

invitation [ˌɪnvɪˈteɪʃn] n 邀请；邀请信

occasion [əˈkeɪʒn] n 场合；时机；机会

Mardi Gras 美国和巴西的狂欢节日：油腻的礼拜二

Ramadan [ˌræməˈdɑn] n 斋月

Arabic [ˈærəbɪk] adj 阿拉伯人的(尤指其语言或文学)

Easter [ˈiːstə] n(耶稣)复活节

Kwanzaa[ˈkwɑːnzə] n 宽扎节

Swahili [swəˈhi:li] n 斯瓦希里语(人)

Mexico [ˈmɛksɪkəʊ] n 墨西哥(北美洲国家)

self-determination [ˌselfdɪˌtɜːmɪˈneɪʃn] n 自主；自我决定

opinion [əˈpɪnjən] n 意见；看法

in one’s opinion 按照…的看法

dress up 盛装；打扮；装饰

play a tick on sb 开某人玩笑；欺骗案人

take in 欺骗；摄取

Unit 15 高考文章话题：小说

mystery [ˈmɪstri] n 谜；神秘的事物

mysterious [mɪˈstɪəriəs] adj 神秘的

footprint [ˈfʊtprɪnt] n 足迹；脚印

ladder [ˈlædə] n 梯子

scary [ˈskeəri] adj 引起惊慌的；吓人的

dormitory [ˈdɔːmətri] n 宿舍

recognize [ˈrekəɡnaɪz] vt 识别；认出

surely [ˈʃʊəli] adv 想必；确实；一定

diamond [ˈdaɪəmənd] n 钻石

explain [ɪkˈspleɪn] vt 解释；说明

ball [bɔːl] n 舞会

jewellery [ˈdʒuːəlri] n (=jewelry) 珠宝；首饰；珠宝类

franc [fræŋk] 法郎(法国、比利时和瑞士的货币单位)

continue [kənˈtɪnjuː] vt＆vi 继续

lovely [ˈlʌvli] adj 好看的；可爱的

debt [det] n 债务；欠款

precious [ˈpreʃəs] adj 宝贵的；贵重的，珍爱的

positive [ˈpɒzətɪv] adj 肯定的；积极的

attend [əˈtend] vt 出席；参加；上(大学等)

rehearse [rɪˈhɜːs] vt 预演；排演

earn [ɜːn] vt 赚得；挣得

lecture [ˈlektʃə] n 演讲；讲课

silly [ˈsɪli] adj 缺乏常识(或理智)的；傻的

mosquito [məˈskiːtəʊ]n 蚊子

bat [bæt] n 蝙蝠；(网球、乒乓球等的)球拍

Shakespeare [ˈʃeɪkspɪər] 莎士比亚(16世纪英国)

author [ˈɔːθə]n 作者；作家

besides [bɪˈsaɪdz] adv 此外 prep 除…之外

alien [ˈeɪliən] n 外星人 adj 外国的；相异的

outline [ˈaʊtlaɪn] n 轮廓；要点；概要

plot [plɒt] n(小说的)情节；结构

quality [ˈkwɒləti] n 品质；质量；性质

call on 访问；号召；邀请

bring back 拿回来，使恢复

day and night 日日夜夜地

pay off 还清(债务等)；付清

at most 至多

act out 把…表；把…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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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6 高考文章话题：物理实验

unnecessary [ʌnˈnesəsəri] adj 不必要的；多余的

successful [səkˈsesfl] adj 成功的；胜利的

conduct [kənˈdʌkt] vt实施；管理；指挥；引导 n行为；操行

lightning [ˈlaɪtnɪŋ] n 闪电

thunderstorm [ˈθʌndəstɔːm] n 雷雨；雷暴

condenser [kənˈdensə] n 电容器；冷凝器

shed [ʃed] n 小屋；牲口棚

string [strɪŋ] n 线；细绳

charge [tʃɑːdʒ] vt 使充电；要(价)；控告；攻击

electric [ɪˈlektrɪk] adj 电的；导电的；电动的

shock [ʃɒk] n 电击；打击；震动

prove [pruːv] vt 证明；证实

tear [tɪə] vt＆vi 撕扯；撕裂；撕毁

frame [freɪm] n 结构；框架

handkerchief [ˈhæŋkətʃɪf] n 手帕

control [kənˈtrəʊl] vt＆n 控制；支配；管理

sharp [ʃɑːp] adj 锐利的；轮廓清晰的；灵敏的

foot [fʊt] n 英尺

pro [prəʊ] n 赞成

con [kɒn] n 反对

experiment [ɪkˈsperɪmənt] n 实验；试验

glove [ɡlʌv] n 手套

gas [ɡæs] n 气体

liquid [ˈlɪkwɪd] n 液体；液态物

advantage [ədˈvɑːntɪdʒ] n 有利条件；优点

disadvantage [ˌdɪsədˈvɑːntɪdʒ] n 不利；不利条件

application [ˌæplɪˈkeɪʃn] n 应用，实施，用途

maglev ['mæglev] n＆adj 磁力悬浮列车(的)

engine [ˈendʒɪn] n 发动机

nuclear [ˈnjuːkliə] adj 核子的；原子能的

economy [ɪˈkɒnəmi] n 经济；节约

comfort [ˈkʌmfət] n 舒适；安慰

fasten [ˈfɑːsn] vt 扎牢；拴紧；使固定

ribbon [ˈrɪbən] n 缎带；丝带；带状物

thundercloud [ˈθʌndəklaʊd] n 雷雨云

sense [sens] n 感觉；感官

shampoo [ʃæmˈpuː] n 洗发精；洗发香波

skin [skɪn] n 皮肤；(植物、果实等的)外壳

drug [drʌɡ] n 药；麻药；麻醉药

activist [ˈæktɪvɪst] n 激进主义分子；行动主义分子

doubt [daʊt] n＆vt 怀疑；疑惑

cruel [ˈkruːəl] adj 残酷的；令人痛苦的

painkiller [ˈpeɪnkɪlə] n 止痛药；解痛物

view [vjuː] n 观点；风景

conclusion [kənˈkluːʒn] n 结束；结论

test [test] vt＆n 测试；试验；检验

test on 在…(身上)做试验

a number of 若干；一些

a great deal of 很多的；大量的

pick out 挑出；辨别出

Unit 17 高考文章话题：面对困难

stormy [ˈstɔ:mi] adj 暴风雨的；多风暴的；激烈的

threaten [ˈθretn] vt 恐吓；威胁；预示(危险)

thaw [θɔː] vt 解冻

slope [sləʊp] n 斜坡；斜面；倾斜

bottom [ˈbɒtəm] n 底部；尽头

optimistic [ˌɒptɪˈmɪstɪk] adj 乐观的

expedition [ˌekspəˈdɪʃn] n 远征；探险队

workday [ˈwɜːkdeɪ] n 工作日；一天的工作时间

woozy [ˈwu:zi] adj 眩晕的；虚弱的

somehow [ˈsʌmhaʊ] adv 某种方式；莫名其妙地；不知怎么地

shelter [ˈʃeltə] n 掩蔽；掩蔽处；避身处

regret [rɪˈɡret] n 遗憾;悔恨;抱歉 vt 为…感到遗憾;后悔

solo [ˈsəʊləʊ] adj 单独的

inspire [ɪnˈspaɪə] vt 鼓舞；感动；激发；启示

admire [ədˈmaɪə] vt 钦佩；赞赏

generous [ˈdʒenərəs] adj 慷慨的；大方的

cheerful [ˈtʃɪəfl] adj 愉快的；高兴的

mean [miːn] adj 卑鄙的；吝啬的 vt 意味 想要意欲

tense [tens] adj 紧张的；拉紧的

dull [dʌl] adj 迟钝的；无趣的；呆滞的

dishonest [dɪsˈɒnɪst] adj 不诚实的

champion [ˈtʃæmpiən] n 冠军；得胜者；斗士

mile [maɪl] n 英里

sled [sled] n 雪橇

extreme [ɪkˈstriːm] adj 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

extremely [ɪkˈstriːmli] adv 非常地；极其地

climate [ˈklaɪmət] n 气候

value [ˈvæljuː] vt 重视；估价；评价 n 价值；价格

pianist [ˈpɪənɪst] n 钢琴家；钢琴演奏者

personality [ˌpɜːsəˈnæləti] n 人物；个性；人格

bother [ˈbɒðə] vt 烦恼；操心 n 麻烦；不便

fame [feɪm] n 名声；名望

promise [ˈprɒmɪs] n&vt(有)前途；允诺；答应

kindergarten [ˈkɪndəɡɑːtn] n 幼儿园 adj 幼儿园的

hardship [ˈhɑːdʃɪp] n 困苦；艰难；贫困

bear [beə]vt 忍受；承受；负起

discipline [ˈdɪsəplɪn] n 纪律；学科

scholarship [ˈskɒləʃɪp] n 奖学金；学问

graduation [ɡrædʒuˈeɪʃn] n 毕业；毕业典礼

autograph [ˈɔːtəɡrɑːf] n 亲笔签名；手稿

self-improvement [self ɪm'pru:vmənt] n 自我修养

Madame Curie 居里夫人(法国籍波兰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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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ago [ʃɪˈkɑːgəʊ]n 芝加哥(美国城市)

polar [ˈpəʊlə] adj 两极的；极地的

Antarctica [æn'tɑ:ktɪkə] n 南极洲

the South Pole [pəʊl] 南极

the North Pole 北极

corner [ˈkɔ:nə] n 角；角落

around the corner 即将来临；在拐角处

die down 变弱；平息；消失

come to terms with 甘心忍受(不愉快的处境)

Unit 18 高考文章话题：澳洲

fisherman [ˈfɪʃəmən] n 渔民；钓鱼人

northeastern [ˌnɔ:θ'i:stən] adj (在)东北的；向东北的；来自东北的

central [ˈsentrəl] adj 中央的；中心的

coast [kəʊst] n 海岸

surround [səˈraʊnd] vt＆vi 包围；围绕

mild [maɪld] adj 温和的；不严厉的

subtropical [ˌsʌbˈtrɒpɪkl] adj 亚热带的

bay [beɪ] n 海湾

harbour [ˈhɑːbə](=harbor)海港

landscape[ˈlændskeɪp] n 风景；山水画；地形；前景

volcano [vɒlˈkeɪnəʊ] n 火山

spring [sprɪŋ] n 泉

heat [hiːt] n 热；热度；压力 vt＆vi 加热

surface [ˈsɜːfɪs] n 表面；外表

rat [ræt] n 老鼠；耗子；讨厌鬼

settle [ˈsetl] vt 使定居;解决;使平静 vi 安家;定居;停留

settler [ˈsetlə] n 移民者；定居者

mainly [ˈmeɪnli] adv 大体上；主要地

voyage [ˈvɔɪɪdʒ] n 航行；(尤指)航海；航天

bold [bəʊld] adj 用粗体印刷的；大胆的；突出的

paragraph [ˈpærəɡrɑːf] n 段落

heading [ˈhedɪŋ] n 标题

location [ləʊˈkeɪʃn] n 地方；位置

grassland [ˈɡrɑːslænd] n 草原；草地

grassy ['ɡrɑ:si] adj 盖满草的；长满草的

rocky [ˈrɒki] adj 岩石的；多岩石的

sandy [ˈsændi] adj 含沙的；多沙的

hilly [ˈhɪli] adj 多小山的；陡的

mountainous [ˈmaʊntənəs] adj 多山的 如山的 巨大的

surprising [səˈpraɪzɪŋ] adj 令人惊奇的；使人吃惊的

secretary [ˈsekrətri] n 秘书；书记；文书

percent [pəˈsɛnt] n 百分比；百分数

wedding [ˈwedɪŋ] n 婚礼；婚宴

burial [ˈberiəl] n 葬礼；埋葬

conference [ˈkɒnfərəns] n 会议；讨论会

relation [rɪˈleɪʃn] n 亲属；亲戚；关系；联系

agricultural [ˌæɡrɪˈkʌltʃərəl] adj 农业的；农艺的

cattle [ˈkætl] n 牛；家养牲畜

export [ɪkˈspɔːt, ˈekspɔːt] n 输出；出口(商品) vt 输出

lamb [læm] n 小羊；羔羊

ship [ʃɪp] vt＆vi 用船运；装运；乘船

cottage [ˈkɒtɪdʒ]n 村舍；小别墅

seaside [ˈsiːsaɪd] n 海滨(胜地);海边 adj 海边的;海滨的

region [ˈriːdʒən] n 区域；地方

ethnic [ˈeθnɪk] adj 少数民族的；种族的

great-grandfather ['greɪt'grændˌfɑ:ðə](外)曾祖父

great-grandmother ['greɪt'grændˌmʌðə] n(外)曾祖母

kiwi [ˈkiːwiː] n 几维鸟；(口)新西兰人

Maori [ˈmaʊri] n (新西兰的)毛利人；毛利语 adj 毛利人的；毛利语的

Aotearoa 奥蒂蜀；奥特亚罗瓦(毛利语：长白云之乡)

Polynesia [ˌpɒlɪˈniːʒə] n 波利尼西亚(中太平洋的岛群)

Tasman sea n 塔斯曼海

Wellington[ˈwelɪŋtən] n 惠灵顿(新西兰首都)
Auckland['ɔ:klənd] n 奥克兰(新西兰港市)
Christchurch ['kraɪstʃɜ:tʃ] 克赖斯特彻奇(新西兰港市)

Queenstown ['kwi:nztaun] 昆士城(新西兰城市)

Dutchman [ˈdʌtʃmən] n 荷兰人

camp [kæmp] vt＆vi 使宿营；宿营

go camping 宿营

sail [seɪl] vt＆vi 航行；乘船旅行

go sailing 驾船航行；进行帆船运动

possession [pəˈzeʃn] n 拥有；占有；财产(常用复数)

take possession of 占有；占领

make up 组成；构成

turn to 开始干；求助于；转向

Unit 19 高考文章话题：农业

technical [ˈteknɪkl] adj 技术的；技术上的

import [ˈɪmpɔːt , ɪmˈpɔːt] n进口；引入；进口货 vt＆vi进口；输入

delegation [ˌdelɪˈɡeɪʃn] n 代表团；授权；委托

production [prəˈdʌkʃn] n 总产量；产品；生产

method [ˈmeθəd] n 方法；办法；方法论

shortage [ˈʃɔːtɪdʒ] n 不足；缺少

greenhouse [ˈɡriːnhaʊs] n 温室；花房

root [ruːt] n 根；根部

insect [ˈɪnsekt] n 昆虫

tobacco [təˈbækəʊ]n 烟叶；烟草制品；抽烟

watermelon [ˈwɔːtəmelən] n 西瓜

soybean ['sɔɪˌbiːn] n 大豆

seedless [ˈsiːdləs] adj 无子的

golden [ˈɡəʊldən] adj 金色的；黄金的

tie [taɪ] n 领带；领巾；鞋带

discovery [dɪˈskʌvəri] n 发现；被发现的事物

garden [ˈɡɑːdn] vt&vi 从事园艺；栽培花木

gardening ['ɡɑ:dnɪŋ] n 园艺；造园术；园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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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ener [ˈɡɑːdnə] n 园丁

wisdom [ˈwɪzdəm] n 智慧；学识；明智的行为

practical [ˈpræktɪkl] adj 实际的；实践的；实用的

guide [ɡaɪd] n向导；有指导意义的事物 vt指导；管理；领带

produce [prəˈdjuːs] n 产量；产物；农产品

protection [prəˈtekʃn] n 保护；防卫

dike [daɪk] n 堤坝；排水沟

sugarcane ['ʃʊgəˌkeɪn] n 甘蔗

arable [ˈærəbl] adj 可耕的；适于耕种的

technique [tekˈniːk] n 技术；技巧；方法

fertilization [ˌfɜːtɪlaɪˈzeɪʃən] n 施肥；授精

fertiliser ['fɜ:tɪlaɪzə] n 肥料；化肥

fertilise ['fɜ:tɪlaɪz] vi&vt 施肥；使肥沃

irrigation [ˌɪrɪˈgeɪʃən] n 灌溉；冲洗

modernise ['mɒdənaɪz] vt 使现代化

pump [pʌmp] n 泵；抽水机 vt(用泵)抽(水)；抽吸

seed [siːd] n 种子；萌芽

seedbed [ˈsiːdbed] n 苗床

firstly [ˈfɜ:stli] adv 第一；首先

sow [səʊ] vt＆vi 播种；散布；使密布

condition [kənˈdɪʃn] n 条件；状况

soil [sɔɪl] n 土壤；土地；国土

weed [wiːd] n 野草；杂草 vt 除草；铲除

remove [rɪˈmuːv] vt 移动；搬开

plough [plaʊ] vt 耕；犁耕 n 犁

sunflower [ˈsʌnflaʊə] n 向日葵

proverb [ˈprɒvɜːb] n 谚语；俗语；常言

sunset [ˈsʌnset] n 日落；衰落时期(尤指人的晚年)

morrow [ˈmɒrəʊ] n(古)(诗)次日；翌日；早晨

cackle [ˈkækl] vi (鸡等下蛋后)咯咯叫； 咯咯地笑

GM [ˌdʒi: ˈem] (=genetically modified) 转基因

genetically [dʒə'netɪklɪ] adv 基因的；与遗传有关的

gene [dʒiːn] n 基因；(遗传)因子

modify [ˈmɒdɪfaɪ] vt 更改；修改；修饰

depend [dɪˈpend] vi 依赖，取决于

depend on 依靠；信赖；取决于

and so on 等等(表示列举未尽)

Unit 20 高考文章话题：幽默娱乐

humour [ˈhjuːmə] n (=humor) 幽默；诙谐

humourous [ˈhjuːmərəs] adj (＝humorous) 幽默的；滑稽的

stage [steɪdʒ] n 舞台；阶段；时期

stereotype [ˈsteriətaɪp] n 刻板印象；老套

nationality [ˌnæʃəˈnæləti] n 国籍；国家；部落；民族

certain [ˈsɜːtn] adj 确定的；无疑的；某(种)

amuse [əˈmjuːz] vt 使发笑；使愉快

laughter [ˈlɑːftə, ˈlæftər] n 笑；笑声

accent [ˈæksənt] n 口音；腔调；重音

actually [ˈæktʃuəli] adv 实际上；事实上

sketch [sketʃ] n 短剧；略图；草图

typical [ˈtɪpɪkl] adj 典型的；象征性的

crosstalk [ˈkrɒstɔːk] n 相声

tradition [trəˈdɪʃn] n 传统

twister [ˈtwɪstə] n 缠绕者；难事；难题

bitter [ˈbɪtə] adj 苦的；痛苦的

witch [wɪtʃ] n 女巫；老丑妇

chalk [tʃɔːk] n 粉笔

couple [ˈkʌpl] n (一)对；(一)双；夫妇

minister [ˈmɪnɪstə] n 牧师；部长；大臣

comedian [kəˈmiːdiən] n 喜剧演员；滑稽演员

circus [ˈsɜːkəs] n 马戏团(场)；杂技团(场)

clown [klaʊn] n 小丑；粗鲁愚蠢的人

intend [ɪnˈtend] vt 想要；打算；意指

rapid [ˈræpɪd] adj 迅速的；快的

rhyme [raɪm] vi 押韵；作诗；韵律和谐

applaud [əˈplɔːd] vi 拍手喝彩；称赞；赞同

appreciate [əˈpriːʃieɪt] vt 赏识；鉴赏；感激

fluent [ˈfluːənt] adj 流利的；流畅的

exist [ɪɡˈzɪst] vi 存在；生存

phrase [freɪz] n 词组；短语

suffer [ˈsʌfə] vi 经历或遭受；忍受

peasant [ˈpeznt] n 农民

operate [ˈɒpəreɪt] vi&vt 运转；操作

direction [dɪˈrekʃn] n方向；指导；(常用复数) 指示；说明(书)

brake [breɪk] vt＆vi 刹车 n 闸；刹车

cyclist [ˈsaɪklɪst] n 骑脚踏车的人

fortunately [ˈfɔːtʃənətli] adv 幸运地

bicycle [ˈbaɪsɪkl] n 自行车；脚踏车

silence [ˈsaɪləns] n 寂静；沉默；静 vt 使沉默；使安静

rude [ruːd] adj 粗鲁无礼的；残暴的

confuse [kənˈfjuːz] vt 使迷惑；打乱；混淆

confused [kənˈfjuːzd] adj 困惑的；烦恼的

German [ˈdʒɜːmən] n德语；德国人 adj德国(人)的；德语的

Dustin Hoffman 达斯汀·霍夫曼(美国著名影星)

cross-dressing [krɔs ˈdresiŋ] n 穿着异性服装

tongue twister 绕口令

make fun of 取笑；嘲笑

date back 回溯至

make use of 利用某事物(某人)

be on good terms(with sb) (与某人)关系好

drive off 把(车)开走；赶走；击退

look on...as 把…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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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21 高考文章话题：文化差异

vary [ˈveəri] vt 改变；使多样化 vi 变化；不同

disrespectful [ˌdɪsrɪˈspektfl] adj 失礼的；无礼的

thumb [θʌm] n 拇指

index [ˈɪndeks] n 食指；索引

crazy [ˈkreɪzi] adj 疯狂的；狂热的

part [pɑːt] vt&vi 分开；分离

firm [fɜːm] adj (指动作)稳定而有力的；牢固的

handshake [ˈhændʃeɪk] n 握手

bow [baʊ] n&vi 鞠躬；弯腰

interpretation [ɪnˌtɜːprəˈteɪʃn] n 解释；阐明；口译；理解

palm [pɑːm] n 手掌 vt 把…藏于手(掌)中；与…握手

pat [pæt] vt＆vi＆n 轻拍

shrug [ʃrʌɡ] vt＆vi＆n 耸肩

unfair [ˌʌnˈfeə] adj 不公正的；不公平的

customer [ˈkʌstəmə] n 顾客；主顾

avoid [əˈvɔɪd] vt 避免；消除

contact [ˈkɒntækt] n 接触；联系 vt 接触；联系

frown [fraʊn] vi 皱眉；不许可；不同意

lean [liːn] vi 倚靠；倾斜

suitcase [ˈsuːtkeɪs] n 手提箱；小提箱

manage [ˈmænɪdʒ] vt＆vi 做成(某事)；管理；经营

fold [fəʊld] vt&vi 折叠；合拢；抱住

incredible [ɪnˈkredəbl] adj 难以置信的

forefinger [ˈfɔ:fɪŋgə] n 食指

fist [fɪst] n 拳头

bend [bend] vt&vi 弯曲；专心于；屈服

hip [hɪp] n 臀部

tap [tæp] vt＆vi 轻拍；轻敲

gently [ˈdʒentli] adv 轻轻地；逐渐地

anger [ˈæŋɡə]n 怒；愤怒

useless [ˈjuːsləs] adj 无用的；无效的

narrator [nəˈreɪtə] n 讲述者；口述者

showman[ˈʃəʊmən] n 主持人(戏剧,音乐,文娱表演等)

detail [ˈdiːteɪl] n 细节；详情 vt 详述；细说

occur [əˈkɜː] vi 发生；出现

focus [ˈfəʊkəs] n(兴趣活动等的)中心；焦点

specific [spəˈsɪfɪk] adj 具体的；特有的

Brazil [brəˈzɪl] n 巴西(南美国家)

Bulgaria [bʌl'ɡeərɪə] n 保加利亚(欧洲国家)

Iran [ɪˈrɑːn; ɪˈræn] n 伊朗(亚洲国家)

Russia ['rʌʃə] n 俄罗斯(欧洲国家)

ahead [əˈhed] adj&adv 在前；向前；提前

ahead of (在空间或时间上)更前；更早

give sb a hand 给某人帮助

get through 通过；度过；到达

tear down 弄倒某物；拆除某物

hold up 举起, 拿起；举出

make a face (对某人)做鬼脸；扮怪相

in order 按顺序；整齐

Unit 22 高考文章话题：游乐场

minority [maɪˈnɒrəti] n 少数民族；少数

cartoon [kɑːˈtuːn] n 漫画；卡通画(片)；动画片

thrill [θrɪl] n 兴奋；激动 vt＆vi (使)激动

educate [ˈedʒukeɪt] vt＆vi 教育；培养；训练

conservation [,kɔnsə'veiʃən] n(自然资源的)保护；节约

marine [məˈriːn] adj 海的；海产的

coastal [ˈkəʊstl] adj 海岸的；沿海的

divide [dɪˈvaɪd] vt&vi 分；划分；分开；隔开

section [ˈsekʃn] n 部分；区域

shuttle [ˈʃʌtl] n 往返汽车；航天飞机

butterfly [ˈbʌtəflaɪ] n 蝴蝶

risk [rɪsk] vt 冒…的危险 n 冒险；风险

injury [ˈɪndʒəri] n 伤害；受伤处

rocket [ˈrɒkɪt] n 火箭；火箭式投射器

helicopter [ˈhelɪkɒptə] n 直升(飞)机

amusement [əˈmjuːzmənt] n 消遣；娱乐(活动)

creek [kriːk] n 小湾；小港；小河

souvenir [ˌsuːvəˈnɪə] n 纪念物；纪念品

giant [ˈdʒaɪənt] n (神话或想象中的)巨人；巨物

dragon [ˈdræɡən] n 龙；凶暴的人

attraction [əˈtrækʃn] n 吸引人的事物；吸引；吸引力

collection [kəˈlekʃn] n 收集；搜集；聚集

castle [ˈkɑːsl, ˈkæ-] n 城堡

costume [ˈkɒstjuːm] n 全套服饰；全套装束

carve [kɑːv] vt＆vi 雕刻

jade [dʒeɪd] n 玉石；碧玉；翡翠

achievement [əˈtʃiːvmənt] n 成就；功绩

civilization [ˌsɪvəlaɪˈzeɪʃn] n 文明；开化

prevent [prɪˈvent] vt＆vi 防止；妨碍

homesick [ˈhəʊmsɪk] adj 想家的；患思乡病的

handbag [ˈhændbæɡ] n (女用)手提包；旅行包

twist [twɪst] n 扭曲；盘旋 vi 扭弯；缠绕

loop [luːp] n 环；弯曲部分；回路 vi 使成环

darkness [ˈdɑːknəs] n 黑暗；漆黑

imagination [ɪˌmædʒɪˈneɪʃn] n 想象(力)

designer [dɪˈzaɪnə] n 设计家；制图师

endless [ˈendləs] adj 无止境的；无穷的

Disneyland [ˈdɪznilænd] n 迪斯尼乐园

Mickey Mouse 米老鼠

Donald Duck 唐老鸭

coaster [ˈkəʊstə] n 惯性运转装置

roller [ˈrəʊlə] n 滚筒；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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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ler coaster n 过山车

bungee [ˈbʌndʒi] n 跳簧；弹性束；橡皮筋

bungee jumping 蹦极跳

free-fall ride 自由落体车乘；跳楼机

cut off 切掉；切断：突然中止

中高频考点配套英语单词

Unit 1 高考文章话题：科学研究

biologist [baɪˈɒlədʒɪst] n 生物学家

scan [skæn] vt 浏览；细看；反复察看

boundary [ˈbaʊndri] n 分界线；边界；界限

promising [ˈprɒmɪsɪŋ] adj 有前途的；有希望的

graduate [ˈɡrædʒuət] n 大学毕业生；毕业生

incurable [ɪnˈkjʊərəbl] adj 无法治愈的；不可救药的

research [rɪˈsɜːtʃ] n 探索;调查;研究 vt&vi 调查;研究

genius [ˈdʒiːniəs] n 天才；创造力

inspiration [ˌɪnspəˈreɪʃn] n 灵感; 鼓舞人心的人(或事物)

perspiration [ˌpɜ:spəˈreɪʃn] n 汗水; 出汗

undertake [ˌʌndəˈteɪk] vt&vi (-took, -taken)着手做；从事；承担

analysis [əˈnæləsɪs] n ([复]analyses) 分析；分解

obvious [ˈɒbviəs] adj 显然的；明显的

within [wɪˈðɪn] prep 在…里面； 在…范围之内

quote [kwəʊt] n 引语；引文；(常用复数)引号

agriculture [ˈæɡrɪkʌltʃə] n 农学；农业

gravity [ˈɡrævəti] n 重力；引力；地心吸力

radioactivity [ˌreɪdiəʊæk'tɪvəti] n放射性;放射现象;放射线

curious [ˈkjʊəriəs] adj 好奇的；好求知的；爱打听隐私的

branch [brɑːntʃ] n (学科)分科;树枝;支流; 支线;分支机构

debate [di'beit] n辩论;争论 vt与…辩论;争论 vi辩论;争论;参加辩论

exploration [ˌekspləˈreɪʃn] n 探究；考察；勘探

wheelchair [ˈwiːltʃeə] n (病人等用的)轮椅

disable [dɪsˈeɪbl] vt 使丧失能力

theory [ˈθɪəri] n 理论；原理；学说；推测

seek [siːk] vt&vi (sought,sought) 寻找；探索；追求

misunderstand [ˌmɪsʌndəˈstænd] vt (-stood, -stood)误解；误会

scientific [ˌsaɪənˈtɪfɪk] adj 科学(上)的；符合科学规律的

observe [əbˈzɜːv] vt 观察；察觉到；遵守；庆祝(节日等)

observation [ˌɒbzəˈveɪʃn] n 注意；观察；观测

match [mætʃ] vt和…相配；和…相称；使较量 vi相配；相称；比赛

predict [prɪˈdɪkt] vt&vi (作)预言；(作)预测；预计

unhappiness [ʌn'hæpɪnəs] n 悲伤；不幸

crime [kraɪm] n 罪；犯罪活动；不法行为

astronomer [əˈstrɒnəmə] n 天文学家

microscope [ˈmaɪkrəskəʊp] n 显微镜

telescope [ˈtelɪskəʊp] n 望远镜

geographer [dʒiˈɒɡrəfə] n 地理学家

heaven [ˈhevn] n(常用复数)天;天空;(常作 H-)天国;上帝

intelligent [ɪnˈtelɪdʒənt] adj 理解力强的；有才智的

patient [ˈpeɪʃnt] adj 忍耐的；容忍的；有耐心的

experiment [ɪkˈsperɪmənt] vi 进行实验；进行试验

DNA [ˌdi: en ˈeɪ] n 脱氧核糖核酸 (基因的基本成分)

Albert Einstein 阿伯特·爱因斯坦

Jane Wilde 简·怀尔德(女子名)

PhD [ˌpi:eɪtʃ'di:] n 哲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

Doctor of Philosophy [fəˈlɒsəfi] n 哲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

work on 继续工作

go by 过去；走过

engage [ɪnˈɡeɪdʒ] vt. 使订婚；约定；雇佣；使从事

be engaged to sb 与某人订婚

get engaged to sb 与某人订婚

satisfied [ˈsætɪsfaɪd] adj 满意的

be satisfied with 对…表示满意或满足

go on with 继续某种行为

turn out 结果(是)；证明(是)；原来(是)

use up 用完；用尽

take a look at 看

what if 倘使…将会怎样；即使…又有什么要紧

the other way around 相反地；从相反方向；用相反方式

dream of 梦想；梦到

Unit 2 高考文章话题：新闻媒体

present [ prɪˈzent] vt 呈现；描述；介绍；赠送

present [ˈpreznt] adj 现在的；在场的

reflect [ri'flekt] vt 反映；表现；反射；反省

truthfully ['tru:θfəlɪ] adv 说真话地；诚实地

effort [ˈefət] n 努力；艰难的尝试；努力的成果

passion [ˈpæʃn] n 激情；热情；热爱

spiritual [ˈspɪrɪtʃuəl] adj 精神(上)的；心灵的

fulfilment [fʊl'fɪlmənt] n 满足；履行；实现；完成

seldom [ˈseldəm] adv 很少；不常；难得

social [ˈsəʊʃl] adj 社会的；社交的

ignore [ɪɡˈnɔː] vt 不顾；不理；忽视

attention [əˈtenʃn] n 注意；专心；留心

tolerate [ˈtɒləreɪt] vt 忍受；容忍

critical [ˈkrɪtɪkl] adj 批评性的；爱挑剔的；关键的；危急的

source [sɔːs] n 根源；来源；源头

concern [kənˈsɜːn] vt 使担忧;使烦恼;与…有牵连 n 担心；忧虑；焦急

neutral [ˈnjuːtrəl] adj 中立的；公平的

telegram [ˈtelɪɡræm] n 电报

locate [ləʊˈkeɪt] vt 使坐落于；指出某物(人)的准确位置

retire [rɪˈtaɪə] vi 退休；退职；撤退

complete [kəmˈpliːt] vt 完成；结束 adj 完整的；全部的

overseas [ˌəʊvəˈsiːz] adj 国外的；海外的 adv 到海外；在国外

bore [bɔː] vt 使厌烦

media [ˈmiːdiə] n (medium的复数) 新闻媒体；传媒

reliable [rɪˈlaɪəbl] adj 可靠的；可信赖的；确实的

fire [ˈfaɪə] vt 解雇；开除 vi 开枪；射击

face [feɪs] vt 面临；面对；正视

difficulty [ˈdɪfɪkəlti] n 困难；难事

nosy ['nəʊzɪ] adj 爱管闲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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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 [ˈedɪtə] n 编辑；编者

reason [ˈriːzn] n 原因；动机；理性；道理 vt&vi 说服；推论；劝说

elect [ɪˈlekt] vt&vi 选举；推选

injure [ˈɪndʒə] vt 损害；伤害；使蒙受损失

rumour [ˈruːmə] n 谣言；传闻

headline ['hedlain] n (报刊的)大字标题；章节标题；[复]头版重要新闻

inform [ɪnˈfɔːm] vt 通知；告诉

informed [ɪnˈfɔːmd] adj 有知识的；见闻广的；了解情况的

talent [ˈtælənt] n 天资；天赋；才能

talented [ˈtæləntɪd] adj 有才能的；天资高的

switch [swɪtʃ] vt 转变；改变 n 开关；转换器

interviewee [ˌɪntəvjuːˈiː] n 被接见者;被采访者; 被面试者

interviewer [ˈɪntəvjuːə] n 接见者；采访者；进行面试者

attitude [ˈætɪtjuːd] n 态度；看法；姿态

disappoint [ˌdɪsəˈpɔɪnt] vt 使失望；使(希望)破灭

troublemaker [ˈtrʌblmeɪkə] n 闹事者；麻烦制造者

guard [ɡɑːd] n 守卫；警戒；看守；哨兵

responsible [rɪˈspɒnsəbl] adj 有责任的; 可靠的;负责的

caring [ˈkeərɪŋ] adj 关怀的；关心的；体贴的

citizen [ˈsɪtɪzn] n 公民；市民；(城镇)居民

demonstrate [ˈdemənstreɪt] vi 进行示威游行

vt 论证;证明; (用实例、实验等)说明

polluter [pəˈlu:tə] n 造成污染者；污染源

arm [ɑːm] vt 武装；用武器装备

arms [ɑːmz] n 武器；兵器

comparison [kəmˈpærɪsn] n 比较；对照

update [ˌʌpˈdeɪt ] vt 更新；修正；校正

checklist [ˈtʃeklɪst] n 清单；检查表；备忘录

AIDS [eɪdz] n 艾滋病 (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症)

Gray [ɡrei] n 格雷 (男子名)

change one's mind 改变主意

current [ˈkʌrənt] adj 当前的；现行的；通用的

affair [əˈfeə] n 事；事情；(常用复数)事务

current affairs 时事

addicted [əˈdɪktɪd] adj 上瘾；成瘾；沉迷

be addicted to 沉溺于

relate [rɪˈleɪt] vi&vt 有关；涉及

relate to sb 理解或同情某人

relate to sth 理解或同情某事物

relate to 有关；涉及

relate...to 与…有关；涉及

go up 上升；增长；攀登

burn down (使)烧成平地；烧毁

for once 就这(那)一次

even if 即使；纵然；虽然

draw attention to 对…表示注意

on all sides 在各方面；到处

look up to 尊敬；钦佩

fall in love with... 爱上…

Unit 3 高考文章话题：建筑风格

apartment [əˈpɑːtmənt] n 房间；<美>一套公寓房间

stand [stænd] vt 忍受；经受；承担；站立

passage [ˈpæsɪdʒ] n 段落；走道

ugly [ˈʌɡli] adj 丑陋的；难看的

modernism [ˈmɒdənɪzəm] n (文艺的) 现代主义

construct [kənˈstrʌkt] vt 建造；建设

construction [kənˈstrʌkʃn] n 建造；建造物；构造

unnatural [ʌnˈnætʃrəl] adj 不自然的；不正常的；做作的

unnaturally [ʌn'nætʃrəlɪ] adv 不自然地

steel [stiːl] n 钢

concrete [ˈkɒŋkriːt] n 混凝土；具体(或有形)的事物

adj 具体的；有形的；实在的

impress [ɪmˈpres] vt 铭刻；给…极深的印象；使感动

roof [ruːf] n 屋顶；顶部

unfriendly [ʌnˈfrendli]adj不友好的；有敌意的；冷漠的

cathedral [kəˈθiːdrəl] n 教区总教堂；大教堂

balcony [ˈbælkəni] n 阳台

fantastic [fænˈtæstɪk] adj 想象出来的；奇异的；荒诞的

despite [dɪˈspaɪt] prep 不管；不顾；任凭

architecture [ˈɑːkɪtektʃə] n 建筑学；建筑风格；结构

architect [ˈɑːkɪtekt] n 建筑师；设计师

preference [ˈprefrəns] n 偏爱；喜好；优先

design [di'zain] vt&n 设计；计划

furniture [ˈfɜːnɪtʃə] n [总称]家具

taste [teɪst] n 味道；味觉；品味

sofa [ˈsəʊfə] n (长)沙发

heater [ˈhiːtə] n 加热器

honey [ˈhʌni] n 蜂蜜；花蜜；(称呼)宝贝儿

modern [ˈmɒdn] adj 现代的；时髦的；现代派的

convenient [kənˈviːniənt] adj 方便的；附近的

block [blɒk] n 大建筑物；一排房屋；街区；大块(木料、石料或金属)

create [kriˈeɪt] vt 创造；创作；创建

seashell [ˈsiːʃel] n 海贝壳

sail [seil] n 帆；蓬

stadium [ˈsteɪdiəm] n(有看台的)露天体育场

net [net] n 网；网状物；网状系统

nest [nest] n (鸟)巢；窝；穴

structure [ˈstrʌktʃə] n 结构；构造；建筑物

paint [peɪnt] vt 在(某物上)涂颜料或油漆；用颜料绘画 n 涂料；颜料

workshop [ˈwɜːkʃɒp] n 车间;作坊;创作室;研讨会

rent [rent] vt 租用；出租 n 租金

development [dɪˈveləpmənt] n 发展；生长

teahouse ['ti:haʊs] n 茶馆；茶室

style [staɪl] n 风格；式样；作风；文体

old-style [əuld stail] adj 旧式风格的

Barcelona [ˌbɑ:sə'ləʊnə] n 巴塞罗那(西班牙港市)

the Opera House (悉尼)歌剧院

belong [bɪˈlɒŋ] vi 属(于)；是…成员



廖唯伟《高考英语1.5万考点》配套高中英语3500词，适合零基础提分，请打印出来用“廖唯伟睡眠记忆法”每天背1页

本词表和高考英语状元笔记《高中英语 1.5万考点》配套使用效果更佳，免费答疑指导加QQ：996669918，购买笔记淘宝搜廖唯伟 16 / 34

belong to 属于；是…成员

aside [əˈsaɪd] adv 在旁边；在一边；到(或向)旁边

set aside 把…置于一旁；留出；拨出

act as 充当；扮演；担当

fill up with... 用…装满

Unit 4 高考文章话题：诗歌

grammar [ˈɡræmə] n 语法；语法学

glory [ˈɡlɔːri] n 光荣；荣誉；荣耀的事；壮丽

sonnet [ˈsɒnɪt] n 十四行诗

absence [ˈæbsəns] n 不在；缺席；缺乏

isle [aɪl] n (用于诗歌或 地名中) 岛；小岛

atmosphere [ˈætməsfɪə] n 气氛；情绪；大气；大气层

introduction [ˌɪntrəˈdʌkʃn] n 序言；介绍；引进

translate [trænzˈleɪt] vt 翻译；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表达

translation [trænzˈleɪʃn] n 翻译；译文

embrace [ɪmˈbreɪs] vi&n 拥抱

tale [teɪl] n 故事；传闻

shade [ʃeɪd] n 暗部；荫；阴凉处

extraordinary [ɪkˈstrɔːdnri] adj 特别的；不平常的；惊人的

idiom [ˈɪdiəm] n 习语；成语；语言习惯用法

poem [ˈpəʊɪm] n 诗；韵文；诗体文

poetry [ˈpəʊətri] n (总称)诗；诗篇

poet [ˈpəʊɪt] n 诗人

intention [ɪnˈtenʃn] n 意图；目的；打算

recite [rɪˈsaɪt] vt 背诵；朗诵

limerick [ˈlɪmərɪk] n 五行打油诗

sort [sɔːt] vt 将事物分类；整理 n 种类；类型

mad [mæd] adj 疯狂的；精神错乱的

pattern [ˈpætn] n 型；模式；方式

dialogue [ˈdaɪəlɒɡ] n 对话；对白

fantasy [ˈfæntəsi] n 想象；幻想；玄幻故事

loneliness [ˈləʊnlinəs] n 孤独；寂寞

sadness [ˈsædnəs] n 悲哀；难过

dust [dʌst] n 灰尘；尘土；粉尘

crow [krəʊ] n 鸦；乌鸦

mood [muːd] n 心境；情绪；语气

rue [ru:] vt&vi <古> 后悔；悲叹

apart [əˈpɑːt] adv 相隔；相距；除去；单独地

insane [ɪnˈseɪn] adj 精神错乱的；疯狂的

essay [ˈeseɪ] n 论说文；散文；随笔

recommend [ˌrekəˈmend] vt 推荐；介绍；建议

district [ˈdɪstrɪkt] n 地区；区域

the Lake District [ˈdɪstrɪkt] (英格兰西北部的) 湖区

hemlock [ˈhemlɒk] n <美> 铁杉；铁杉木

RichardMarx 理查德·马科斯

Peru [pə'rʊ] n 秘鲁(南美洲国家)

Singapore [ˌsɪŋə'pɔ:] n 新加坡(东南亚国家)

come into being 出现；形成；产生

contribute [kən'tribju:t] vi 作出贡献；捐献；投(稿)

vt 贡献；提供；捐献；投稿

contribute to... 为…作贡献(或捐款)；有助于…；向…投稿

light up 照亮；使放光彩；点上(烟等)吸起来

put...together 把…结合成一整体；装配

play with 玩；玩耍；游戏

call up 召唤；使人想起；调动(力量、人员等)；提出(议案等)；(给…)打电话

stand out 突出；显眼；远远超过某人(物)

send for 使某人来到；要求将某物取来或送到

Unit 5 高考文章话题：大不列颠

county ['kaunti] n 郡；县

state [steɪt] n国家；政府；州；状态 vt陈述；声明；阐明

powerful [ˈpaʊəfl] adj 强有力的；强大的；权力大的

mistaken [mɪˈsteɪkən] adj 错误的；弄错的

narrow [ˈnærəʊ] adj 狭的；狭窄的；狭隘的

unknown [ˌʌnˈnəʊn] adj 未知的；不出名的

diversity [daɪˈvɜːsəti] n 差异；多样性

republic [rɪˈpʌblɪk] n 共和国；共和政体

form [fɔːm] vt 形成；构成；组成

influence [ˈɪnfluəns] n影响；作用；势力 vt影响；对…有作用

basis [ˈbeɪsɪs] n ([复]bases) 基础；根据；基本原则

inland [ˈɪnlænd] adj 内地的；内陆的 adv 在内地；向内地

conquer [ˈkɒŋkə] vt&vi 征服；克服；得胜

upper [ˈʌpə] adj (地位或等级、权力等) 较高的；较上的；上院的；北部的

union [ˈjuːniən] n 联合；合并；团结；联邦；协会

judge [dʒʌdʒ] vt&vi 判断；判决；评价 n 法官；(比赛等的)裁判员

queen [kwi:n] n 女王；王后；女酋长；女神

cigarette [ˌsɪɡəˈret, ˈsɪɡəret] n 纸烟；香烟；卷烟

proof [pruːf] n 证据；证物；证明

own [əʊn] vt 拥有 adj 自己的 n 属于自己的东西(或人)

foot [fʊt] n ([复]feet) (长度单位)英尺

employ [ɪmˈplɔɪ] vt 雇用；利用

namely [ˈneɪmli] adv 即；那就是

sheet [ʃiːt] n 被单；床单；薄板

grain [ɡreɪn] n 谷物；谷类植物

westwards [ˈwestwədz] adv 向西

approach [əˈprəʊtʃ] vt 向…靠近；接近；与…打交道；

着手处理(问题等) n 靠近；接近；入门；途径； (处理

问题的)方法

historical [hɪˈstɒrɪkl] adj 历史的；有关历史的

council ['kaunsəl] n 委员会；议会；大会

the BBC World Service 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

Ireland [ˈaɪələnd] n 爱尔兰(西欧国家)；爱尔兰岛(西欧)

Northern Ireland 北爱尔兰

Dublin [ˈdʌblɪn] n 都柏林 (爱尔兰共和国首都)

Irish [ˈaɪrɪʃ] n 爱尔兰语；adj 爱尔兰的；爱尔兰人的

the Irish 爱尔兰人

the Irish Sea 爱尔兰海

Europe [ˈjʊərəp] n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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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 [ˈtʃænl] n 频道；海峡

the English Channel 英吉利海峡

Wales [weɪlz] n 威尔士 (英国的一部分)

the Isle of Man 马恩岛

Atlantic [ətˈlæntɪk] adj 大西洋(沿岸)的

the Atlantic 大西洋

the Atlantic Ocean 大西洋

Welsh [welʃ] n 威尔士语；adj 威尔士的；威尔士人的；威尔士语的

the Welsh 威尔士人

general [ˈdʒenərəl] adj 一般的；普通的

in general 一般地；大体上

consist [kənˈsɪst] vi 由…组成；由…构成

consist of 由…组成；由…构成

bemade up of 由…组成

make the most of 充分利用；充分展示

hold together (使)连在一起；(使)团结一致

Unit 6 高考文章话题：消费

tiny [ˈtaɪni] adj 极小的；微小的

chip [tʃɪp] n 芯片；微小的东西；集成电路片

cash [kæʃ] n 现金；现款

remain [rɪˈmeɪn] vi 保持不变；仍是；剩下；(人)逗留

importance [ɪmˈpɔːtns] n 重要(性)；重大

regular [ˈreɡjələ] adj 有规律的；定期的；习惯性的

medical [ˈmedɪkl] adj 医学的；医疗的；内科的

smallpox [ˈsmɔ:lpɒks] n 天花

physician [fɪˈzɪʃn] n 医生；内科医师

cure [kjʊə] vt&n 治愈；治疗

genetics [dʒəˈnetɪks] n 遗传学

biochemistry [ˌbaɪəʊˈkemɪstri] n 生物化学

educator [ˈedʒukeɪtə] n 教师；教育家

distance [ˈdɪstəns] n 远处；远方；距离

lifelong [ˈlaɪflɒŋ] adj 毕生的；终身的

hopeful [ˈhəʊpfl] adj 有希望的；怀有希望的

prediction [prɪˈdɪkʃn] n 预言；预报；预告

exact [ɪɡˈzækt] adj 正确的；精确的；严谨的

forecast [ˈfɔːkɑːst] n&vt(forecast, forecast; forecasted,
forecasted) 预测；预报

trend [trend] n 倾向；趋势；时尚；(岸、河、山的)走向

contemporary [kənˈtemprəri] adj 当代的;现代的;同时代的

indicate [ˈɪndɪkeɪt] vt 表明；象征；预示

urban [ˈɜːbən] adj 城市的；都市的

ensure [ɪnˈʃʊə] vt 保证；担保；保护

system [ˈsɪstəm] n 系统；网；制度；体制

consumer [kənˈsjuːmə] n 消费者；用户；客户

reform [rɪˈfɔːm] vt&n 改革；改良；改造

necessity [nəˈsesəti] n 必需品；需要；必要(性)

crowded [ˈkraʊdɪd] adj 拥挤的；装满的；密集的

goods [ɡʊdz] n 商品；货物

mall [mɔːl] n 步行街；室内购物中心

purchase [ˈpɜːtʃəs] n 购买；购置物 vt 购买；购置

cheat [tʃiːt] vt&vi 欺骗；骗取 n 欺骗行为

wrist [rɪst] n 腕；腕部；腕关节

require [rɪˈkwaɪə] vt&vi 要求；需要

identify [aɪˈdentɪfaɪ] vt&vi 识别；认出；认同

programme [ˈprəʊɡræm] vt 计划；训练(人/动物)；预调(机器)

reality [riˈæləti] n 现实；实际存在的事物；真实

imitate [ˈɪmɪteɪt] vt 模仿；仿效；仿制

virtual [ˈvɜːtʃuəl] adj 实质上的；实际上的

absurd [əbˈsɜːd] adj 荒谬的；荒唐的；不合理的

lifelike [ˈlaɪflaɪk] adj 栩栩如生的；逼真的

definition [ˌdefɪˈnɪʃn] n 定义；解释；限定；分辨率；清晰度

well-prepared ['welprɪˈpeəd] adj 做好准备的

E-commerce [i:'kɒmɜ:s] n 电子商业；电子贸易

old-fashioned [ˈəuldˈfæʃənd] adj 老式的;过时的;守旧的

deal [diːl] vt&vi (dealt, dealt) 对付；处理；分配

deal with 处理；安排

keep in touchwith... 与…保持联系

in store 贮藏着；准备着；就要来到

glimpse [ɡlɪmps] n 一瞥；一看

catch a glimpse of 瞥见

pay attention to 注意；留意

Unit 7 高考文章话题：传染疾病

prevention [prɪˈvenʃn] n 预防；阻止；妨碍

persuade [pəˈsweɪd] vt 说服；劝服；使某人相信

heroin [ˈherəʊɪn] n 海洛因

immune [ɪˈmjuːn] adj免疫的;有免疫力的;免除的;豁免的

defenceless [dɪˈfensləs] adj 无防备的

illness [ˈɪlnəs] n 病；疾病；身体不适

treatment [ˈtriːtmənt] n 治疗；疗法；对待；处理

unprotected [ˌʌnprəˈtektɪd] adj 无保护的；无防卫的

sex [seks] n 性；性别 adj 性的；与性有关的

transfusion [trænsˈfjuːʒn] n输血(法);输液(法); 渗透;感染

contract [ˈkɒntrækt] vt&vi 染上(疾病、习惯等)；(立约)确定；

(使)承包；(使)缩小

deadly [ˈdedli] adj 致命的；极有害的

imaginary [ɪˈmædʒɪnəri] adj 想象中的；假想的；幻想的

narrative [ˈnærətɪv] n 叙事；叙事体 adj 叙述的

quiz [kwɪz] n 竞赛；比赛

false [fɔːls] adj 错误的；假的；伪造的

infect [ɪnˈfekt] vt 传染；感染；败坏

infection [ɪnˈfekʃn] n 感染；传染病

inject [ɪnˈdʒekt] vt 注射；注入；引入

virus [ˈvaɪrəs] n 病毒

transmit [trænzˈmɪt] vt 传播；感染；传送

via [ˈvaɪə] prep 凭借;通过(某种手段或某人);经过;经由

route [ruːt] n 途径；道路(尤指公路)；路线

blood [blʌd] n 血液；流血；血统

lack [læk] n 缺乏；没有；缺少的东西 vt&vi 缺乏；短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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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 [ˈprɒpə] adj 合适的；适当的

available [əˈveɪləbl] adj 可利用的；可达到的；有效的

discourage [dɪsˈkʌrɪdʒ] vt 使泄气；使失去信心

cheer [tʃɪə] vt&vi (使)感到振奋；(使)感到高兴

network [ˈnetwɜːk] n 网络；网状系统；广播(或电视)网

specialist [ˈspeʃəlɪst] n 专家；专科医生

curable [ˈkjʊərəbl] adj 可治愈的

meaningful [ˈmi:nɪŋfl] adj 意味深长的；富有意义的

defensive [dɪˈfensɪv] adj 防御的；防卫的；防守的

fierce [fɪəs] adj 激烈的；凶猛的；强烈的

invisible [ɪnˈvɪzəbl] adj 看不见的；不可见的；无形的

stranger [ˈstreɪndʒə] n 陌生人；陌生事物；新来者

diagnose [ˈdaɪəɡnəʊz] vt诊断(疾病)；断定 vi诊断；判断

sample [ˈsɑːmpl] n 样品；试样；范例

cell [sel] n 细胞；小房间；单人牢房

disrupt [dɪsˈrʌpt] vt 扰乱；破坏；使分裂

contagious [kənˈteɪdʒəs]adj (指疾病)接触传染的；(情绪等)感染性的

radiation [ˌreɪdiˈeɪʃn] n 放射；发射；辐射；放射物

strength [streŋθ]n 力量;力气;强度;实力

recover [rɪˈkʌvə] vi&vt 恢复；重新找到；弥补

fighter [ˈfaɪtə] n 战士；奋斗者；战斗机

category [ˈkætəɡəri] n 种类；类别；范畴

contrary [ˈkɒntrəri] adj 相反的；相对的；对抗的

on the contrary 正相反

for the moment 暂时；目前

free from 不受…的影响；没有…的

suffer [ˈsʌfə] v 受苦；遭受

suffer from 遭受(痛苦、疾病、损失等)

live with 忍受；与…住在一起

cheer up 感到振奋；感到高兴

cheer...up (使)感到振奋；(使)感到高兴

die of 病(饿、冻)死

Unit 8 高考文章话题：急救

ambulance [ˈæmbjələns] n 救护车(船、飞机)；流动医院

response [rɪˈspɒns] n 作答；回答；响应

conscious [ˈkɒnʃəs] adj 神志清醒的；意识到的；有意的

unconscious [ʌnˈkɒnʃəs] adj 失去知觉的；无意识的

airway [ˈeəweɪ] n 呼吸道；航道；(矿井的)风道

tip [tɪp] vt 使倾斜；使翻倒；轻击

slight [slaɪt] adj 轻微的；少量的；纤细的

chest [tʃest] n 胸腔；胸膛

circulate [ˈsɜːkjəleɪtt] vi (血液等)循环；环流

vt 使(血液等)循环；使环流；使环行

circulation [ˌsɜːkjəˈleɪʃn] n 循环；环流；环行；(货币、消息

等的)流通, 传播；(报刊等的)发行

pulse [pʌls] n 脉搏；有节奏的跳动

wound [wuːnd] n 创伤；伤口

revive [rɪˈvaɪv] vt 使苏醒；使复活

recovery [rɪˈkʌvəri] n 复原；痊愈；恢复；重获

chin [tʃɪn] n 颏；下巴

drown [draʊn] vi 溺死 vt 使淹死；淹没

bleed [bliːd] vi (bled, bled) 出血；流血

choke [tʃəʊk] vi 窒息；呛住；哽住 vt 使窒息；呛住

ink [ɪŋk] n 墨水；油墨

wire [ˈwaɪə] n 电缆；电线；金属丝

container [kənˈteɪnə] n 容器；集装箱

electrical [i'lektrikəl] adj 电的；与电有关的

scream [skriːm] vi尖叫；(机器、汽笛等)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风)呼啸

witness ['witnis] vt 目睹;目击;为…作证 n 证据;目击者

calm [kɑːm] adj 宁静的;镇静的 vt&vi (使)平静;(使)镇定

panic [ˈpænɪk] vi 十分惊慌 n 惊慌；恐慌

blanket [ˈblæŋkɪt] n 毛毯；毡子；毛毯似的东西

motorcycle [ˈməʊtəsaɪkl] n 摩托车

weave [wiːv] vt (wove,woven) 织；编

sudden [ˈsʌdn] adj 突然(发生)的；意外的；迅速的

bite[baɪt] n 咬；叮；被咬(或叮)的伤痕；咬伤

vt&vi (bit, bitten) 咬；叮

tap [tæp] n (自来水、煤气等的)旋塞；龙头

loose [luːs] adj 松的；松散的

bandage [ˈbændɪdʒ] n 绷带；包扎带

explanation [ˌekspləˈneɪʃn] n 解释；说明；阐述

kit [kɪt] n 工具袋；用品箱

thermometer [θəˈmɒmɪtə] n 温度计；体温表

flashlight [ˈflæʃlaɪt] n 手电筒；(灯塔、机场)闪光信号灯

SOS [ˌes əʊ ˈes] n (国际通用的船舶、飞机等的)无线电紧

急呼救信号；<口>紧急求救的表示

roll [rəʊl] n&v 卷

roll over 翻转；倒转

aid [eɪd] n 援助；救助；助手 vt 援助；资助；救助

first aid 急救

upside [ˈʌpsaɪd] n 上边；上部

upside down 颠倒着；倒转着

honour [ˈɒnə] n 荣幸；光荣

in honour of 为向…表示敬意;为庆祝…;为纪念…

catch fire 着火；开始燃烧

keep in mind 记住

in case of 假使；以防

a list of 一张…的清单

Unit 9 高考文章话题：可持续发展

rural [ˈrʊərəl] adj 农村的；乡村的

poverty [ˈpɒvəti] n 贫穷；贫困；贫乏

violence [ˈvaɪələn] n 暴力；侵犯；猛烈；强烈

premier [ˈpremiə; prɪˈmɪr] n 总理；首相

stress [stres] vt 着重；强调

equality [iˈkwɒləti] n 相等；平等

fairness [ˈfeənəs] n 公平；公正

responsibility [rɪˌspɒnsəˈbɪləti] n 责任；责任心；职责

cooperation [kəʊˌɒpəˈreɪʃn] n 合作；配合

prosper [ˈprɒspə] vi 兴旺；繁荣；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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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ngness ['wɪlɪŋnəs] n 愿意；心甘情愿

per [pə] prep 每；每一；按照

alternative [ɔːlˈtɜːnətɪv] adj两者(或两者以上)择一的；供选择的

n两者取一；可供选择的办法(或方案)

ecology [iˈkɒlədʒi] n 生态；生态学

coal [kəʊl] n 煤

issue [ˈɪʃuː] n 问题；争议；发行 vt 发行；分配

environmentalist [ɪnˌvaɪrənˈmentəlɪst] n 环境论者；研究环

境污染问题的专家

summarise ['sʌməraɪz] vt&vi (作)概括；(作)总结

content [ˈkɒntent] n 内容；目录；容量 adj 满足；满意

representative [ˌreprɪˈzentətɪv] n 代表；典型；议员

adj 有代表性的；典型的

sustainable [səˈsteɪnəbl] adj 能持续的;能维持的;能承受的

killer [ˈkɪlə] n 杀人者；凶手；<口>导致死亡的事物

contaminate [kənˈtæmɪneɪt] vt 弄脏；污染；毒害

sanitation [ˌsænɪˈteɪʃn] n 环境卫生；卫生条件

access [ˈækses] n 接近；进入；接近(或进入) 的方法；到达

(或进入、使用、走访)的权利(或机会)

defend [dɪˈfend] vt 为…辩护(答辩)；防卫

incorrect [ˌɪnkəˈrekt] adj 错误的；不正确的；不能接受的

affect [əˈfekt] vt 影响；感动；(疾病)侵袭

the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Johannesburg [dʒəuˈhænisbə:ɡ] n 约翰内斯堡(南非城市)

South Africa 南非(非洲南部国家)

car-pooling [kɑː 'pu:lɪŋ] n <美>合伙用车；拼车

conditioner [kənˈdɪʃənə] n 调节器

air conditioner 空调

harmony [ˈhɑːməni] n 协调；和谐；和睦

in harmony with... 与…协调

wipe [waɪp] vt 擦

wipe out 消灭；擦洗…的内部；去除

advise [ədˈvaɪz] vt 劝告；向…提供意见 vi 建议

advise sb to do sth 劝某人做某事

advise sb not to do sth 劝某人不做某事

put an end to 结束

take action 采取行动

take part in 参加；参与(某事物)

Unit 10 高考文章话题：火山岛

mud [mʌd] n 泥；烂泥；泥浆

rise [raɪz] vi (rose, risen) 升起；上升；起床；上涨

spot [ spɒt] n 地点；斑点；丘疹；少量 v 注意到；让步

dirt [dɜːt] n 泥土；污垢 (如烂泥、灰尘等)

sight [saɪt] n 情景；视觉；视野

courage [ˈkʌrɪdʒ] n 勇气；胆量

flee [fliː] vi (fled,fled) 逃走；逃避

urge [ɜːdʒ] vt 催促；力劝；强烈要求 n 迫切欲望；强烈要求

arrival [əˈraɪvl] n 到达；抵达

bath [bɑːθ] n 浴缸；浴；浴室

bathe [beɪð] vt&vi 洗澡；沐浴；(使)浸没

frightening [ˈfraɪtnɪŋ] adj 可怕的; 令人恐惧/惊恐的

hurricane [hurricane] n 飓风

threat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terrify [ˈterɪfaɪ] vt 使恐惧; 使惊恐; 恐吓

erupt [ɪˈrʌpt] vi (火山、喷泉等) 喷发

eruption [ɪ'rʌpʃn] n 火山/战争爆发； (皮疹等)发作

bury [ˈberi] vt 埋葬；掩藏

ash [æʃ ] n 灰；灰烬

pillow [ˈpɪləʊ] n 枕头

daylight [ˈdeɪlaɪt] n 日光；白昼；黎明

sulphur ['sʌlfə] n 硫磺

immediately [ɪˈmiːdiətli] adv 立刻；马上；直接地

fresh [ freʃ ] adj 新的；刚经历的；新鲜的

farewell [ˌfeəˈwel] int再会；再见；祝你好运；一路平安

web [web] n 网；错综复杂的事物或网络

inch [ɪntʃ] n 英寸；少量

barometer [bəˈrɒmɪtə] n 气压计；气压表

steamship [ˈsti:mʃɪp] n 汽船；轮船

unbelievable [ˌʌnbɪˈliːvəbl] adj 不可相信的；难以置信的

crash [kræʃ ] 破裂(声)；崩溃

ton [tʌn] n 吨；吨位

deck [dek] n 甲板；舱面；桥面

waterfall [ˈwɔːtəfɔːl] n 瀑布

uncomfortable [ʌnˈkʌmftəbl] adj 不舒服的；不自在的

aloud [əˈlaʊd] adv 大声地；高声地

reading [ˈriːdɪŋ] n (仪器上的)读数；阅读；读物

puff [pʌf] n 一阵；一股；噗的一声

swear [sweə] vt&vi (swore,sworn)发誓；咒骂；宣誓

Vesuvius [vəˈsuviəs] n 维苏威火山 (意大利)

Montserrat [mɒntsəˈræt] n 蒙特塞拉特岛(加勒比海一岛)

board [bɔːd] n 船舷；木板；边缘

on board 上船 (或火车、公共汽车、飞机等)

calm [kɑːm] adj 镇静的

calm down 镇静；冷静下来

calm sb down 使某人镇静；使某人平静

though [ðəʊ] conj 虽然；尽管；不过；可是；然而

as though 好像；仿佛

as if 好像；仿佛

on end 连续地; 直立着，竖立着

draw one's attention to 吸引某人的注意

at hand 近在手边；在附近

knock about <口>接连打击；(浪等)冲击(船等)；碰撞

live through 度过；经受住

all of a sudden 突然地；冷不防；意外地

Unit 11 高考文章话题：前沿科技

private [ˈpraɪvət] adj 私人的；私立的；非公开的

institute [ˈɪnstɪtjuːt] n 学会；协会；研究机构

grasp [ɡrɑːsp] vt 抓住；抓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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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ˈmɑːstə] n 硕士；男主人；能手 vt 控制；掌握

perfect [ˈpɜːfekt] adj 理想的；完美的；绝对的

arrange [əˈreɪndʒ] vt 安排；筹划；整理；布置

failure [ˈfeɪljə] n 失败；失败的人(事)

silicon [ˈsɪlɪkən] n 硅

valley [ˈvæli]n 山谷；溪谷；低凹处

base [beɪs] n 基地；根据地；底部

mark [mɑ:k] vt 标志；表示；做记号；打分数

agency [ˈeɪdʒənsi] n 机构；代理(处)

organ [ˈɔːɡən] n 器官

solar [ˈsəʊlə] adj 太阳的；日光的

giant [ˈdʒaɪənt] adj 巨大的 n 巨人；巨物

leap [liːp] n&vi (leapt, leapt) 跳；跳跃

mankind [mænˈkaɪnd] n 人类

constitution [ˌkɒnstɪˈtjuːʃn] n 宪法

eureka [juˈri:kə] int 我找到了！我发现了！

man [mæn] vt 操纵；给…配备人员

support [səˈpɔːt] vt&n 支持；支撑；供养

daily [ˈdeɪli] adj& adv 每日(的)

achieve [əˈtʃiːv] vt 获得；实现

likely [ˈlaɪkli] adj 可能的；预期的

economic [ˌiːkəˈnɒmɪk] adj 经济的；经济学的；合算的

zone [zəʊn] n 区；区域；地带

rejuvenate [rɪˈdʒu:vəneɪt] vt&vi 振兴；返老还童

breakthrough [ˈbreɪkθruː] n 重大突破；突围

impressive [ɪmˈpresɪv] adj 给人深刻印象的

march [mɑːtʃ] n&vi 行军；进行

announce [əˈnaʊns] vt 宣布；宣告

genome [ˈdʒi:nəʊm] n 基因组；染色体组

evolution [ˌevəˈluːʃn] n 发展；展开

byte [baɪt] n [计]字节；比特

humanoid [ˈhju:mənɔɪd] adj 仿人形的；类人的

element [ˈelɪmənt] n 元素；要素；组成部分

battle [ˈbætl] n 战斗；战役 vi 斗争；奋斗

strategy [ˈstrætədʒi] n 策略；战略

Lenovo [lɛnovo] n 联想公司

Founder [ˈfaʊndə] n 方正公司

hi-tech ['haɪ'tek] n (=high technology) 高科技

rely [rɪˈlaɪ] vi 依靠；信赖；指望

rely on 依靠；信赖；指望

aim [eɪm] vt&vi 瞄准；对准

aim (sth) at 旨在；瞄准

forward [ˈfɔːwəd] adv 向前

put forward 提出；建议；推荐

set foot (in) 到达；进入；踏上

have an effect on 对…产生作用；对…有效果

come to life(变得)活跃；苏醒过来

Unit 12 高考文章话题：海上历险

collision [kəˈlɪʒn] n 碰撞；(利益、意见等)冲突

companion [kəmˈpæniən] n 同伴；同伙

overboard [ˈəʊvəbɔːd] adv 从船上落(或抛)入水中；向船外

submarine [ˌsʌbməˈriːn] n 潜水艇

permanent [ˈpɜːmənənt] adj 永久的；固定的

guest [ɡest] n 客人；旅客；客座教授

voyage [ˈvɔɪɪdʒ] n 航海；航空；航行

iron [ˈaɪən] n 铁

aboard [əˈbɔːd] adv 在船(或飞机、车)上；上船；登机

lamp [læmp] n 灯

dislike [dɪsˈlaɪk] vt 不喜欢；讨厌

prisoner [ˈprɪznə] n 俘虏；失去自由的人；犯人

gentle [ˈdʒentl] adj 温和的；温柔的；文雅的

Iceland ['aɪslənd] n 冰岛(欧洲岛国)

layer [ˈleɪə] n 层；地层

marble [ˈmɑːbl] n 大理石；大理石制品

shore [ʃɔː] n 岸；滨

luggage [ˈlʌɡɪdʒ] n(总称)行李

brilliant [ˈbrɪliənt] adj 聪明的；杰出的；耀眼的

fiction [ˈfɪkʃn] n 小说

belief [bɪˈliːf] n 信念；信心；信仰

league[liːɡ] n 里格(长度单位，约三海里)；联盟；社团

balloon [bəˈluːn] n 气球

bulb [bʌlb] n 电灯泡；球状物；球茎

botany [ˈbɒtəni] n 植物学

apply [əˈplaɪ] vt 应用；运用 vi 申请；请求

applied [əˈplaɪd] adj 应用的；实用的

foundation [faʊnˈdeɪʃn] n 基础；建立

servant [ˈsɜːvənt] n 仆人；公务员；雇员

whale [weɪl] n 鲸；巨大的人(物)

hunter [ˈhʌntə] n 猎人；搜索者

phenomenon [fəˈnɒmɪnən] n (复phenomena) 现象；奇迹

labour [ˈleɪbə] n 努力；(体力)劳动

hesitate [ˈhezɪteɪt] vi 踌躇；犹豫

creation [kriˈeɪʃn] n 创造；产生

horror [ˈhɒrə] n 恐惧；恐怖

horrible [ˈhɒrəbl] adj 可怕的；令人恐惧的

grave [ɡreɪv] n 墓穴；坟墓

butcher [ˈbʊtʃər] n 屠夫；屠杀者

curtain[ˈkɜːtn] n 窗帘；门帘；(舞台上的)幕

lip [lɪp] n 嘴唇；唇状物

brainstorm [ˈbreɪnstɔːm] vt献计献策 n头脑风暴；突然想到的好主

make a living 谋生

cut up 切碎；剪碎

in public 公开地；公然

throw light upon 阐明某事；使某事显得非常清楚

set out 出发；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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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3 高考文章话题：化学实验

atom [ˈætəm] n 原子

oxygen [ˈɒksɪdʒən] n 氧；氧气

relative [ˈrelətɪv] adj 相对的；比较而言的

solid [ˈsɒlɪd] n 固体 adj 固体的；密实的；坚固的

freezing [ˈfriːzɪŋ] adj 冰冻的；极冷的 n 冰点

salinity [səˈlɪnɪti] n 含盐量

dissolve [dɪˈzɒlv] vt 使溶解；除去；消除

pure [pjʊə] adj 纯净的；纯粹的

gramme [ɡræm] n (=gram) 克

density [ˈdensəti] n 密度；浓度

relationship [rɪˈleɪʃnʃɪp] n 关系；联系；亲属关系

mass [mæs] n 质量；(聚成一体的)团；块；大量

volume [ˈvɒljuːm] n 体积；容量

cubic [ˈkjuːbɪk]adj 立方的；立方形的

kilogramme ['kɪləʊgræm] n (=kilogram) 千克；公斤

float [fləʊt] vi&vt(使)漂浮

decrease [dɪˈkriːs ] vi 变小；减少

capacity [kəˈpæsəti] n 容量；容纳；性能

substance [ˈsʌbstəns] adj 物质；主旨

centigrade [ˈsentɪɡreɪd] adj 摄氏温度计的

cube [kjuːb] n 块；立方形

sailor [ˈseɪlə] n 海员；水手

mariner [ˈmærɪnə] n 水手

transport [trænˈspɔːt] n 运输；运送 vt 运输；运送

property [ˈprɒpəti] n 特性；性质；财产

range [reɪndʒ] vi (在一定范围内)变动；变化

plankton [ˈplæŋktən] n 浮游生物

molecule [ˈmɒlɪkjuːl] n 分子

unique [juˈniːk] adj 唯一的；独特的

hydrogen [ˈhaɪdrədʒən] n 氢

absorb [əbˈsɔːb] vt 吸收

thus [ðʌs] adv 如此；这样

stable [ˈsteɪbl] adj 稳定的；稳固的

sensitive [ˈsensətɪv] adj 敏感的；灵敏的

steady [ˈstedi] adj 平稳的；牢固的

motion [ˈməʊʃn] n 运动；移动

dense [dens] adj 浓度大的；稠的；密度大的

trust [trʌst] vt 信任；相信

nursery [ˈnɜːsəri] n 保育院；育儿室

estuary [ˈestʃuəri] n 河口(湾)

tide [taɪd] n 潮；高潮

mammal [ˈmæml] n 哺乳动物

reproduce [ˌriːprəˈdjuːs] vi 繁殖；生殖

pollutant [pəˈluːtənt] n 污染物质

erosion [ɪˈrəʊʒn] n 侵蚀；腐蚀

recreation [ˌriːkriˈeɪʃn] n 娱乐；消遣

gallon [ˈɡælən] n (液量单位)加仑

define [dɪˈfaɪn] vt 给(词语等)下定义；解释

variety [vəˈraɪəti] n 多样

a variety of 种类繁多的

benefit [ˈbenɪfɪt] vi 使…受益；得益 n 利益

benefit from 从…中获益

all the way 一直；一路上

give off 释放；放出

take advantage of 对…加以利用

call in 召集；打电话

Unit 14 高考文章话题：美国黑人解放运动

racial [ˈreɪʃl] adj 种族的；种族间的；由种族引起的

discrimination [dɪˌskrɪmɪˈneɪʃn] n 歧视；区别

act [ækt] n 法令；条例

bill [bɪl] n 议案

politics [ˈpɒlətɪks] n 政治(学)

religion [rɪˈlɪdʒən] n 宗教

independence [ˌɪndɪˈpendəns] n 独立；自主；自立

unconditional [ˌʌnkənˈdɪʃənl] adj 无条件的；绝对的

abolish [əˈbɒlɪʃ] vt 废除；废止

prejudice [ˈpredʒudɪs] n 偏见；成见

chapter [ˈtʃæptə] n 章；回；篇

ridiculous [rɪˈdɪkjələs] adj 可笑的；荒谬的

viewpoint [ˈvjuːpɔɪnt] n 观点

freedom [ˈfriːdəm] n 自由

murder [ˈmɜːdə] vt&n 谋杀

youth [juːθ] n(总称)青年们；青少年时期；青春

prison [ˈprɪzn] n 监狱

revolution [ˌrevəˈluːʃn] n 革命；彻底的改革

slavery [ˈsleɪvəri] n 奴隶制；蓄奴；奴隶身份

runaway [ˈrʌnəweɪ] adj 逃跑的；失控的 n 逃跑；逃跑者

moulder ['məʊldə] vi 腐朽；崩碎 vt 使腐朽；使崩碎

soul [səʊl] n 灵魂；心灵；精神

chorus [ˈkɔːrəs] n 合唱；合唱队；合唱曲

hallelujah [ˌhælɪˈlu:jə] interj 哈利路亚(表达赞美上帝)

arrest [əˈrest] vt 逮捕；拘留；扣留

separation [ˌsepəˈreɪʃn] n 分离；隔离

race [reɪs] n 种族；人种；民族

marriage [ˈmærɪdʒ] n 结婚；婚姻

forbid [fəˈbɪd] vt (forbade, forbidden) 禁止；不许

vote [vəʊt] vi&n 选举；投票；选举权

political [pəˈlɪtɪkl] adj 政治的；政治上的

demand [dɪˈmɑːnd] vt 要求

boycott [ˈbɔɪkɒt] n 抵制 vt 联合抵制

lawyer [ˈlɔːjə] n 律师

demonstration [ˌdemənˈstreɪʃn] n 游行；集会；证明

Nelson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南非前总统)

Harriet Tubman 哈丽特·塔布曼

Vietnam [ˌvjɛtˈnɑːm] n 越南(东南亚国家)

Negro [ˈniːɡrəʊ] n 黑人(含贬义)

the Nobel Prize 诺贝尔奖

civil [ˈsɪvl] adj 公民的；国内的；文职的

the Civil War (美国)内战

regardless [rɪˈɡɑːdləs] adv 不加理会；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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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less of 不理会；不顾

sight [saɪt] n 视力；景象

at first sight 乍一看；初见之下

put...in prison 把…投进监狱

set an example to 为…树立榜样

from then on 从那时起

start with 以…开始

join hands 携手；联手；合伙

Unit 15 高考文章话题：世界旅游

princess [ˌprɪnˈses] n 公主；王妃

avenue [ˈævənjuː] n 大街；通道

paradise [ˈpærədaɪs] n 乐园；天堂

skier [ˈski:ə] n 滑雪者

altitude [ˈæltɪtjuːd] n 纬度

guarantee [ˌɡærənˈtiː] vt 保证；确保

resort [rɪˈzɔːt] n 胜地；常去之地

downhill [ˈdaʊnhɪl] adj 快速下降滑雪的；下坡的；倾斜的

gather [ˈɡæðə] vi&vt 聚集；集合；收集

feast [fiːst] n(感官、精神等的)享受；盛宴

dip [dɪp] n(在江河湖海中)洗澡；游泳 vt 浸；泡；蘸

gym [dʒɪm] n 体育馆

complaint [kəmˈpleɪnt] n 抱怨；投诉

upset [ʌpˈset] adj 苦恼的；心烦的

airline [ˈeəlaɪn] n 航空公司；航线

fly [flaɪ] n 苍蝇

itch [ɪtʃ] n&vi 渴望；痒

wanderlust [ˈwɒndəlʌst] n 漫游癖

stretch [stretʃ] vt&vi 展开；伸展；延伸

lifestyle [ˈlaɪfstaɪl] n 生活方式

downtown [ˈdaʊntaʊn] adj&n 城市商业区(的)

analyse [ˈænəlaɪz] vt 分析

chat [tʃæt] n&vi 聊天；闲谈

budget [ˈbʌdʒɪt] n 预算；预算案

rate [reɪt] n 价格；费用；速度 vt 评定；认为

visa [ˈviːzə] n 签证

arrangement [əˈreɪndʒmənt] n 安排；准备工作；整理

passport [ˈpɑːspɔːt] n 护照；过境通行证

cheque [tʃek] n 支票

photocopy [ˈfəʊtəʊkɒpi] n&vt 复印(件)

currency [ˈkʌrənsi]n 货币；通货

Alps [ælps] n 阿尔卑斯山脉(欧洲)

Carnival [ˈkɑːnɪvl] n 狂欢节；欢宴

Kitzbuhel [ˈkɪtsbjul] n 基茨比厄尔(奥地利城市)

Austria ['ɒstrɪə] n 奥地利(欧洲国家)

Iraq [ɪ'rɑ:k] n 伊拉克(西亚国家)

Greenland [ˈɡri:nlənd] n 格陵兰(岛)

Cariocas [,kæri'əukə] n 里约热内卢人

Rio de Janeiro [ˈriəudədʒəˈniərəu] n 里约热内卢(巴西港市)

get/be tired of 对…感到厌倦；对…失去兴趣

cool off 变凉；冷却；冷静

look into 调查；观察

every now and then 不时地

Unit 16 高考文章话题：美国的城市

mayor [meə] n 市长

former [ˈfɔːmə] adj 以前的；(两者中的)前者

economical [ˌiːkəˈnɒmɪkl] adj 经济的；节约的

segregation [ˌsegrɪˈgeɪʃn] n 隔离；分离

injustice [ɪnˈdʒʌstɪs] n 不公平；非正义

funeral [ˈfjuːnərəl] n 葬礼

eventually [ɪˈventʃuəli] adv 最后；终于

dawn [dɔːn] n 开端；黎明

financial [faɪˈnænʃl] adj 财务的；金融的；财政的

overcome [ˌəʊvəˈkʌm] vt (overcame, overcome) 战胜；克服

bison [ˈbaɪsn] n(单复同)北美野牛

plain [pleɪn] n 平原 adj 清楚的；明白的；平易的

onwards [ˈɒnwədz] adv 向前

resist [rɪˈzɪst] vi&vt 抵抗；对抗

chief [tʃiːf] n 首领；上司 adj 主要的；最高级别的

afterwards [ˈɑːftəwədz] adv 后来；随后

widespread [ˈwaɪdspred] adj 普遍的；分布广的

entry ['entri] n 进入许可；进入；词条

mental [ˈmentl] adj 脑力的；智力的；精神上的

physical [ˈfɪzɪkl] adj 身体的；物理的；物质的

depression [dɪˈpreʃn] n 萧条(期)；降低；沮丧

suffering [ˈsʌfərɪŋ] n 痛苦；折磨

greedy [ˈɡriːdi] adj 贪婪的；渴望的；贪吃的

greed [ɡriːd] n 贪心；贪婪；贪食

trader [ˈtreɪdə] n 商人；商船

unemployment [ˌʌnɪmˈplɔɪmənt] n 失业(状态)；失业人数

unrest [ʌnˈrest] n 动乱；骚动；不安

sacrifice [ˈsækrɪfaɪs] n 牺牲 vt 牺牲；奉献；把…做祭品

reconstruction [ˌri:kənˈstrʌkʃn] n 重建；重建物

rot [rɒt] vi 腐烂；堕落

wildlife [ˈwaɪldlaɪf] n 野生动物

prairie [ˈpreəri] n 大草原；草地

supply [səˈplaɪ] vt供给；供应 n供给量；(常用复数)供应品；生活用品

chain [tʃeɪn] n 链条；连锁；一连串

willing [ˈwɪlɪŋ] adj 心甘情愿的；愿意的

Mongolian [mɒŋˈɡəʊliən] n 蒙古(族)人；蒙古语

Jew [dʒuː] n 犹太人

Manhattan [mæn'hætn] n 曼哈顿岛；曼哈顿区(纽约市)

Atlanta [ætˈlæntə] n 亚特兰大(美国城市)

Mississippi [ˌmɪsəˈsɪpi] n 密西西比河

Ellis Island [ˈelɪs ˈaɪlənd] n 艾里斯岛

Guinness [ˈgɪnɪs] n 吉尼斯世界纪录

post-war [ˌpoʊst ˈwɔːr] adj 战后的 adv 在战后

insist [ɪnˈsɪst] vi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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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st on 坚持(做)

vain [veɪn] adj 徒劳的；徒然的

in vain 徒劳；白辛苦

take a chance 冒险；碰运气

leave alone 不打扰；不理会

as a result 结果

put out 出版；生产；扑灭；关掉

on sale 出售；减价

in turn 转而；反过来；轮流

Unit 17 高考文章话题：残疾人

disability [ˌdɪsəˈbɪləti] n 伤残；无能；无力

ability [əˈbɪləti] n 能力；才能；才智

obstacle [ˈɒbstəkl] n 障碍；妨碍物

sidewalk [ˈsaɪdwɔːk] n (美)人行道

elevator [ˈelɪveɪtə] n 电梯；升降梯

escalator [ˈeskəleɪtə] n 自动扶梯

waist [weɪst] n 腰(部)

candy [ˈkændi] n 糖果

niece [niːs] n 侄女；外甥女

ceremony [ˈserəməni] n 仪式；典礼

victory [ˈvɪktəri] n 胜利

dignity [ˈdɪɡnəti] n 尊严；尊贵；高贵

shameful [ˈʃeɪmfl] adj 可耻的；丢脸的；不体面的

participate [pɑːˈtɪsɪpeɪt] vi 参与；参加

participant [pɑːˈtɪsɪpənt] n 参加者；参与者

facility [fəˈsɪləti] n (常作复数)设施；设备；便利

conduct [kənˈdʌkt] vt 主持；领导；引导；控制

survey [ˈsɜːveɪ] n 调查；鉴定 vt 抽查；测量；测绘

fair [feə] n商品交易会；商品展览会 adj公平的；公正的

potential [pəˈtenʃl] n潜力；可能性 adj可能的；潜在的；有潜力的

guidance [ˈɡaɪdns] n 指引；引导

gifted [ˈɡɪftɪd] adj 有天赋的；有天资的

assist [əˈsɪst] vt 帮助；援助

cooperate [kəʊˈɒpəreɪt] vi 合作；协作

recognition [ˌrekəɡˈnɪʃn] n 接受；承认；认可

sympathy [ˈsɪmpəθi] n 同情(心)；同感

encouragement [ɪnˈkʌrɪdʒmənt] n 鼓励；促进

productive [prəˈdʌktɪv] adj 富有成效的；多产的；生产的

visual [ˈvɪʒuəl] adj 视觉的；视力的

impair [ɪmˈpeə] vt 损害；削弱

motivate [ˈməʊtɪveɪt] vt 使有动机；激发

adjust [əˈdʒʌst] vt 调整；调节 vi 适应

accessible [əkˈsesəbl] adj 可以使用(或得到)的；能进入的

self-confidence [self 'kɒnfɪdəns] n 自信

Olympian [əˈlɪmpiən] n奥林匹克运动会选手 adj奥林匹亚的

Huhhot [ˈhuhɒt] n 呼和浩特

get around (=get about) 四处走动；活动

get used to 适应于…；习惯于…

Unit 18 高考文章话题：克服困难

reject [ˈriːdʒekt] vt 排斥；丢掉；抛弃

partial [ˈpɑːʃl] adj 部分的；偏袒的

break away from 摆脱；脱离

possibility [ˌpɒsəˈbɪləti] n 可能(性)；可能的事

perception [pəˈsepʃn] n 观念；认识；感觉

otherwise [ˈʌðəwaɪz] adj 不然；否则

visible [ˈvɪzəbl] adj 可见的；看得见的

connection [kəˈnekʃn] n 联系；关系；联结

previous [ˈpriː viəs] adj 以前的；先的

edible [ˈedəbl] adj 可以吃的

flavour [ˈfleɪvə] n 味道

laptop [ˈlæptɒp] n 笔记本电脑

vest [vest] n 背心；马甲；内衣

heel [hiːl] n 鞋跟；脚后跟

inflatable [ɪnˈfleɪtəbl] adj 可充气的；可膨胀的

patent [ ˈpætnt] n 专利；专利权；专利证

officer [ˈɒfɪsə] n 公务员；(政府)官员；军官

petrol [ˈpetrəl] n 汽油

creative [kriˈeɪtɪv] adj 创造的

background [ˈbækɡraʊnd] n 背景

rephrase [ˌri:ˈfreɪz] vt&vi (给…)重新措辞；改用别的措辞表述

relativity [ˌreləˈtɪvəti] n 相对性

rider [ˈraɪdə] n 骑手；骑马(或自行车)的人

desktop [ˈdesktɒp] adj 台式电脑

plamtop [p'læmtɒp] n 掌上电脑

dusty [ˈdʌsti] adj 满是灰尘的

pilot [ˈpaɪlət] n 飞行员

metaphor [ˈmetəfə] n 比喻的说法；隐喻

paste [peɪst] vt 粘贴

storage [ˈstɔːrɪdʒ] n 储存；贮藏

glue [ɡluː] n 胶水；胶

electronics [ɪˌlekˈtrɒnɪks] n 电子学

typewriter [ˈtaɪpraɪtə] n 打字机

Eniac ['iːniæk] n 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

Mozart ['məʊtsɑ:t] 莫扎特(奥地利作曲家)

aware [əˈweə] adj 意识到的；知道的

be aware of 知道；意识到

trial ['traiəl] n 试验；审判

trial and error 反复实验；不断摸索

keep track of 保持联系

allow for 顾及；为…做准备

get stuck 遇到困难；陷进去

after all 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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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9 高考文章话题：贸易通商

justice [ˈdʒʌstɪs] n 公正；正义

therefore [ˈðeəfɔː] adv 因此；所以

worthy [ˈwɜːði] adj 值得的；应得的；有价值的

kindness [ˈkaɪndnəs] n 仁慈；和气；好意

punish [ˈpʌnɪʃ] vt 惩罚

punishment [ˈpʌnɪʃmənt] n 惩罚

order [ˈɔːdə] vt 命令；下令

sword [sɔːd] n 剑；刀

complex [ˈkɒmpleks] adj 错综复杂的；难解的

tragedy [ˈtrædʒədi] n 悲剧

merchant [ˈmɜːtʃənt] n 商人

uneasy [ʌnˈiːzi] adj 不安的；忧虑的

crown [kraʊn] n 王冠；皇冠

deny [dɪˈnaɪ] vt 否认；拒绝给予

duke [dju:k] n 公爵

masterpiece [ˈmɑːstəpiːs] n 杰作；最佳作品

revenge [rɪˈvendʒ] n 复仇；报复

enemy [ˈenəmi] n 敌人

reasonable [ˈriːznəbl] adj 合乎情理的；讲理的

weakness [ˈwiːknəs] n 软弱；弱点

judgement [ˈdʒʌdʒmənt] n 判决；判断

gentleman [ˈdʒentlmən] n 绅士

greeting [ˈɡriːtɪŋ] n 招呼；问候

envy [ˈenvi] vt&n 妒忌；羡慕

troublesome [ˈtrʌblsəm] adj 令人烦恼的；讨厌的

accuse [əˈkjuːz] vt 指控；指责

fate [feɪt] n 命运

consequence [ˈkɒnsɪkwəns] n 结果；后果；影响

fortune [ˈfɔːtʃuːn] n 运气；机会；大笔的钱

merciful [ˈmɜːsɪfl] adj 仁慈的；宽大的

bargain [ˈbɑːɡən] n 协议；交易；廉价货 vi 讨价还价；谈判

bless [bles] vt (blest，blest) 祝福；保佑

legal [ˈliːɡl] adj 法律的；法定的

deed [diːd] n 行动；所做之事

surgeon [ˈsɜːdʒən] n 外科医生

requirement [rɪˈkwaɪəmənt] n 需要；规定

declare [dɪˈkleə] vt 宣布；宣称

court [kɔːt] n 法庭

scale [skeɪl] n 天平盘；秤盘

ducat [ˈdʌkət] n 达克特(古时候在欧洲通用的金币)

knee [ni:s] n 膝盖

go down on one's knees 跪下

mercy [ˈmɜːsi] n 怜悯；仁慈

have mercy on 对…表示怜悯

at the mercy of 任由…摆布或控制

pay back 偿还；报答

go about 开始做；着手于

as far as I know 就我所知

tear up 撕毁；取消(合同等)

Unit 20 高考文章话题：考古发掘

archaeology [ˌɑːkiˈɒlədʒi] n 考古学

archaeological [ˌɑːkɪəˈlɒdʒɪkəl] adj 考古学的

archaeologist [ˌɑːkiˈɒlədʒɪst] n 考古学家

curiosity [ˌkjʊəriˈɒsəti] n 好奇(心)；古玩

decoration [ˌdekəˈreɪʃn] n 装饰；装潢

unearth [ʌnˈɜːθ] vt (从地下)发掘；揭露

spear [spɪə] n 矛；枪；梭镖

spare [speə] adj 备用的；额外的

approximately [əˈprɒksɪmətli] adv 近乎；接近

average [ˈævərɪdʒ] adj 平均的；普通的

lorry [ˈlɒri] n 卡车

link [lɪŋk] vt 连接；联系 n 环；关系；联系

monument [ˈmɒnjumənt] n 纪念碑；纪念馆；纪念物

homeland [ˈhəʊmlænd] n 祖国；国家

status [ˈsteɪtəs] n 地位；身份

remote [rɪˈməʊt] adj 遥远的；偏远的；隔离的

distant [ˈdɪstənt] adj 遥远的

ivory [ˈaɪvəri] n 象牙

site [saɪt] n 遗址；地方

pot [pɒt] n 罐；锅；壶

emperor [ˈempərə] n 皇帝

pin [pɪn] n 针，别针，大头针

clothing [ˈkləʊðɪŋ] n (总称)衣服；服装

copper [ˈkɒpə] adj 铜制的 n 铜

earring [ˈɪərɪŋ] n 耳环

distinction [dɪˈstɪŋkʃn] n 差别；对比

centimetre [ˈsentɪmiːtə] n 厘米

clay [kleɪ] n 黏土；泥土

arrow [ˈærəʊ] n 箭

dozen [ˈdʌzn] n (一)打；十二个

cushion[ˈkʊʃn] n 垫石；垫子

weapon [ˈwepən] n 武器

pottery [ˈpɒtəri] n (总称)陶器

quantity [ˈkwɒntəti] n 量；数量

mask [mɑːsk] n 面具

accompany [əˈkʌmpəni] vt 陪伴；陪同

vast [vɑːst] adj 巨大的；庞大的

square [skweə] adj 平方的；正方形的

investigation [ɪnˌvestɪˈɡeɪʃn] n 调查研究

triangle [ˈtraɪæŋɡl] n 三角形

artefact [ˈɑːtɪfækt] n 人工制品(尤指特定时期留下的简单原始的工具、武器或工艺品)

dig [dɪɡ] v 挖

dig up 挖出；掘起

tend [tend] vi 倾向；趋向

tend to 朝某方向；趋于

in terms of 就…而言

in the eyes of 在…看来

lend a hand 帮助

serve as 作为；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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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频考点配套单词

Unit 1 高考文章话题：挑战自我

account [əˈkaʊnt] n 叙述；账目；账户

attempt [əˈtempt] vt 尝试；努力 n 试图；企图

suitable [ˈsuːtəbl] adj 适合的；恰当的

inspect [ɪnˈspekt] vt 检查；视察；察看

confirm [kənˈfɜːm] vt 证实；确认

certificate [səˈtɪfɪkət] n 证书；证明书

gradual [ˈɡrædʒuəl] adj 逐渐的；渐变的

blank [blæŋk] n 空的；空隙 adj 空白的；空虚的

enthusiastic [ɪnˌθjuːziˈæstɪk] adj 热情的；热心的

bid [bid] n 出价；投标 vt&vi (bid, bid)(拍卖时)喊(价)；投标

decade [ˈdekeɪd] n 十年

committee [kəˈmɪti] n 委员会

fascinate [ˈfæsɪneɪt] vt 迷住；使神魂颠倒

underline [ˌʌndəˈlaɪn] vt 在…下面画线；强调

globe [ɡləub] n 地球；地球仪；球体

spaceman [ˈspeɪsmæn] n 宇航员；太空人

ramp [ræmp] n 斜坡弯道

skilful [ˈskɪlfl] adj 有技巧的；熟练的

skateboard [ˈskeɪtbɔːd] n&vi 滑板

skateboarder ['skeɪtbɔ:də] n 玩滑板的人

administration [ədˌmɪnɪˈstreɪʃn] n 管理；行政(机关)；经营

permission [pəˈmɪʃn] n 许可；同意

schoolmate [ˈskuːlmeɪt] n 同学；校友

grandparent [ˈɡrænpeərənt] n (外)祖父母

recently [ˈriːsntli] adv 不久前；近来

familiar [fəˈmɪliə] adj 熟悉的；常见的

capture [ˈkæptʃə] vt 吸引(注意力等)；俘获；占领

factor [ˈfæktə] n 因素；要素

feat [fiːt] n 技艺；功绩；伟业

helmet [ˈhelmɪt] n 头盔；安全帽

teenage [ˈtiːneɪdʒ] adj 青少年的

truly [ˈtruːli] adv 真正地；真实地；真诚地

delight [dɪˈlaɪt] vt 给(某人)乐趣；使愉快 n 高兴；愉快

delighted [dɪˈlaɪtɪd] adj 非常高兴的；愉快的

energetic [ˌenəˈdʒetɪk] adj 精力充沛的；充满活力的

cautious [ˈkɔːʃəs] adj 小心的；谨慎的

outgoing [ˈaʊtɡəʊɪŋ] adj 外向的；爽直的

register [ˈredʒɪstə] vt&vi 登记；注册；记录

skim [skɪm] vt 略读；浏览

beard [bɪəd] n (下巴上的)胡须；络腮胡子

cheetah [ˈtʃi:tə] n 猎豹

sailfish ['seɪlfɪʃ] n 旗鱼；姥鲛

voyager [ˈvɔɪɪdʒə] n 航行者；航海者；航天者

tight [taɪt] adj 紧的；难解开的；紧密的

tightrope [ˈtaɪtrəʊp] n 绷紧的绳索或钢丝

gorge [ɡɔːdʒ] n 峡谷

edition [ɪˈdɪʃn] n 版本；版次

moustache [məˈstɑːʃ] n 八字须；小胡子

brewery [ˈbruːəri] n 啤酒厂

conclude [kənˈkluːd] vt 结束时说;(经推理)相信;达成 vi 结束

hire [ˈhaɪə] vt 雇佣；租用

length [leŋθ] n 长度；长

hectare [ˈhekteə] n 公顷

athletic [æθˈletɪk] adj 运动(员)的；体格健壮的

fade [feɪd] vi 凋谢;褪色;(声音等)变弱;(光纤等)变暗 vt 使褪色

Lance Armstrong 兰斯·阿姆斯特朗

Juan Antonio Samaranch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

Urumqi [uːˈruːmkɪ] n 乌鲁木齐

bush [bʊʃ] n 灌木

the bush 荒野(尤指非洲、澳洲以及加拿森林地区未开发的地方)

burst [bɜːst] vt (burst,burst) 爆炸；爆破

burst into sth 突然而猛烈地发出或产生出某事物

concentrate [ˈkɒnsntreɪt] vi集中;全神贯注 vt集中;聚集;浓缩

concentrate on 专心致志于

send in 寄送某处进行处理

set down 记下；写下

in a row 一个接一个地；连续不断地

in the first place (用于列举理由等时)首先；第一； 原先

centre on/upon 将某人(某事物)当作中心或重点

apply for 申请；请求

Unit 2 高考文章话题：探索世界

navy [ˈneɪvi] n 海军

treasure [ˈtreʒə] n 财宝；财富

fleet [fliːt] n 舰队；船队

command [kəˈmɑːnd] n 命令；指挥；控制

royal [ˈrɔɪəl] adj 王室的；(英国)皇家的

embassy [ˈembəsi] n 大使馆

zebra [ˈzebrə] n 斑马

symbolic [sɪmˈbɒlɪk] adj 象征(性)的；符号的

volunteer [ˌvɒlənˈtɪə] n 志愿者 vi&vt 自愿地或无偿地提供

evaluate [ɪˈvæljueɪt] vt 评价；估计

various [ˈveəriəs] adj 各种各样的；不同种类的

key [kiː] adj 极重要的；关键性的

origin [ˈɒrɪdʒɪn] n 起点；来源；出身

equip [ɪˈkwɪp] vt 配备；装备

endeavour [ɪnˈdevə] n&vt&vi 努力；尽力

puzzle [ˈpʌzl] n 难题；谜 vt 使困惑；使糊涂

wealthy [ˈwelθi] adj 富有的；有财产的

spice [spaɪs] n 香料

westernmost [ˈwestənməʊst] adj 最西的

ambassador [æmˈbæsədə] n 大使；使节

empire [ˈempaɪə] n 帝国

rhinoceros [raɪˈnɒsərəs] n 犀牛

horn [hɔːn] n 角；号

wander [ˈwɒndə] vi 漫游；游荡；流浪

motherland [ˈmʌðəlænd] n 祖国

awareness [əˈweənəs] n 觉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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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ence [ɪɡˈzɪstəns] n 存在；生存

accurate [ˈækjərət] adj 准确的；精确的

radium [ˈreɪdiəm] n 镭

sum [sʌm] n 总数；金额

dam [dæm] n 坝；堤

horizon [həˈraɪzn] n 地平线

navigation [ˌnævɪˈɡeɪʃn] n 航海；航空；驾驶

suggest [səˈdʒest] vt 提议；建议；暗示

accomplish [əˈkʌmplɪʃ] vt 完成；实现

sickness [ˈsɪknəs] n 疾病；晕机(车、船)

unable [ʌnˈeɪbl] adj 不能的；不会的；无能力的

sacred [ˈseɪkrɪd] adj 神圣的；宗教的

honesty [ˈɒnəsti] n 诚实

dedication [ˌdedɪˈkeɪʃn] n 忠诚；奉献

ideal [aɪˈdiːəl] adj 理想的；完美的

technological [ˌteknəˈlɒdʒɪkl] adj 技术的

aircraft [ˈeəkrɑːft] n 飞机；飞行器；飞艇

arise [əˈraɪz] vi (arose, arisen) 起来；上升；出现

evidence [ˈevɪdəns] n 证据；语词

chairman [ˈtʃeəmən] n 主席；董事长

praise [preɪz] n&vt 称赞；赞美

Marco Polo 马可·波罗

Ceylon [sɪ'lɑn] n 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

Arab [ˈærəb] n 阿拉伯人 adj 阿拉伯的；阿拉伯人的

African [ˈæfrɪkən] n非洲人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非洲语言的

Korea [kəˈriə] n 朝鲜(亚洲)

Sherpa [ˈʃɜ:pə] n 夏尔巴人

Tibet [tɪˈbɛt] n 西藏

Asian [ˈeɪʃn] adj 亚洲的，亚洲人的 n 亚洲人

Roman [ˈrəʊmən] adj 罗马的 n 罗马人

the Himalayas 喜马拉雅山脉

refer [rɪˈfɜː] vt 提到；说到；查询

refer to 提到；查询

run out 耗尽；用光

in exchange for 交换；互换

in the name of 以…的名义；代表

apart from 除…都；除…外(尚有)

bring up 培养；提出

in return 作为回报

set sail (to/from/for...) 起航

Unit 3 高考文章话题： 殖民与独立

chew [tʃuː] vt 嚼碎；咀嚼；回味；深思

chairwoman [ˈtʃeəwʊmən] n 女主席；女董事长

entire [ɪnˈtaɪə] adj 全部的；整个的；完全的

mine [maɪn] n 矿井；地雷坑道；地雷 vi 开矿；采矿

fence ['fens] n 栅栏；篱笆；围墙

dingo [ˈdɪŋgəʊ] n 澳洲野犬

outdoors [ˌaʊtˈdɔːz] adv 在户外；在露天

birthplace [ˈbɜːθpleɪs] n 出生地

outing [ˈaʊtɪŋ] n 短途旅行；远足

lemonade [ˌleməˈneɪd] n 汽水；柠檬水

barbecue [ˈbɑːbɪkjuː] n 烧烤 vt 在烤架上烤(肉等)

roast [rəʊst] vt 烤(肉等)

steak [steɪk] n 肉排；鱼排；(尤指)牛排

territory [ˈterətri] n 领土；领域；地区

islander [ˈaɪləndə] n 岛上居民

fellow [ˈfeləʊ] adj同伴的；同类的；同事的 n伙伴；同辈；同伙；家伙

claim [kleɪm] vt (根据权利)要求；认领；声称

n (要据权利而提出的)要求；索赔；主张

criminal [ˈkrɪmɪnl] n 犯人；罪犯 adj 犯罪的

govern [ˈɡʌvn] vt&vi 统治(国家等)；控制；治理

governor [ˈɡʌvənə] n 省长；州长；(尤指海外殖民地的)总督

newcomer [ˈnju:kʌmə] n 新来的人；新近到达的移民；新手

resemble [rɪˈzembl] vt 像；类似

diverse [daɪˈvɜːs] adj 多种多样的；不同的

transform [trænsˈfɔːm] vt 改变；转变；改造

immigration [ˌɪmɪˈɡreɪʃn] n 移民

strengthen [ˈstreŋθn] vt 加强；巩固 vi 变强

differ [ˈdɪfə] vi 不同；相异

pronunciation [prəˌnʌnsiˈeɪʃn] n 发音；发音方式

vocabulary [vəˈkæbjələri] n 词汇

mate [meɪt] n 伙伴；同事；配偶 vt&vi(使)成配偶

female [ˈfiːmeɪl] n 女子；雌性动植物 adj 女性的；雌的；母的

wilderness [ˈwɪldənəs] n 未开垦的荒地；杂草丛生的地方

billabong [ˈbɪləbɒŋ] n(澳)死河；死水洼地；干河道

aboriginal [ˌæbəˈrɪdʒənl] adj 土著的

concept [ˈkɒnsept] n 概念；观念

barrier [ˈbæriə] n 障碍；屏障

logical [ˈlɒdʒɪkl] adj 合逻辑的；合乎情理的

wombat [ˈwɒmbæt] n 毛鼻袋熊

pointed [ˈpɔɪntɪd] adj 尖的；直截了当的

claw [klɔː] vt&vi 搔；挠；刮 n 爪；带爪的脚；钳；螯

hairy [ˈheəri] adj 多毛的；(似)毛发的

medium [ˈmiːdiəm] adj 中等的

bushy [bʊʃi] adj 灌木茂密的；丛生的

sheila [ˈʃi:lə] n(澳或新西兰俚语)少女；少妇

koala [kəʊˈɑːlə] n(即 koala bear)树袋熊

strait [streɪt] n 海峡

Torres Strait 托雷斯海峡

outback [ˈaʊtbæk] n [the~](澳大利亚的)内地 adj 内地的

Canberra ['kænbərə] n 堪培拉(澳大利亚首都)

Portuguese [ˌpɔːtʃuˈɡiːz] adj 葡萄牙(人)的；葡萄牙语(文化)的

n 葡萄牙人；葡萄牙语

Dutch [dʌtʃ] adj 荷兰(人)的；荷兰语(或文化)的

n [the~] 荷兰人；荷兰语

the Great Barrier Reef 大堡礁

commonwealth [ˈkɒmənwelθ] n(国家组成的)集团；独立的国家或团体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澳大利亚联邦

as a consequence (of) 作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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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 out (指激烈事件)突然性发生

feed...on 喂养；饲养

round up 使集合在一起

Unit 4 高考文章话题：植物学

botanical [bəˈtænɪkl] adj 植物学的

privilege [ˈprɪvəlɪdʒ] n 特权；特别待遇

cosy [ˈkəʊzi] adj 舒适的

appetite [ˈæpɪtaɪt] n 欲望；食欲；胃口

wealth [welθ] n 财产；财富

appoint [əˈpɔɪnt] vt 任命；约定(时间、地点)等

calculate ['kælkjuleit] vt 计算；推算

astronomy [əˈstrɒnəmi] n 天文学

expense [ɪkˈspens] n 花费；代价

scale [skeɪl] n 规模

male [meɪl] adj男(性)的；雄的；公的 n男子；雄性动植物

promote [prəˈməʊt] vt 促进；促销；提升

cocoa [ˈkəʊkəʊ] n 可可树；可可粉

hemp [hemp] n 大麻；纤维

involve [ɪnˈvɒlv] vt 包括；牵涉；使参与

enterprise [ˈentəpraɪz] n (艰巨复杂的)事业；企业(或事业)单位

settlement [ˈsetlmənt] n 开拓；事实上居；解决

accumulate [əˈkjuːmjəleɪt] vt 积累；聚集 vi 增加

abandon [əˈbændən] vt 离开；遗弃

straw [strɔː] n 麦秆；稻草；饮料吸管

pineapple [ˈpaɪnæpl] n 凤梨；菠萝

procedure [prəˈsiːdʒə] n 步骤；程序；手续

tulip [ˈtjuːlɪp] n 郁金香

rose [rəʊz] n 玫瑰(花)；蔷薇(花)

peony [ˈpiːəni] n 芍药；牡丹

strawberry [ˈstrɔːbəri] n 草莓

lemon [ˈlemən] n 柠檬；柠檬树

bunch [bʌntʃ] n 串；束；团

merely [ˈmɪəli] adv 仅；只；不过

herb [hɜːb] n 药草；芳草；草本植物

classify [ˈklæsɪfaɪ] vt 编排；分类

identification [aɪˌdentɪfɪˈkeɪʃn] n 验明；鉴别

classification [ˌklæsɪfɪˈkeɪʃn] n 分类(法)；类别

tone [təʊn] n 色度；色调；语气；音调

reward [rɪˈwɔːd] n 报答；报酬 vt 给报酬；奖赏

technician [tekˈnɪʃn] n 技术员；技师

beagle [ˈbi:gl] n (英国种的)小猎兔犬

nowhere [ˈnəʊweə] adv 任何地方都不；无处

altogether [ˌɔːltəˈɡeðə] adv 总而言之；完全地；总共

finch [fɪntʃ] n 雀科鸣鸟

beak [biːk] n 喙；是喙；喙状嘴

appearance [əˈpɪərəns] n 外表；外貌；出现

output [ˈaʊtpʊt] n 产量；产品；(文艺)作品；输出

dandelion [ˈdændɪlaɪən] n 蒲公英

latter [ˈlætə] adj (两者中)后者的

distinguish [dɪˈstɪŋɡwɪʃ] vi&vt 区别；辨别

millimetre [ˈmɪlimiːtə] n 毫米

Tahiti [təˈhi:tɪ] n 塔希提岛(位于南太平洋)

Venus [ˈviːnəs] n 金星；维纳斯(罗马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

Oxford [ˈɒksfəd] n 牛津(英国城市，牛津大学所在地)

Oceania [ˌəʊsiˈɑːniə] n 大洋洲

detail [ˈdiːteɪl] n 细节

in detail 详细地

look out for 警惕；留心

on a large scale 大规模地；大范围地

year after year 年年

pass away 去世；逝世

name...after 给…取名；命名

Unit 5 高考文章话题：广而告之

convey [kənˈveɪ] vt 表达；运载

advertise [ˈædvətaɪz] vi登广告;做广告 vt为…做广告;宣传;通知

advertiser [ˈædvətaɪzə] n 登广告的人

brand [brænd] n 商标；牌子

consideration [kənˌsɪdəˈreɪʃn] n 考虑；体贴

critic [ˈkrɪtɪk] n 批评者；评论家

accuse [əˈkjuːz] vt 控告；谴责

associate [əˈsəʊʃieɪt] vt 使联系；使结合；联想 vi 交往；联合

frequent ['friːkwnt] adj 时常发生的；频繁的

figure [ˈfɪɡə] n 数字；价格；图表；画像

salesman [ˈseɪlzmən] n 推销员；售货员

saleswoman [ˈseɪlzwʊmən] n 女推销员；女售货员

profit [ˈprɒfɪt] n (常用复数)利润；盈利 vt&vi 有益(于)；有利(于)

campaign [kæm'pein] n 运动；竞选活动；战役

vi 参加运动；进行竞选；作战

policy [ˈpɒləsi] n 方针；政策

spokesman [ˈspəʊksmən] n 发言人

spokeswoman [ˈspəʊkswʊmən] n 女发言人

charge [tʃɑːdʒ] n 主管；充电(气)；价钱；控告

loss [lɒs] n 遗失；丧失；损失

blame [bleɪm] vt责备；谴责；归咎于 n责怪；(过错、失败等的)责任

mislead [ˌmɪsˈliːd] vt 使误解；使误入歧途

misleading [ˌmɪsˈli:dɪŋ] adj 使人误解的；欺骗的

broadcast [ˈbrɔːdkɑːst] vt (-cast, -cast) 播出 vi 广播

post [pəʊst] vt 张贴(布告、通知等)

react [riˈækt] vi 反应；反抗 vt(指物质)起化学反应

annoy [əˈnɔɪ] vt 使烦恼；使恼怒 vi 招人讨厌；惹人烦恼

annoying [əˈnɔɪɪŋ] adj 讨厌的；恼人的

illegal [ɪˈliːɡl] adj 不合法的；违法的

bait [beɪt] n 鱼饵；诱饵

target [ˈtɑːɡɪt] n 目标；靶子

bullet [ˈbʊlɪt] n 子弹；枪弹

sneaker [ˈsniːkə] n 胶底运动鞋

nutritional [njuˈtrɪʃənl] adj 营养(品)的

nowadays [ˈnaʊədeɪz] adv 现今；现在

nephew [ˈnefjuː] n 侄子；外甥

waitress [ˈweɪtrəs] n 女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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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ess [ˈhəʊstəs] n 女主人；女主持人

bridegroom [ˈbraɪdɡruːm] n 新郎

heroine [ˈherəʊɪn] n 女主角；女主人公

goddess [ˈɡɒdes] n 女神

promotion [prəˈməʊʃn] n(商品等)宣传；推销；促进；提升

attach [əˈtætʃ] vt 系；贴；附加；认为有(重要性等)

legend [ˈledʒənd] n 传奇；传说；传奇人物或事件

slogan [ˈsləʊɡən] n 标语；口号

catchy [ˈkætʃi] adj 吸引人的；使人上当的

discount [ˈdɪskaʊnt] n 折扣 vt 打折扣 adj 打折扣的

bonus [ˈbəʊnəs] n 意外的好处；额外津贴；奖金

context [ˈkɒntekst] n 上下文；环境；背景

Tetsuya Komuro 小室哲哉

appeal [əˈpiːl] vi有吸引力;呼吁;上诉 n感染力;呼吁;上诉

appeal to 有吸引力；呼吁；上诉

take...into consideration 考虑某事物

in charge (of) 处于控制或支配的地位；负责

get across 传播；为人理解

keep an eye out for sb/sth 留心或注意某人或某事物

hand in hand 手拉手；密切关联的

point out 指出；使注意

make sense 有意义；有道理；讲得通

Unit 6 高考文章话题：坚持不懈

wagon [ˈwæɡən] n 四轮运货马车；铁路货车

ox [ɒks] n(复数oxen) 公牛

frontier [ˈfrʌntɪə] n 边疆；边界；国界

barren [ˈbærən] n (指土地)贫瘠的

salty [ˈsɔːlti] adj 含盐的；咸的

pond [pɒnd] n 池塘

patch [pætʃ] n 小块；小片；补丁

burden [ˈbɜːdn] n 负担；责任

desperate [ˈdespərət] adj 绝望的；极严重的

beast [biːst] n 动物；兽；畜生

accustomed [əˈkʌstəmd] adj 习惯的；通常的

thirst [θɜːst] n 渴；渴望

starvation [stɑːˈveɪʃn] n 挨饿；饿死

anxiety [æŋˈzaɪəti] n 忧虑；担心；焦虑

shallow [ˈʃæləʊ] adj 浅的

legendary [ˈledʒənderi] adj 传奇的；传说的

tax [tæks] n 税；税额

anniversary [ˌænɪˈvɜːsəri] n 周年纪念(日)

granddaughter [ˈɡrændɔːtə] n(外)孙女

flu [fluː] n (即influenza)流行性感冒

throat [θrəʊt] n 嗓子；喉咙；咽喉

diphtheria [dɪfˈθɪəriə] n 白喉

vaccine [ˈvæksiːn] n 疫苗；菌苗

catastrophe [kəˈtæstrəfi] n 大灾难

relief [rɪˈliːf] n(痛苦、困苦、忧虑等)减轻或解除；援助

deliver [dɪˈlɪvə] n 递送；发言；接生

perseverance [ˌpɜːsəˈvɪərəns] n 坚持不懈；不屈不挠

quit [kwɪt] vt (quit, quit) 放弃；停止；离开

circumstance [ˈsɜːkəmstəns] n 环境；情况

assessment [əˈsesmənt] n 评价；评定

survival [səˈvaɪvl] n 存活；幸存

biscuit [ˈbɪskɪt] n 饼干；软烤饼

alcohol [ˈælkəhɒl] n 酒精；含酒精的饮料；乙醇

goat [ɡəʊt] n 山羊

flour [ˈflaʊə] n 面粉；谷物磨成的粉

axe [æks] n 斧；斧子

nail [neɪl] n 指甲；趾甲

razor [ˈreɪzə] n 剃刀；刮脸刀

bedding [ˈbedɪŋ] n 铺盖

beyond [bɪˈjɒnd] prep 在(或向)…的那边；远于；超出

adv 在更远处；再往后

tough [tʌf] adj 能耐劳的；坚韧的；困难的

wrap [ræp] n&vt 包裹；缠绕

quilt [kwɪlt] n 被褥；被子

packet [ˈpækɪt] n 小包裹；小袋；小盒

ray [reɪ] n(光或其他辐射的)线；射线

bark [bɑːk] n(指狗等)吠叫；似犬叫的声音

sculpture [ˈskʌlptʃə] n 雕塑；雕刻

memorial [məˈmɔːriəl] n 纪念物；纪念碑；纪念馆；纪念仪式

retell [ˌriːˈtel] vt (retold, retold) 复述

front-page [ˈfrʌntˈpeɪdʒ]adj 头版的

Nenana [nenana] n 尼纳纳(美国城市)

Arctic [ˈɑːktɪk] adj 北极的；北极区的；严寒的

the Rocky Mountains 落基山脉

stake [steɪk] n 桩；(旧时的)火刑柱；利害关系

at stake 在危险中

add up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数或量)加起来

apply (...) to... 运用；应用

lose heart 泄气；灰心

take it easy 别紧张；放松点

keep up 维持；保持

common sense 常识；情理

leave behind 忘带；留下

come to an end 结束；终止

tie up 拴住；绑起来

go for 为…去；努力获取

lose one’s way 迷路

Unit 7 高考文章话题：圣诞节

carol [ˈkærəl] n(圣诞)颂歌；欢乐之歌

employee [ɪmˈplɔɪiː] n 雇工；雇员

partner [ˈpɑːtnə] n 合伙人；搭档

festive [ˈfestɪv] adj 欢宴的；节日的；欢乐的

abundant [əˈbʌndənt] adj 丰富的；充裕的

warmth [wɔːmθ] n 温暖；暖和

idle [ˈaɪdl] adj 闲散的；空闲的

taxpayer [ˈtækspeɪə] n 纳税人

occupy [ˈɒkjupaɪ] vt 使忙碌；使从事；占有

constant [ˈkɒnstənt] adj 经常的；不断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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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fare [ˈwelfeə] n 福利

striking [ˈstraɪkɪŋ] adj 引人注意的；吸引人的

clerk [klɑːk] n 职员；办事员；店员

composer [kəmˈpəʊzə] n 创作者(尤指乐曲的)

novelist [ˈnɒvəlɪst] n 小说家

firm [fɜːm] n 公司；商行

shadow [ˈʃædəʊ] n 影子；阴影

hygiene [ˈhaɪdʒiːn] n 卫生(学)

fake [feik] adj 假的；伪造的 n 赝品；骗子

bacteria [bækˈtɪəriə] n(单数bacterium)细菌

powder [ˈpaʊdə] n 粉；粉末

standard [ˈstændəd] n(常用复数)水平；标准；规格

conscience [ˈkɒnʃəns] n 良心；是非感

shilling [ˈʃɪlɪŋ] n(到 1971 年为止)先令(英国货币)

frost [frɒst] n 霜；严寒

admit [əd'mit] vt 承认；准许…进入(或使用) vi 容许；承认

foolish [ˈfuːlɪʃ] adj 愚蠢的；傻的；荒谬的

clap [klæp] vi 拍手；轻拍 vt 拍；击；为…鼓掌

handwriting [ˈhændraɪtɪŋ] n 笔迹；手写稿

humbug [ˈhʌmbʌg] n 花招；谎话；欺骗

overcoat [ˈəʊvəkəʊt] n 大衣；外套

wage [weɪdʒ] n 工资；工钱

anyway [ˈeniweɪ] adv 无论如何；即使如此

idol [ˈaɪdl] n 偶像；神像

ambition [æmˈbɪʃn] n 雄心；志向；野心

noble [ˈnəʊbl] adj 高尚的；高贵的

aspiration [ˌæspəˈreɪʃn] n 渴望；抱负；志气

bond [bɒnd] n 契约；债券

indeed [ɪnˈdiːd] adv 的确；实在地

goose [ɡuːs] n 鹅；鹅肉

pudding [ˈpʊdɪŋ] n 布丁；甜点

selfish [ˈselfɪʃ] adj 自私的；不顾他人的

bishop [ˈbɪʃəp] n 主教

choir [ˈkwaɪə] n 合唱队；唱诗班

karaoke [ˌkæriˈəʊki] n 卡拉OK

god [ɡɒd] n 神；神像；(G-)上帝

Fred 弗雷德

Bob Cratchit 鲍勃·克拉特基特

Santa Claus [ˈsæntə klɔ:z] n 圣诞老人

badly [ˈbædli] adv 拙劣地；非常

badly off 潦倒；穷困

care for 喜爱；照顾

leave alone 不管；随…去

in want of 需要

close up (尤指暂时)关闭；使靠近

have an eye for 有眼力；有眼光

as follows 例如

of late 最近；近来

Unit 8 高考文章话题：学习方法

anxious [ˈæŋkʃəs] adj 忧虑的；令人担心

secure [sɪˈkjʊə] adj 有把握的；安心的；安全的

translator [trænzˈleɪtə] n 译者(尤指笔译的)

interpreter [ɪnˈtɜːprətə] n 译员；口译者

everyday [ˈevrideɪ] adj 日常的；每天(发生)的

patience [ˈpeɪʃns] n 耐心；忍耐力

adopt [əˈdɒpt] vt 采纳；接受；收养

easygoing ['i:zɪˌgəʊɪŋ] adj 温和宽容的；随便的

motivation [ˌməʊtɪˈveɪʃn] n 动机；积极性

memorise ['meməraɪz] vt 记住；记忆

dictation [dɪkˈteɪʃn] n 听写；口授；命令

correction [kəˈrekʃn] n 改正；修改

phonetic [fəˈnetɪk] adj 语音(学)的

alphabet [ˈælfəbet] n 字母表

stick [stɪk] vt (stuck, stuck) 使停止；阻塞；刺；伸出；粘贴

effective [ɪˈfektɪv] adj 有效的

acquire [əˈkwaɪə] vt 学到(知识等)；获得

acquisition [ˌækwɪˈzɪʃn] n 获得；得到

awful [ˈɔːfl] adj 极大的；可怕的；极讨厌的

instruct [ɪnˈstrʌkt] vt 教；指导；批示

efficient [ɪˈfɪʃnt] adj 效率高的；有能力的

data [ˈdeɪtə] n 数据；资料

academic [ˌækəˈdemɪk] adj 学校的；学院的；学术的

n 大学生；大学教师；学究式人物

comprehension [ˌkɒmprɪˈhenʃn] n 理解(力)

tyre [ˈtaɪə] n 轮胎

overweight [ˌəʊvəˈweɪt] adj 超重的；肥胖的

teens [tiːnz]n (13至19岁的)青少年们

operation [ˌɒpəˈreɪʃn] n 手术；运转；操作

level [ˈlevl] n 水平；级别；水平面(线)

junior [ˈdʒuːniə] adj 年少的；等级较低的 n 年少者；晚辈；等级较低者

senior [ˈsiːniə] adj 较年长的；等级较高的 n 年长者；前辈；上级

option [ˈɒpʃn] n 选择(权)；供选择的事物或人

broaden [ˈbrɔːdn] vt 使扩大；使宽阔

association [əˌsəʊsiˈeɪʃn] n 社团；协会

appropriate [əˈprəʊpriət] adj 适当的；合适的

postcode [ˈpəʊstkəʊd] n 邮政编码

proficiency [prəˈfɪʃnsi] n 熟练；精通

PLA [,piɛl'e] abbr(中国)人民解放军(缩写形式)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中国)人民解放军

pile [pail] n 堆；摞；叠

piles of 一大堆；一大批；一大团

i.e. [aɪ iː] abbr (=that is to say, in other words)也就是

take a risk 冒险

experiment [ɪkˈsperɪmənt] n 实验 v 做实验

experiment with 进行试验；进行实验

make sense of 弄懂…的意思

in other words 换句话说；换言之

make progress 前进；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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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 behind 落后于

put an end to 结束

knock down 击倒；撞倒

Unit 9 高考文章话题：医疗发展

chemist [ˈkemɪst] n 药剂师；化学家

statistics [stəˈtɪstɪks] n 统计资料；(一组)数据；统计学

resident [ˈrezɪdənt] n 居民

fee [fiː] n 费用；服务费；酬金

loan [ləʊn] n 借款；借出物

hopeless [ˈhəʊpləs] adj 没有希望的；令人绝望的

clinic [ˈklɪnɪk] n 诊所

allowance [əˈlaʊəns] n 津贴；补助

fundamental [ˌfʌndəˈmentl] adj 基本的；根本的

pressure [ˈpreʃə] n 压力

consult [kənˈsʌlt] vt&vi 向…咨询；查阅

mould [məʊld] n 霉；霉菌；气质

risky [ˈrɪski] adj 危险的；冒险的

incident [ˈɪnsɪdənt] n 事情；(政治性)事件

significance [sɪɡˈnɪfɪkəns] n 意义；重要性

bench [bentʃ] n 长凳

sink [sɪŋk] n 洗涤槽；污水池

jar [dʒɑː] n 广口瓶；罐子；坛子

lid [lɪd] n 盖子；眼睑

vow [vaʊ] vt 发誓；起誓 n 誓言；誓约

prosperity [prɒˈsperəti] n 繁荣；成功

fund [fʌnd] n 专款；基金；(复数)资金

nationwide [ˌneɪʃnˈwaɪd] adj&adv 遍及全国的(地)；全国性的(地)

transfer [trænsˈfɜː] n 转移；转让

unfortunate [ʌnˈfɔːtʃənət] adj 不幸的；倒霉的

tailor [ˈteɪlə] n 裁缝

abuse [əˈbjuːz] n 滥用；虐待；辱骂 vt 滥用；虐待；辱骂

insurance [ɪnˈʃʊərəns] n 保险；保险业；保险费

outbreak [ˈaʊtbreɪk] n 爆发；突然发生

carpenter [ˈkɑːpəntə] n 木匠

income [ˈɪnkʌm] n 收入

devotion [dɪˈvəʊʃn] n 献身；忠心

aggressive [əˈɡresɪv] adj 有进取心的；过分自信的；侵略的

penicillin [ˌpenɪˈsɪlɪn] n 青霉素

Alexander Fleming 亚历山大·弗莱明(英国微生物学家)

lay off 解雇；不理会；使下岗

makematters worse 使情况更困难或更危险

make ends meet 使收支相抵；量入为出

Unit 10 高考文章话题：关于女性

haircut [ˈheəkʌt] n 理发；(女子)发式

anecdote [ˈænɪkdəʊt] n 轶事；逸闻

booklet [ˈbʊklət] n 小册子

mutton [ˈmʌtn] n 羊肉

stove [stəʊv] n 火炉；炉子

baggage [ˈbæɡɪdʒ] n 行李

pale [peɪl] adj 苍白的；浅色的；暗淡的

prayer [preə] n 祈祷；祷告

approve [əˈpruːv] vt 批准；通过 vi 赞成；认可；满意

anyhow ['enihau] adv 无论如何；至少

shave [ʃeɪv] n 剃；刮 vt&vi 刮(胡须等)

comb [kəʊm] n 梳子；发插 vt 梳理(头发)

shabby [ˈʃæbi] adj 破旧的；寒酸的

mailbox [ˈmeɪlbɒks] n 邮箱；信箱

bell [bel] n 钟(声)；铃(声)

rag [ræɡ] n 碎布；破布

backyard [ˌbækˈjɑ:d] n 后院

rare [reə] adj 稀有的；罕见的

cascade [kæˈskeɪd] n 瀑布；瀑布状的东西

garment [ˈɡɑːmənt] n (一件)衣服

worn [wɔːn] adj 破烂的；损坏的

carpet [ˈkɑːpɪt] n 地毯

garbage [ˈɡɑːbɪdʒ] n 垃圾；垃圾箱

maid [meɪd] n 女仆；侍女

prince [prɪns] n 王子；王孙

outcome [ˈaʊtkʌm] n 结果；效果

penny [ˈpeni] n 便士(英国货币)；分(美国或加拿大辅币)

grocery [ˈɡrəʊsəri] n 杂货店

bakery [ˈbeɪkəri] n 面包房

weep [wiːp] vi (wept, wept) 哭；哭泣

furnish [ˈfɜːnɪʃ] vt 为…提供家具；用家具布置

barbershop [ˈbɑːbəʃɒp] n 理发店

curl [kɜːl] n 卷发；曲状物

tortoise [ˈtɔːtəs] n 龟；乌龟

tortoiseshell [ˈtɔːtəsʃel] n 玳瑁壳

jewel [ˈdʒuːəl] n 宝石；珠宝

flash [flæʃ] vi 闪光；闪烁

reaction [riˈækʃn] n 反应；回应

simplify [ˈsɪmplɪfaɪ] vt 简化；精简

Broadway [ˈbrɔːdweɪ] n 百老汇大街(美国纽约)

attend to 处理；照顾；关照

take pride in 感到自豪

do up 打扮；梳妆

let down 不支持；失望

fix sth on/upon sb 全神贯注于；凝视

at length 终于；最后；详细地



廖唯伟《高考英语1.5万考点》配套高中英语3500词，适合零基础提分，请打印出来用“廖唯伟睡眠记忆法”每天背1页

本词表和高考英语状元笔记《高中英语 1.5万考点》配套使用效果更佳，免费答疑指导加QQ：996669918，购买笔记淘宝搜廖唯伟 31 / 34

Unit 11 高考文章话题：团结协作

individual [ˌɪndɪˈvɪdʒuəl] adj 单独的；个别的 n 个人

temporary [ˈtemprəri] adj 暂时的；临时的

coach [kəʊtʃ] n 教练；长途公共汽车

cooperate [kəʊˈɒpəreɪt] vi 合作；协作

uncertain [ʌnˈsɜːtn] adj 不确切的；无把握的

expectation [ˌekspekˈteɪʃn] n 预料；期待；期望

division [dɪˈvɪʒn] n 分割；划分；除(法)

criterion [kraɪˈtɪəriən] n (复数criteria) 标准；尺度

summary [ˈsʌməri] n 总结；概要

percentage [pəˈsentɪdʒ] n 百分比；百分率

frequency [ˈfriːkwənsi] n 频率；频繁

questionnaire [ˌkwestʃəˈneə] n 问卷；调查表

reputation [ˌrepjuˈteɪʃn] n 名声；名誉；名气

colleague [ˈkɒliːɡ] n 同事；同僚

suspect [səˈspekt] vt 怀疑；不相信

suspect [ˈsʌspekt] n 嫌疑犯；可疑对象

management [ˈmænɪdʒmənt] n 管理；管理部门；主管人员

staff [stɑːf] n 全体职工；全体雇员

requirement [rɪˈkwaɪəmənt] n 需要；要求；必要的条件

sake [seɪk] n 目的；缘故

rugby [ˈrʌɡbi] n (英式)橄榄球

compromise [ˈkɒmprəmaɪz] n 妥协；和解；折衷

excite [ik'sait] vt 使兴奋；使激动

regulation [ˌreɡjuˈleɪʃn] n 规章；条例

bureaucratic [ˌbjʊərəˈkrætɪk] adj 官僚的；官僚制度的

dynamic [daɪˈnæmɪk] adj 动力的；强有力的；动态的

shortcoming [ˈʃɔːtkʌmɪŋ] n 缺点；缺陷

embarrass [ɪmˈbærəs] vt 使尴尬；使为难

contradictory [ˌkɒntrəˈdɪktəri] adj 互相矛盾的；互相对立的

violent [ˈvaɪələnt] adj 暴力的；强烈的

explosion [ɪkˈspləʊʒn] n 爆炸(声)

resign [rɪˈzaɪn] vi 辞职

ambitious [æmˈbɪʃəs] adj 有雄心的；雄心勃勃的

actual [ˈæktʃuəl] adj 真实的；实在的；实际的

definite [ˈdefɪnət] adj 确切的；肯定的

stall [stɔːl] n 摊位；铺子；售货亭

hairdresser [ˈheədresə] n 美发师；理发师

congratulate [kənˈɡrætʃuleɪt] vt 祝贺；庆贺

smooth [smuːð] adj 顺利的；光滑的；平坦的

combination [ˌkɒmbɪˈneɪʃn] n 结合；混合物

bride [braid] n 新娘

exceptional [ɪkˈsepʃənl] adj 异常的；特殊的

shame [ʃeɪm] n 羞耻；惭愧；遗憾的事

pursue [pəˈsjuː] vt 追求；追逐

accommodate [əˈkɒmədeɪt] vt 适应；供给膳宿

complement [ˈkɒmplɪmənt] vt 补充；与…互补

qualitative [ˈkwɒlɪtətɪv] adj 性质的；质量的

oral [ˈɔːrəl] adj 口头的；口述的；口(用)的

intellectual [ˌɪntəˈlektʃuəl] adj 智力的；用脑力的

n 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

finance [ˈfaɪnæns] n 财政(学)；金融；(复数)资金

vt 为…提供资金；提供款项

decline [dɪˈklaɪn] vi 拒绝；变小；变少；变弱

vt 拒绝；使下降 n 下降；衰退；斜坡

hands-on [ˈhændzˈɔn] adj 亲身实践的；实习的

whole [həʊl] adj 全部的；整体的 n 整体

as a whole 普遍说来；作为整体

stick with 继续支持；保持联系

through thick and thin 不顾艰难

pull out of 从…中退出

for the sake of 由于；为了…的利益

in reality 事实上；实际上

keep an eye on 照料；照管

take...into account 考虑；体谅

once again 再一次

live up to 依照…行事；做到；不辜负(期望)

Unit 12 高考文章话题：关于学习

evident [ˈevɪdənt] adj 明显的；明白的；清楚的

recorder [rɪˈkɔːdə] n 录音机；记录者

select [sɪˈlekt] vt 选择；挑选；选拔

suit [suːt] vt 适合于

commitment [kəˈmɪtmənt] n 承诺；保证；承担

tendency [ˈtendənsi] n 倾向；趋势

absent [ˈæbsənt] adj 不在场的；缺席的

expand [ɪkˈspænd] vi 扩大；增加；增强 vt 使变大；使增强

distribute [dɪˈstrɪbjuːt] vt 分布；分发；分配

corporation [ˌkɔːpəˈreɪʃn] n 公司；法人团体

restriction [rɪˈ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schedule [ˈʃedjuːl] n 计划表；日程安排表

presentation [ˌpreznˈteɪʃn] n 描述；介绍；提出

measurement [ˈmeʒəmənt] n 衡量；测量；(量得的)尺寸

load [ləʊd] n 负荷；负载

workload [ˈwɜːkləʊd] n 工作负担；工作量

strict [strɪkt] adj 严厉的；严格的

compulsory [kəmˈpʌlsəri] adj 义务的；有责任的；必须做的

forum [ˈfɔːrəm] n (讨论 公共问题的)场所；论坛

donate [dəʊˈneɪt] vt 捐赠；赠送

curriculum [kəˈrɪkjələm] n (全部的)课程

ministry [ˈmɪnɪstri] n (政府的)部

computerise [kəm'pju:təˌraɪz] vt 使计算机化；用计算机做

charity [ˈtʃærəti] n 慈善；慈悲；慈善团体

worldwide [ˌwɜːldˈwaɪd] adj 遍及全世界的

aspect [ˈæspekt] n 方面

profession [prəˈfeʃn] n 职业

alongside [əˌlɒŋˈsaɪd] prep 在…旁边；与…一起；除…之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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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ocate [ˈædvəkeɪt] vt 提倡

label ['leibl] vt 加标签或标记 n 标签；标记

axis [ˈæksɪs] n 轴；轴线；轴心

obtain [əbˈteɪn] vt 取得；获得

Confucius [kənˈfju ʃːəs ] n 孔子(中国古代教育家、儒家创始人)

sceptical [ˈskeptɪkl] adj 怀疑的

be sceptical of/about 对…怀疑

to beginwith 首先；第一；起初

dropout (of) (从活动、竞赛等中)退出; 辍学

result in 产生某种作用或结果

Unit 13 高考文章话题：破除愚昧

splendid [ˈsplendɪd] adj 壮丽的；辉煌的；极好的

astonish [əˈstɒnɪʃ] vt 使惊讶；使震惊

coincidence [kəʊˈɪnsɪdəns] n 巧合的事

tension [ˈtenʃn] n 紧张(状态)

cigar [sɪˈɡɑː] n 雪茄烟

sergeant [ˈsɑːdʒənt] n 中士；巡佐(警察小队长)

investigate [ɪnˈvestɪɡeɪt] vt 调查；侦查

theft [θeft] n 偷；行窃

religious [rɪˈlɪdʒəs] adj 宗教的；宗教上的

stubborn [ˈstʌbən] n 顽固的；倔强的

enquiry [ɪnˈkwaɪəri] n 问询；查询

assistance [əˈsɪstəns] n 帮助；援助

vital [ˈvaɪtl] adj 极重要的；生死攸关的

smear [smɪə] n 污点；污迹

reception [rɪˈsepʃn] n 接待；招待会；宴会

considerate [kənˈsɪdərət] adj 考虑周到的；体贴的

stain [steɪn] vt 沾污；染污 n 污点；污迹

suspicion [səˈspɪʃn] n 怀疑；涉嫌

banquet [ˈbæŋkwɪt] n 宴会；盛宴

convince [kənˈvɪns] vt 使确信；说服

assume [əˈsjuːm] vt 假定；设想；假装；承担

cancel [ˈkænsl] vt 取消；废除

commit [kəˈmɪt] vt 犯；做(不合法的、错的 或愚蠢的事)

guilty [ˈɡɪlti] adj 有罪的；内疚的

elegant [ˈelɪɡənt] adj 优雅的；文雅的

bachelor [ˈbætʃələ] n 未婚男子；获学士学位的人

prescription [prɪˈskrɪpʃn] n 处方；药方

meanwhile [ˈmiːnwaɪl] adv 其间；同时

remark [rɪˈmɑːk] n&vi 评论；评述

opium [ˈəʊpiəm] n 鸦片

innocent [ˈɪnəsnt] adj 无辜的；无罪的

drawer [drɔː]n 抽屉

informal [ɪnˈfɔːml] adj 非正式的

curse [kɜːs] vt&vi&n 诅咒

offend [əˈfend] vt 触怒；冒犯

straightforward [ˌstreɪtˈfɔːwəd] adj 直接的；坦率的

roundabout [ˈraʊndəbaʊt] adj 拐弯抹角的；兜圈子的

Candy [ˈkændi] n 坎迪

Holland ['hɒlənd] n 荷兰(欧洲国家)

Unit 14 高考文章话题：动物学

ape [eɪp] n 猿

opposable [ə'pəʊzəbl] adj 与其他手指相对的；可相对的

notably [ˈnəʊtəbli] adv 显而易见地；显著地

upright [ˈʌpraɪt] adv&adj 直立地(的)；垂直地(的)

gorilla [ɡəˈrɪlə] n 大猩猩

chimpanzee [ˌtʃɪmpænˈziː] n 黑猩猩

lesser [ˈlesə] adj 较小的；较少的；次要的

disgusting [dɪsˈɡʌstɪŋ] adj 使人反感的；讨厌的

psychology [saɪˈkɒlədʒi] n 心理学

changeable [ˈtʃeɪndʒəbl] adj 易变的；不定的

adaptation [ˌædæpˈteɪʃn] n 适应；适应性

stripe [straɪp] n 条纹；条状物

camel [ˈkæml] n 骆驼

dot [dɒt] n 小圆点；点状物

assumption [əˈsʌmpʃn] n 假定；假设

semicircle [ˈsemisɜːkl] n 半圆形；半圆形的东西

apparent [əˈpærənt] adj 明显的；清楚的；表面上的

sideways [ˈsaɪdweɪz] adv&adj 斜着(的)；斜向一边(的)

zoology [zuˈɒlədʒi] n 动物学

zoologist [zəʊˈɒlədʒɪst] n 动物学家

cricket [ˈkrɪkɪt] n 蟋蟀；板球运动

humorous [ˈhjuːmərəs] adj 幽默的；滑稽的

ant [ænt] n 蚂蚁

bee [biː] n 蜜蜂

hive [haiv] n (即beehive)蜂箱；蜂房

honeycomb [ˈhʌnikəʊm] n 蜂巢

transparent [trænsˈpærənt] adj 透明的

maximum [ˈmæksɪməm] n 最大的量、体积、强度等

precise [prɪˈsaɪs] adj 精确的；准确的；精细的

adequate [ˈædɪkwət] adj 足够的；充分的

clarify [ˈklærəfaɪ] vt 澄清

fetch [fetʃ] vt (去)拿来；(来)拿去

upward [ˈʌpwəd] adv&adj 向上地(的)；上升地(的)

downward [ˈdaʊnwəd] adv&adj 向下地(的)；下降地(的)

spectator [spekˈteɪtə] n 观看者；观众

kid [kɪd] vi 戏弄；取笑；欺骗

primate [ˈpraɪmeɪt] n 灵长目动物

primitive [ˈprɪmətɪv] adj 原始的；上古的

missile [ˈmɪsaɪl] n 导弹；飞弹

walnut [ˈwɔːlnʌt] n 胡桃；胡桃树；胡桃木

session [ˈseʃn] n 一段时间；学期；学年

stop-watch [stɒpwɒtʃ] n 秒表；跑表

bee-line [biːˈlaɪn] n (两地之间的)直线；最短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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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rounding [səˈraʊndɪŋ] adj 周围附近的

n (复数) 周围的事物(或情况)；环境

troop [truːp] vi 成群结队而行

n (人或动物的)大群 (尤指移动中的)；(复数)军队；部队

Austria ['ɒstrɪə] n 奥地利(欧洲国家)

tell ... apart 分辨；区别

over and over again 一再；多次；反复

get hold of 抓住；拿住

come to light 显露；为人所知

as a matter of fact 事实上；其实

Unit 15 高考文章话题：理想与奋斗

beneficial [ˌbenɪˈfɪʃl] adj 有益的；有用的

enthusiasm [ɪnˈθjuːziæzəm] n 热心；热情

communist [ˈkɒmjənɪst] adj 共产主义的 n 共产主义者

satisfaction [ˌsætɪsˈfækʃn] n 满意；满足

eager [ˈiːɡə] adj 热切的；渴望的；热心的

timetable [ˈtaɪmteɪbl] n 时间表；课程表

starve [stɑːv] vi 挨饿；饿死

donation [dəʊˈneɪʃn] n 捐赠物；捐赠

adjustment [əˈdʒʌstmənt] n 调节；调整

enrich [ɪnˈrɪtʃ] vt 使富裕；使丰富

mature [məˈtʃʊə] adj成熟的；充分发育的 vi&vt(使)成熟

payment [ˈpeɪmənt] n 付款；报酬

melt [melt] vt&vi (melted, molten)(使)融化；(使)熔化；(使)溶解

denim [ˈdenɪm] n 斜纹粗棉布；斜纹粗棉布制的牛仔裤

jeans [dʒiːnz] n 牛仔裤

uniform [ˈjuːnɪfɔːm] n 制服 adj 一律的；无变化的

casual [ˈkæʒuəl] adj 便服的；随便的

shopkeeper [ˈʃɒpkiːpə] n 店主；零售商

cowboy [ˈkaʊbɔɪ] n (美国西部的)牛仔；牧童

adolescent [ˌædəˈlesnt] n 青春期的

fabric [ˈfæbrɪk] n 织物

recent [ˈriːsnt] adj 不久前的；近来的

fashionable [ˈfæʃnəbl] adj 时髦的；流行的

whereas [ˌweərˈæz] conj 鉴于；然而

possess [pəˈzes] vt 拥有；具有

voluntary [ˈvɑːlənteri] adj 志愿的；自愿的

annual [ˈænjuəl] adj 每年的；年度的

acknowledge [əkˈnɒlɪdʒ] vt 承认；告知收到；为…表示感谢

scheme [skiːm] n 计划；方案

elder [ˈeldə] adj 年长的；年龄较大的

elderly [ˈeldəli] adj 上了年纪的；过了中年的

breathless [ˈbreθləs] adj 使人屏住呼吸的；气喘吁吁的

dizzy [ˈdɪzi] adj 头晕的

eyesight [ˈaɪsaɪt] n 视力

weekly [ˈwiːkli] adj 每星期的；每周一次的

worthwhile [ˌwɜːθˈwaɪl] adj 值得的

leadership [ˈliːdəʃɪp] n 领导；领导能力

Kofi Annan [kɒfɪ ˈænən] 科菲·安南

straight [streɪt] adj 直的 adv 直接 n 直线

straight away 立刻地；毫不犹豫地

fit in (with) 与…相适应；与…相协调

due to 因为

Unit 16 高考文章话题：职业与发展

astronaut [ˈæstrənɔːt] n 宇航员；太空人

trainee [ˌtreɪˈniː] n 接受训练的人

devil [ˈdevl] n 魔鬼；恶魔

salary [ˈsæləri] n 薪金；薪水

maintenance [ˈmeɪntənəns] n 维修；保养；赡养

competitive [kəmˈpetətɪv] adj 比赛性的；好竞争的

occupation [ˌɒkjuˈpeɪʃn] n 职业；占据

amateur [ˈæmətə] n 业余爱好者

instant [ˈɪnstənt] adj 立即的；速成的

flexible [ˈfleksəbl] adj 灵活的；有弹性的

shortly [ˈʃɔːtli] adv 立刻；马上

significant [sɪɡˈnɪfɪkənt] adj 有意义的；重要的

nevertheless [ˌnevəðəˈles] adv&conj 虽然如此；然而

chef [ʃef] n 厨师；厨师长

accountant [əˈkaʊntənt] n 会计师；会计员

adviser [ədˈvaɪzə] n 顾问

typist [ˈtaɪpɪst] n 打字员；打字者

receptionist [rɪˈsepʃənɪst] n 接待员

greengrocer [ˈɡriːnɡrəʊsə] n 蔬菜水果商；果菜商

assess [əˈses] vt 评价；估价

scout [skaut] n 球探；星探；侦察员

drawback [ˈdrɔːbæk] n 缺点；障碍；不利条件

applicant [ˈæplɪkənt] n 申请人

personnel [ˌpɜːsəˈnel] n 人员；职员；人事部门

accommodation [əˌkɒməˈdeɪʃn] n 住所；住宿；膳宿

addition [əˈdɪʃn] n 增加的人或事物；加(法)

qualification [ˌkwɒlɪfɪˈkeɪʃn] n 资格；资历

modest [ˈmɒdɪst] adj 谦虚的；质朴的

adore [əˈdɔː] vt 热爱；敬仰

vacant [ˈveɪkənt] adj 未占用的；空着的

pitch [pɪtʃ] n 球场；投；掷

outstanding [aʊtˈstændɪŋ] adj 杰出的；优秀的

barber [ˈbɑːbə] n 理发师

arithmetic [əˈrɪθmətɪk] n 算术 adj 算术的；关于算术的

paperwork [ˈpeɪpəwɜːk] n 文书工作

punctual [ˈpʌŋktʃuəl] adj 准时的；守时的

tournament [ˈtɔːnəmənt] n 联赛；比赛；锦标赛

draft [drɑːft] n 草稿；草案 vt 起草；草拟

Gerry Archer 格里·阿切尔

Old Trafford Stadium 老特拉福德球场

send off 寄出；派遣；给…送行

in touch with 保持联系；了解

up to date 现代的；时新的；据目前所知的

hold back 退缩；踌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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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记忆法的原理和词表的制作

“菜单记忆法”是一种降低记忆心理压力的排版方法，它

的特点是“小字乱序单页大容量”。因为本人精力有限，

只整理了高中的单词表，没有办法把小学、初中、专升本、

四六级、考研、雅思、托福、专四专八的单词都一一整理

出来。所以，借这篇攻略，介绍一下整理这种词表的方法，

大家可以依葫芦画瓢，按照这个攻略，整理一下自己需要

的词表。

“菜单记忆法”的特点和原理

1、页数少重量轻降低记忆心理负担：用“菜单记忆法”的

排版方式整理的词表，每页单词约100个左右，所以即便是

高中的3500词，总共也只有30多页，双面打印只有十几张

纸，拿在手里轻飘飘的，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市面上

的单词书动辄几百页，拿在手里像块砖头，看起来就很吓

人，很多同学还没开始背就背吓退。所以，用这种排版心

理负担小很多。

2、不翻页降低对耐性的挑战：同样是背100词，市面上的

单词书可能需要翻20页才能背完，每翻一次页都是在挑战

人的耐性。但是，用“菜单记忆法”单页大容量的排版方

法，背100个单词不用翻页。可以给人一种单词不多的心理

暗示。在餐厅的菜单上就有这个原理的反应用：大餐厅喜

欢用厚重的菜单，每页一两个菜，每看一两个菜就要翻页

一次，给你一种菜品丰富，多到吃不完的错觉；小餐厅一

页菜单上有十几个菜，一眼就看完了，给人一种菜品不多

的错觉。菜单记忆法，也是从这种餐厅菜谱的心理应用上

总结的记忆心理学方法，因此而得名。

3、利用人的完美主义心理：人都有完美主义心理，背了一

页单词，潜意识就会想把这一页单词都背完。如果留几个

单词没背，内心会感到不舒服。这种心理学上的拉扯，像

强迫症一样会不由自主地敦促大家把单词背完。

4、乱序排列降低心理疲劳感：单词表采用乱序排列的方

式，可以降低背单词的疲劳感。按从A到Z排列的单词表缺

点很多：背的过程中总是以同一个字母开头，背起来会非

常枯燥；读单词的时候总是用到嘴巴的同一个部位，也非

常容易让口腔肌肉疲劳；读每个单词的舌位过于接近，不

利于口腔肌肉记忆的形成；相邻单词拼写有一定规律，可

以根据顺序猜测拼写，形成假性记忆，离开词表单词就遗

忘；相邻单词长得很像，容易发生混淆；背单词容易看错

行，出现背错的情况。乱序排列的单词，很好解决了这个

问题。

5、根据阅读话题划分单元：考试的文章有一些常见的话

题，每个话题都有与之对应的重点单词。根据阅读话题划

分单元，可以把有内在联系的单词放在一起，背单词会更

有逻辑性。考试的时候，相关单词会连片回忆出来。比起

联想记忆的方法，单词间的逻辑联系更灵活。

6、按话题出现的概率划分频率：《廖唯伟睡眠记忆法配套高

中3500词》按照阅读话题在考试中出现的概率，划分成了“高

频、中高频、中低频”三个部分。比单纯的词频统计的方法

更加科学，不会遗漏话题词。其中的中低频部分，经常涉及

高考阅读C、D篇的科技文，背单词的时候，让大家有的放矢。

“菜单记忆法词表”的整理方法

根据菜单记忆法的六大特点，大家在整理词表的时候可以按：

1、每页100词排版，分2至3列。这样字不会太小，空间可以

充分利用。

2、分单元乱序排版，分单元的依据，小学和初中可以基于教

材，专升本、四六级、考研、托福、雅思、专四专八，等增

量词表可以基于平时阅读材料的话题。

3、打印的时候尽量采用A4纸双面打印，最大限度发挥菜单记

忆法的记忆心理学效果。

4、很多同学现在用扫描翻译笔查单词读音，节约时间，建议

单词和音标间空开两格，增加识别的正确率。

“菜单记忆法词表”的缺点和解决方法

“菜单记忆法”的缺点就是字体比较小，采用视觉记忆的同

学，很容易出现视觉疲劳。“睡眠记忆法”刚好可以规避这

个问题：背单词的时候，看一眼要背的内容，然后放松眼睛，

眼睛随便看哪里都行，用睡眠记忆法的“机关枪式的读单词

方式”中英文拼写交替快速大声读，形成口腔的肌肉记忆。

所以，建议大家结合“睡眠记忆法”进行记忆，刚好可以规

避过度用眼，保护视力，降低记忆的视觉疲劳感，进一步提

升背单词的效率。更容易做到每天只花1小时就记住100词。

廖唯伟睡眠记忆法：www.liaoweiwei.cn/smjyf.html

本人对：

小学至初中、高一英语0至110分、高二英语0至100分、高三

英语0至80分、专升本零基础、四级零基础的同学，用睡眠记

忆法背单词的过程提供公益免费的指导。

在采用“睡眠记忆法”背单词的过程中，大家如果遇到任何

困难，都可以通过QQ联系我，免费答疑QQ：996669918（加Q

问题答案：145）。

《廖唯伟睡眠记忆法配套高中3500词表》适合高中英语高考

模拟卷0-80分的零基础用户提分，系免费提供给全国在校生

的公益词表，任何个人和组织，未经允许，不得将词表用于

营利性商业活动，如有发现，本人将依法追究责任。

https://www.liaoweiwei.com/smjyf.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