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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谀奉承某人的表达方式： 1.fawn sb 2. flatter sb 3.toad to sb 4.bootlick sb 5.kowtow sb
6.applepolish sb
词汇记忆方法：

词源法：了解单词的根源

如：laconic 拉哥尼亚，简洁的

Spartan n.斯巴达人

a. 勇敢的，朴素的

词根词缀法

concise a.简洁的

-cis 切 pre- 在前面 precise a.精确的

excise v.切除

incise v.切开

词汇：消极词汇 积极词汇

口诀法

GRE 考试重点词汇组（积极词汇）

agate 玛瑙 congregate 汇总 instigate 煽动 propagate 繁殖（尤指植物）fumigate 消毒

profligate 挥霍无度 colligate 束缚 mitigate 缓和

口诀：一个大门是玛瑙，GRE大门在汇总，街道里面在煽动，向前翻页才繁殖，门前有烟

是消毒，向前飞离挥如土，共同束缚送缓和。

联想法

ac- 尖 acid 尖酸的 acute 尖的，敏锐的 acumen 敏锐

arc 弓箭，弧 arch 拱形的（h不发音）[ arc来自于 arm，c很像弓]
arch变成词根后表示主要的、统治的

archive 档案（助记—主要的东西都记在档案中）

archenemy 主要敌人 archer 射手座

solar 太阳的 solace 平息，抚慰，缓和，减轻（mitigate） console 安慰

增减字母法：利用已知推未知

acrid 尖酸的，刻薄的 start 开始 upstart 暴发户

goat 山羊 oat 燕麦 swine（公猪） sow （母猪）

同义联想法

逃避系列单词： avoid escape evade (lope 慢跑) elope elude (shuttle 航天飞机，梭

子 loom 织布机) scuttle sidestep shrik
卡片法

背 GRE单词的是 prizefighter (职业拳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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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ndon ban 禁令 a- 无

abash abash sb 使害羞，使尴尬

abate 减少 bate 减少 rebate 打折

abbreviate 缩短 indicate 提示 abnormal 异常 ab- 离开 ob- 离开

abdicate 放弃

abet 教唆 bet 赌博

abeyance 终止

abhor 憎恨

abide 忍受，遵守 （助记）离开爱的要忍耐，不爱你的要等待

bide 居住，等待 bide for sb
abject 可怜的 ject- 表示扔 联想：inject 注射 subject 遭受、屈服 subject to

de- 表示向下 deject 沮丧 dejected adj. conjecture 占卜(助记—共同扔出去来推测)
pro- 表示向前 project 投射（本义），项目 projection 投射技术 projectile 投射物

abjure 发誓放弃 <反>espouse 支持 联想—jury 陪审团 perjury （助记—陪审团每个人

都相信我的话） 伪证

ablution 净礼，沐浴 dilute 稀释 lut 洗

abnegate 否认，放弃 negative 消极的 neg-表否定 negotiate 谈判 （助记：不要提吃饭，

我们在谈判）

abolish 废止，废除 polish 抛光（复习：applepolish sb ）

abominate 痛恨 omin=men 凶兆（助记—不吉祥的女人）

元音间相互转换词义不变

aboveboard 光明正大的 （反）surreptitious 秘密的 rep- 爬 reptile 爬行动物 creep 匍匐

abrade 磨损 ab- 离开= ob- 离开 stant- 站 rade 摩擦 scrape 摩擦

abreast 并排的

abridge 删减 a- 无，没有 （助记）桥没有了，缩减了

abrogate 废止 ab- 离开 -rog 表示问（绕着哥哥问） 联想—grog 烈酒 groggy 颠簸的

interrogate 审问 derogate 贬低 surrogate 替代品，代理人 arrogant 傲

慢的

reticent 沉默的 be reticent of sth 对某事沉默不语

abscission 切除 （助记）我不怕牺牲 （复习 excise incise ）

abscond 潜逃 （助记）我不死扛

absenteeism ee表被动 or 表主动 如：employee 雇员，employor 雇主；creditor 债权人

creditee 债务人

absolve 赦免 ab-离开 solve 解决 dis- 1.分开 dissolution 分解 distribution 分发

2.否定 disclose 揭发

absorb 吸收 sorb 吸收 absorbed 注意力集中的

abstain 放弃 -tain 拿 （助记）他姓手中拿着

abs- 离开 sustain 支持 sustained 经久不衰的 uncertain 不确定的

detain 拘留

abstemious 节俭的，节省的 tem 酒 （助记）只喝酒就很节俭

moderate 有节制的（助记）模式速度要适度

temperate 合适的，适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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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摘要 tract 拉 intractable 倔强的 倔强系列词汇：headstrong 固执的 stubborn 固

执的（助记）是他笨 persistent 固执的 obstinate 固执的

（persistence of energy 能量守恒）

abysmal 极深的 abyss 深渊 （助记）啊，必死

联想—冥界三河 lethe 忘川河 styx 阴河 acheon 悲伤之河

academic 学院的

accede 同意 cede- 走 （同音 seed 种子）precede 领先 recede 退潮，后退

（反）demur 反对 re- 回 recess 凹槽 alcove 佛刊，神刊 niche 凹处

recessive 隐性基因←→dominant 显性基因

cession 割让 recession 萧条

accessible 易达到的

accessory 附属的，次要的

acclaim 欢呼，称赞 claim 声称 exclaim 尖叫

acclimate 使服水土 climate 气候，水土

accolade 推崇 （助记）可累了别赞美我 col- 脖子 collar 领口

accomplice 同谋者，帮凶 plic- 重叠 = ply-重叠

模仿系列词汇： duplicate imitate simulate
implicate 牵连 implicit 含蓄的←→explicit 外露的

complicated 复杂的 locale 案发点点

accomplish 完成 ple- 满，完成 accomplishment 成就 complement 补充 supplement
补充物 supplementary angle 补角

accord 同意，一致 cord 心 （反）discord 不合 the apple of discord 争议的苹果（战

争的导火索）

pan- 全部 pantomime 哑剧 concord 和谐

in accordance with 一致的

accost 搭话 cost 花费 （助记）和人认识后要花钱搭话 costume 戏服

accrete 增长 （同）concrete 具体的，混凝土 discrete 分开的，单独的 separate 分开的

accrue 增大，增加 crue 增加 dissipate 消散 dis- 分散

insipid 平淡而无味的(id 形容词词尾 如：humid 湿润的)
acerbic 尖酸的，刻薄的

acme 顶点 zenith 顶点 apex 最高点 summit 山的最高点 climax 高潮

acolyte 助手

acorn 橡子 popcorn 爆米花 amulet 护身符

curl 小卷发 curt 简洁的 curb 控制 curd 凝乳 （助记）一条卷发他简短，

不要控制到凝乳

acoustic 听觉的

acquired 后天习得的

acquit 宣告无罪

acrimony 尖酸，刻薄 mony 名词后缀

联想—patrimony 祖传财产（助记—父亲留下来的钱）matrimony 婚姻生活 parsimony
（助记—怕失去钱的）吝啬

acrobat 杂技演员 bat 打 combat 搏斗 acro- 高 acronym 缩写（助记）高出来的名词

acrophobia 恐高症

acumen 敏锐 acute 尖的，灵敏的，急性的 （反）chronic 慢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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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ge 格言 （助记）随着年龄的增长才能渗透的东西 ad 广告 put an ad 做广告

sage 圣人 stagger 步履蹒跚的，踉跄的

savage 野蛮的，未开化的

addendum 附录

addict 上瘾 dic-说 dictator 独裁者 contradict 反驳 addictive 上瘾的

addition 附加

additive 添加剂

address 致词

adhere 粘着 here 粘 inherent 与生俱来的 intrinsic 本质的 coherent 连贯的

incoherent 不连贯的 （反）detach 分离

adherent 拥护者，信徒 pilgrim 朝圣者

adhesive 胶水

adjacent 毗邻的

adjourn 推迟，延期 （反）convoke 召集会议 vok-喊 evoke 引发 provoke 激怒，挑

衅 invoke 祈祷 vocation 召唤

adjust 整顿，整理 testify 证实 modify 修饰

admire 钦佩 mir-惊奇

admission 许可

admonish 训诫，警告 mon-警告 monster 怪物

adobe n．泥砖，土坯

adolescent 青春期的 –scent 表状态

adopt v．收养，采纳

adore v．崇拜，热爱

adorn v．装饰 adornment 装饰，修饰 ornament 装饰

adroit adj．熟练的，灵巧的 （反）ungainly 笨拙的 fumble 笨拙处理 maladorit 笨拙的

adulate v．谄媚，奉承

adulterate v．掺假

联想- lucubrate 刻苦读书 口诀： Lucy刻苦读书

calibrate 调整校对 卡里调整校对

adumbrate 预示 亚当心理阴影

vertebrate 脊椎动物 窝转脊椎动物

adumbrate v．（对将来事件）预示

advent n．到来，来临

adentitious 偶然的

adverse 不利的

advertise 做广告

advisable adj．适当的，可行的

advocacy 拥护，支持

advocate 拥护，支持

aegis 盾

aerate v．充气，让空气进入

aerial 空中的

aesthete n．审美家

aesthetic 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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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able adj．易于交谈的，和蔼的

affectation n．做作，虚假

affected adj．不自然的，假装的

affection n．亲爱，友爱

affidavit n．宣誓书

affiliate v．加入，联合 filial 子女的 filicide 杀子女者

affiliation n．入会，加入

affinity n．密切关系，吸引力 fin-表范围

affirm 确认

affix 粘上

afflict 使痛苦 flic-打
affliction n．痛苦，折磨

affluence 充裕，富足

affluent 富裕的，富足的

affront v．侮辱，冒犯

wordlistwordlistwordlist

word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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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ordable 能够支付的

affront 冒犯 front 表脸 (同)effrontery 厚颜无耻 confront 当面对抗

agenda 议程 agility 灵活 ag-做
agglomerate 凝聚

aggrandize 增大，扩张

aggravate 加重，恶化

aggregate 集合

aggression 侵略

aggressive 好斗的

aggressor 侵略者

aggrieve 使委屈，痛苦 (名词)aggrief relieve 缓解，浮雕 ag- 一再 aggrieve sb 迫害

某人

agility 敏捷

agitate 搅动 -tate 系列单词：irritate 激怒某人 levitate 漂浮 palpitate 跳动

（助记）口诀：一个搅动不安，爱花花儿愤怒，离开浮于空中，啪

啪心儿跳动。

另一组词汇联想：

brother （助记） 口诀：有花（r）的是兄弟

bother 没花的是打扰

broth 兄弟无人是肉汤

throb 肉汤倒过来是悸动

agitated 搅动的，不安的

agnostic 不可知论的 a-无，没有

agog 高歌

agony 极大的痛苦 sob 啜泣 sober 清醒的 somber 阴郁的，昏暗的

（助记）口诀：爱得痛了，痛得哭了，哭得清醒了，看见妹妹又阴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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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助记—一朵花 农业 irritable
agronomy 农学

ail 疾病 （助记）哎呦 疼死我了 ailment n.
airborne 空气传播的

airtight 不透气的 watertight, water-resistant , waterproof 防水的 rustproof 防锈的

alabaster 雪白的 （助记）一个实验室的小星星 aster-星星 disaster 灾难

alacrity 乐意的

albeit 尽管 （助记）尽管他长得如此粗壮，我还要背着他

alchemy 炼金术

alcove 凹室 （同）recess 凹槽 niche 佛刊

alcove ：recess 种属关系

dome ：roof 种属关系

alert 警惕的

alias 别名 来自 bias 偏见

alibi 借口

alienate 疏远 alien 外星人 （同）aloof 疏远 estrange 疏远 e-出
align 结盟 来自 line between lines 字里行间 malign 诽谤 mal- 坏

alliance 盟军

alimentary 饮食的

allay 减轻 lay 躺 fray 争吵 defray 付出 foray 突袭 flay 剥皮，严厉批评

（助记）口诀：不要光线要争吵，去掉争吵要付出，争吵加 O是突袭，或

者变 L是剥皮 slay 杀人

allege 宣称

affiliate 加入 be affiliated with 跟… 有关系 deviate 偏差 alleviate 减轻，缓和

（助记）由他里面开始吃 initiate，一再填充才相关 affiliate，向下五度才偏

离 deviate，一再离开得减轻 alleviate
allowance 津贴，补助

allude 暗指 lude 表示玩 allude (助记)—一再遛的 暗指 delude 欺骗 delude sb
allure 诱惑

alluring 迷人的

aloft 在空中 float 漂浮 ascend 上升，攀登 上坡

aloof 疏远的

alphabetical 按字母表顺序的

alter 改变，阉割 other 其他的 later 后来

alternate 轮流的

altruism 利他主义

amalgam 混合物

amalgamate 混合 （助记）一个妈妈和一个老公混合成一个团队

amass 积聚 chassis 车的底盘 abracadabra 咒语，胡言乱语

mass 一大块

amateur 业余爱好者 （助记）没有伙伴一起做

ambidextrous 灵巧的 sit-做 textile 织物 texture 结构

ambiguous 含糊的 （助记）安必归

ambivalence 矛盾心理 val- 价值，有效的，强壮的 valid 有法律效应的，强壮的 ambi-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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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le 漫步 （助记）安心地散步 ambulance 救护车 preamble 序言

ambush 埋伏 gush-喷，涌 gusher 滔滔不绝的人 talkative 健谈的人 hush 安静

plush 小绒毛，豪华，高贵 （助记）口诀：不在灌木丛中，哥哥喷涌而出，喝水

才会安静，漂亮才会豪华。

ameliorate 改良 （助记）一个魔力使我改善

amenable 通情达理的

amend 修改

amendment 改正 Amendment 修正案 Constitution 宪法

amenity 礼仪

amiable 和蔼的

amity 友好关系 amorous 色情的，好色的 glamor 魔力

amnesia 健忘症 -ia 病 mnes 记忆

amnesty 大赦

amorphous 无定形的 morph 形状 morphine 吗啡 metamorphose 变形 morphology 形

态学 mortal 死亡 immortal 不朽的 eternal 永恒的，不朽的 perpetual 永恒的 persistent
连续不断的 constant 连续不断的 continuous 连续不断的 permanent 永久的

amortize 分期付款 mortify 羞辱 mort-死亡 mortuary 停尸间 mortgage 抵押

installment 分期付款

amphibian 两栖动物

ample 充足的 maple 枫树

amplify 放大 amplifer 扩音器

amplitude 广大

amulet 护身符 （助记）一个木头的小东西

amuse 娱乐某人

anachronistic 时代错误的 syn-共同的 synthesize 人工合成 synchronism 同步 ana-错的

anaerobic 厌氧的 aer-空气

anagram 变形词

analgesia 无痛苦 alg- 痛苦 a- 无，没有

analgesic 镇痛剂

analogous 类似的

analogy 相似 log-说 prologue 序言

anarchist 无政府主义者

anathema 被诅咒的人 ana-错误 the-神
anatomical 解剖学 tom-切
ancestor 祖先 （助记）一个姐姐 forebear /forefather 祖先 offspring 后代 cur-跑 precursor
祖先 excursion 远征 incur 招致 concur 同时发生 recur 旧病复发

anchor 錨

ancillary 辅助的 （助记）一个希拉里 subordinate 次要的 coordinate 坐标，相一致的

anecdote 小故事 （助记）讲个故事逗他

anemia 贫血 -ia病
anesthetic 麻醉剂

anguish 极大痛苦 angu-痛苦

-ish 系列单词：

relinquish 放弃 （助记）口诀： 重画只能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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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quish 征服 完成才会征服

anguish 痛苦 生气才会痛苦

languish 衰弱 懒鬼才会衰弱

angular 有角的

anhydrous 无水的 hydr-水 dehydrate 脱水 deteriorate 恶化 carbohydrate 碳水化合物

animate 活的，有生命的 anim-生命，精神

animated 活泼的

animosity 仇恨

annals 编年史 ann-年 anniversary 周年纪念日 ver- 转

annexation 合并 nex-连接

annihilate 消灭

annotate 注解 not-笔记 an-一再

annoy 惹恼 (同) irritate
annul 宣告无效 nul-取消 nullify 取消

anomalous 反常的

anonymous 匿名的 onym-名字

anorexia 厌食症 orex-胃口 a-没有 （助记）一个打呼噜的人把你吓得顿时没了食欲

antagonism 反抗 ant 记成蚂蚁 antique 古代的

Antarctic 南极的 Arctic 北极的

antecedence 居先 precede ced-走
antecedent 先行的

antediluvian 史前的 diluge 大洪水

antenna 触角 ante-前面的 ten-伸展 intend 打算 contend 争论

anterior 较早的 ante-前面的 interior 内部的 exterior 外部的

anthem 圣歌 enchant 使入迷

anthology 诗集 anth-花 anthesis 开花期

anthropologist 人类学家 anthrp-人类

antibiotic 抗生素

antibody 抗体 gen-产生 antigen 抗原

antic 古怪的 antique 古董

anticipate 预期

anticlimax 扫兴 climax 高潮 cliff 悬崖 cliche 陈词滥调 commonplace 陈腐

antidote 解毒药 dote=dose overdose 用药过量

antipathy 反感 pathy-感情 (反) compassion 同情 (同) indifferent 漠不关心的

antiquated 陈旧的

antique 古老的

antiseptic 杀菌剂 anti-反 antithetic 对立的 hypothesis 假设

anvil 铁砧

wordlistwordlistwordlist

word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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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rta 主动脉

apex 定点

aphorism 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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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ary 养蜂场 ary 场所 aviary 鸟场 aviator 飞行员

aplomb 沉着 apl-离开

apocrypha 伪书

apogee 远地点 perigee 近地点 apo-跑
approximate 大约的 proxim-接近

apron 围裙

apropos 适宜的 (助记) a propose 一个合适的建议 frolic 高兴的

apt 易于的，适当的，合适的 tap 轻拍

aptitude 才能

aquatic 水族的 aque- aqua- 水里的

aqueduct 引水渠 duct 引导

aquifer 含水层 –fer 带来 infer 推断 conference 会议 con 圆锥 conifer 针叶类的树

arabesque 蔓藤图饰

arable 可耕种的

arbiter 权威人士

arbitrary 专横的

arboreal 树木的 arbor-树
arboretum 植物园

arcane 神秘的 cane 棍子 sugar cane 甘蔗 hurricane 飓风 tornado 龙卷风 twister 龙卷风

arch 拱形

archaeology 考古学

archetype 原型 arche 原来

archipelago 群岛 pelago 海

architect 建筑师

archive 档案室

arctic 北极 （反）torrid 酷热的 limpid 清澈的（反）turbid 混沌的

ardent 热心的 hard
arena 角斗场 （助记）那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地方

argot 隐语

aria 独唱曲 melody 旋律

arid 干旱的

aristocracy 贵族的 carcy 统治

armada 舰队 fleet 舰队（现代）

armistice 休战 arm 武器 ist 拿武器的人

armory 军械库

aroma 芳香 （助记）爱了吗

aromatic 芳香的

arouse 唤醒

array 陈列

arrest 依法逮捕 (同)capture caprice 任性 redcap 搬运工

arresting 显著的 banal 陈腐的

arrhythmic 无节奏的

arrogance 傲慢

arroyo 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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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senal 军械库 Mars 战神

arson 纵火

artery 动脉

arthritis 关节炎

articulate 清楚说话，接合 maculate污点 ejaculate滔滔不绝地讲 emasculate 割除

（助记）口诀：表达清楚有艺术 骂人有污点 一加就喷出 一骂死割除

artifact 人工制品 fact-做 fect-做 infect 传染 defect 缺点 affect 影响 facility 设施，设备

artifice 巧办法 fice-做
artificial 人造的

artless 粗俗的 uncultured
ascendancy 统治力量

ascetic 禁欲的 CET-College English Test
ascribe 归功于 scribe 写 conscribe 征兵，招募 draft 起草，征兵

aseptic 洁净的，无菌的

asparagus 芦笋

aspect 方面，外表 spect-看
aspen 白杨

asperity 严酷 sper-希望 prosperity 繁荣

aspersion 诽谤 sperse-散开 intersperse 点缀 disperse 散布 tout 极力赞扬

asphyxiate 无法呼吸

aspirant 有抱负者 spir-呼吸

aspiration 抱负 conspire 同谋

assail 抨击 ail-病 quail 鹌鹑，颤抖 travail 痛苦，分娩 wail 恸哭

（助记）口诀：生病的屁股攻击你 快饿生病生畏惧 旅游生病真痛苦

我为生病而恸哭 urn 骨灰罐

assault 袭击

assay 试验

assemble 集合，组装 semble-脸 semblance 外貌 ensemble 合唱团 dissemble 掩饰

resemble 相似

assent 同意 sent-感情 sentimental 多愁善感 （同）consent 同意 （反）dissent 反对 resent
愤怒

assert 断言 ，主张 insert 插入 desert 沙漠，遗弃

assertive 过分自信的

assess 评估

asset 财产

assiduous 勤勉的 sid-坐 sediment 沉积物

wordlistwordlistwordlist

wordlist

444

4

autobiography 自传

autocracy 独裁政府 cracy-统治

autonomous 自治的

auxiliary 辅助的

available 可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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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lanche 雪崩

avant-garde 先锋派

avarice 贪婪 avid 渴望的

avaricious 贪婪的

avenge 报复

aver 极力证明，声明 ver-真实 verify 证实 verdict 裁决 predict 预测

averse 不愿的 verse-转
aversion 嫌恶

avert 防止 vert-转 convert 转变 convertible 可转变的，敞篷车 introvert 内向者

extrovert 外向者 vertical 垂直的 horizon 水平

covert 秘密的 overt 公开的

aviary 鸟笼

avow 承认

awe 敬畏

awkward 笨拙的

awl 尖转

awning 遮阳伞

awry 歪曲的

axiom 公理 （同）maxim
axis 轴

babble 胡言乱语

backdrop 背景

badge 徽章

联想—binge 狂欢 forge 伪造 barge 驳船 tinge 挑染 twinge 心痛 badge 徽章

（助记）口诀：箱里的哥哥在狂欢，为了哥哥去伪造，哥哥拿着棍子进驳船，拿着锡

桶去微染，有罪的哥哥被烧焦，双胞胎的哥哥心里剧痛，坏哥哥却得了军功章。

badger 獾，一再烦扰，一再困扰

badinage 开玩笑

bail 保释金

bait 诱饵

bale 大包裹 联想—ale 啤酒 stale（助记—大街上的啤酒）牛马之尿 bale（助记—不给啤

酒）精神折磨 regale（助记—再给啤酒）招待 morale 鼓舞士气

baleful 邪恶的

balk 妨碍，拒绝

ballad 歌谣 （助记）百姓津津乐道的

ballast 压舱物

ballerina 芭蕾舞女演员

ballot 投票

balm 药膏

banal 陈腐的

band 带子

banish 放逐某人 （助记）颁布禁令放逐某人

banister 栏杆 （助记）防止姐姐掉下去的 barrister 大律师

bankrupt 破产 rupt-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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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quet 宴会

banter 打趣

bar 禁止，阻碍

barb 倒钩

wordlistwordlistwordlist

wordlist

555

5

bewilder 迷惑，混乱 wilder 荒野 bewildered by baffle 迷惑的

bibliography 参考书目 bilio-书 Bible 圣经

bibliophile 爱书者 phil-爱
bicker 争吵 cocker 可卡，溺爱 bi-二
bid 出价

bifurcate 分叉 bi- 二

bigot 盲信者 （助记）两边都可以得到

bile 愤怒，胆汁 联想—nubile 适婚女孩 habile 娴熟 labile 易变的

（助记）口诀：愤怒 bile，适婚女孩 nubile，娴熟 habile，不稳易变 labile
bilingual 两种语言的 dialect 方言

bilk 躲债 bill 帐单

bin 大箱子 联想—binge 狂欢 forge 伪造 barge 驳船 tinge 挑染 twinge 心痛 badge 徽

章

口诀：箱里的哥哥在狂欢，为了哥哥去伪造，哥哥拿着棍子进驳船，拿着锡桶去微染，

有罪的哥哥被烧焦，双胞胎的哥哥心里剧痛，坏哥哥却得了军功章。

biosphere 生命层 atmosphere 大气层 hemisphere 半球 hemi-半 semi- 半 semiskilled
biped 二足动物 centipede 蜈蚣 ped-脚 podiatrist 足病科医生 pedagogy 教育学 impede
阻碍

bizarre 古怪的 pizza 皮萨

blade 刀锋 bla-白 alb-白
blanch 变白 blanc 白 blank 空格 breach 裂缝

bland 无味的 bla-白
blandishment 奉承

blasphemy 亵渎 blast 炸坏

last 最后 blast 爆炸 clast 碎石头 elastic 松紧带

（助记）口诀：只有 last 持续最后，无法持续只能爆炸，炸开了岩石成碎片，前

天后加成便灵活

blatant 炫耀的

blazon 纹章 blaze 火焰

bleach 漂白 clear clarify bla-白
blemish 玷污 联想—blot 脏 blight 枯萎 blast 爆炸 blame 责怪

（助记）口诀：布莱迷失是污点，虽然不多也很脏，见不到光就枯萎，不持续就爆

炸，炸坏了腿别怪我。

boggle 畏缩不前

le系列单词：

locale 案发地点 impale 刺穿 sidle 悄悄移动 boggle 畏缩

（助记）口诀：locale为现场，我怕被刺穿，边上侧边行，抱狗不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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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gus 假的 Bogus 用来造伪钞的机器

boisterous 喧闹的

bolster 枕垫 lobster 龙虾

bolt 急逃，门闩，离开 联想—dolt 傻瓜 jolt 颠簸 molt 脱毛

（助记）口诀：逗它小傻瓜，救他就离开，有毛就脱毛，不行就离开

bombast 高调 bomb 炸弹

bonnet 贝雷帽

boom 繁荣，兴旺 boon 恩惠

联想—boor 举止粗野的人 boost 提高 bore 烦人 boom 繁荣

（助记）口诀：600加花粗鄙人，600条街道往前推，600个阿姨真烦人，600个MM
真繁荣。

lore 知识 folklore 民俗学 implore 恳求 explore
(助记) 口诀：10个阿姨有知识 ，民间知识民俗学，恳求知识向里跑，探求知识向外逃

联想记忆： outre 奇怪 （助记）口诀： 外边的阿姨真奇怪

lure 勾引 6个阿姨勾引你

byre 牛栏 借助阿姨进牛栏

retort 反驳 阿姨套你是反驳

botany 植物学

boulder 巨硕 shoulder
bouquet 花束

bourgeois 中产阶级的

bout 一回合 about 大约

boycott 抵制

brace 支架，背带

联想—race brace 背带 grace 优雅 trace 追踪

（助记）口诀：只有 race是比赛，baby比赛用背带，哥哥比赛真优雅，跟他比赛是追踪 。

bracelet 手镯

bracket 支架

联想 jacket 夹克 packet 包裹 racket 球拍

（助记）口诀：夹克怕包裹，花形球拍不能做支架

brag 吹嘘 rag 破布 boast
braggadocio 吹牛大王

braggart 吹牛者 （助记）吹牛需要艺术

braid br- 带来的感觉

br系列单词：

brisk 轻快、活泼的 brash 草率 braid 辫子 brand 品牌 brunt 影响 brag 吹嘘、自

夸 breach 裂口 brittle 脆弱

（助记）口诀：轻快带来危险，草率带来灰尘，辫子带来帮助，边缘带来墨水，品

牌带来 and，影响带来 unt，吹牛每一个裂口，脆弱带来 little。
brandish 挥舞 （助记）不让做的事

brassy 厚脸皮的 助记—brave + do 装勇敢地做 联想—bully 恃强凌弱的人

bravado 故作勇敢 brave 勇敢

bravura 华美乐段

brawl 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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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deawl brawl 争吵 sprawl 平躺 trawl 拖网

（助记）口诀：弟弟慢说不争吵，专家平躺他拖网。

breadth 宽度

breed 繁殖

bribe 贿赂

bricklayer 泥瓦匠

bridle 马笼头 bride 新娘

brink 边缘（带来墨水）

broach 开

brochure 小册子

bromide 平庸的人或物

brood 一窝小鸟

brook 小河

browbeat 欺侮 brow 眉毛

bruise 受伤 cruise 巡洋

bruit 散步

brunt 冲击力，影响

brusque 鲁莽的（助记）不如屎壳郎

brutal 残忍的（助记）不如偷他的

buck one buck 一美元

bucket 圆桶

budge 移动，改变立场 budget 预算 （助记）预算无他是屈服

but 花蕾 get 得到 （助记）得到花钱要用钱

bulb 灯泡

联想—bulk 体积 bulb 灯泡 buoy 浮标

（助记）口诀：割公牛膨胀，看体积不是灯泡，买个圈做浮标。

bully 恃强凌弱

bumptious 傲慢的 bump 碰 （反 ）humble 谦虚

联想—hump 驼峰 mump 不开心 gump 傻瓜 lump 肿块 plump 丰满 slump 脱落

（助记）口诀：妈妈不开心，不要去碰她，哥哥大傻瓜，长个大肿块，丰满有漂亮，

死了才脱落。

bungle 粗糙滥制的 jungle 丛林 tangle 纠缠

buoy 浮标

bureaucracy 官僚统治的

burgeon 迅速成长 terra 土地 terrace 梯田

geon 系列：

surgeon 外科医生 burgeon 萌芽 pigeon 鸽子 dungeon 地牢 mudgeon 生气 gudgeon
白杨鱼

（助记）口诀：外科医生不萌芽，鸽子有猪蹲地牢，跑到泥里真生气，故意钓到白杨

鱼。

burlesque 讽刺滑稽戏剧 （助记）不如乐死去

burnish 擦亮

联想—bust 半身雕像 dust 灰尘 gust 一阵狂风 lust 欲望

（助记）口诀：半身雕像 bust，灰尘 dust，阵风吹来 gust，欲望小妹 lust。



euyniy@gmail.com

15

buttress 拱墙

byline 报刊文章首行

bystander 旁观者

wordlistwordlistwordlist

wordlist

666

6

cabal 阴谋小团体

cabinet 橱柜，内阁 cab 出租车 （助记）—内阁大臣在出租车内用小橱柜上网

cache 贮藏处

cacophonous 发音不和谐的 phone- 声音 co- 坏

cacophony 难听的声音

cadge 乞讨

cajole 哄骗 caj=cage 笼子 （助记）可叫你过来乐了

calamity 灾难

calcium 钙

calculus 微积分学

caldron 大锅

calligraphy 书法 (助记) 美丽的写

callous 无情的 call 叫

callow 未成熟的

联想-sallow 柳树；枯黄 hallow 神圣 wallow 猪打滚 fallow 休闲（指耕作）

（助记）口诀：快死的柳树病枯黄，放在大厅真神圣，墙边的小猪在打滚，飞来飞去真休

闲。

calorie 卡路里

calumniate 诽谤 cal-叫
cameo 浮雕宝石

camouflage 掩饰

campaign 战役，竞选运动 来自于 champaign
canary 金丝雀，女歌星

candid 率直的 cand- 白 candle 蜡烛 cane 拐杖

canon 经典

canonical 符合规定的

canopy 蚊帐

cant 斜坡 把 can’t的’ 拿掉就是 cant
cantankerous 脾气坏的

canto 篇

canvas 画布

canvass 细查

canyon 斜谷

cape 披肩

capillary 毛细血管

capitulate 投降

ulate 系列单词：

simulate 模仿 strdulate 鸣叫 exposulate 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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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记）口诀：四目在模仿，鸣叫大步走，暴露他抗议，抓住他投降。

caprice 奇思怪想，任性 cap 帽子 （助记）戴上帽子吃米饭

capricious 变化无常的，任性的

capsule 胶囊

ceramic 陶器

cereal 谷类 cere 稻谷女神

cerebral 大脑的

ceremony 仪式 （助记）庆祝女神降临是要花钱的

certainty 确定的事 certain 确定的 just-justify-justification
certitude 确定无疑 magnitude 大小，数量 longitude 经线 latitude 纬线 -tude 名次后缀

cessation 中止 cess-走
cession 割让

chafe 摩擦生热

chaff 谷壳

chagrin 失望，苦恼 grin 苦笑（助记）警察在苦笑

chalice 大酒杯（助记）冰红茶放在大酒杯里

chameleon 变色龙 parasite 寄生虫

champion 冠军

chancellor 大臣，总理 chance 运气

chandelier 支形吊灯 chandel=candle 蜡烛

chant 圣歌 enchant 施魔法

chaos 混乱

chapel 小教堂 （助记）又小又破的地方

char 烧焦

characteristic 有特色的

charade 动作谜，字谜游戏

charisma 领袖气质 （助记）中国升起个毛泽东

charitable 仁慈的

charity 仁慈

charlatan 骗子，江湖郎中（同 ）mountebank 江湖骗子 surmount 超越 surmount yourself 超

越自我 insurmountable 不可超越的

charm 魅力

charter 包租车船 chart 图表

chary 小心的 care
chase 雕镂，追逐

chasm 深渊

wordlistwordlistwordlist

wordlist

777

7

chaste 贞洁的

chastise 严惩

chauvinistic 过分爱国主义，沙文主义

check 阻止

chef 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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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ubic 天真无邪的 cherub 小天使

chicanery 诡计

chide 指责

chimera 神化怪物 camera 照相机

chip 动词，削 chop 坎

chipmunk 花栗鼠 （助记）和尚吃肉片，变成小松鼠

chisel 欺骗

chivalrous 武士精神

choir 歌唱队

choke 窒息 coke可乐

choleric 易怒的 （助记）臭了生气

chord 和音 cord 心

choreography 舞蹈编排 graphy 写

chorus 合唱队

chromatic 彩色的

chromosome 染色体

chronic 慢性的 chronology 年代学 synchronous 同步的 chronicle 编年史 chronological
按时间顺序的

chrysanthemum 菊花 （助记）为这三个木马而哭泣

chuckle 轻声地笑

churl 粗鄙的人

cinder 余烬，煤渣 cinderella 灰姑娘

联想： cinder=slag 煤渣 slay 杀死 slate 青石板，提名的名单，候选人名单 slump 跌

落，下跌

（助记）口诀：落后的煤渣，躺下残杀，晚来的提名，跌落的肿块

circuit 环形 circle 圆

circumscribe 限制

claim 声称，索赔 exclaim 叫喊 reclaim 收回，取回 acclaim 欢呼

clam 蛤肉

clamp 钳子 clap 拍

clandestine 秘密的 clan 宗派 destine 命中注定

clannish 排他的

clarify 澄清 clash 冲突 crash 碰撞

clasp 钩子

classify 分类

clay 粘土

联想： clip 修剪 口诀： 嘴唇可修剪

cleave 分裂 离开可分裂

clog 阻碍 圆木可阻碍

clot 阻塞 可变多阻塞

cleaver 切肉刀

cleft 裂缝 cleave 过去分词

clemency 温和

clement 仁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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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ele 顾客

climax 高潮

clinch 钉牢 fling 仍 linger 逗留，徘徊

clique 朋党派系 助记—克里缺乏党派支持

clog 阻塞 log 木头

clot 凝块

cloture 辩论的终结

cloudburst 大暴雨 burst 爆裂

clout 猛击，影响力

clown 小丑 drown 溺水

cloying 甜得发腻的 demur 矜持 mural 壁画

clumsy 笨拙的

cluster 串，束

coagulant 凝结剂 co- 一起

coagulate 使凝结 coarse 粗糙的

coagulation 凝固

coalesce 联合

coalition 联合

coax 哄骗

cob 玉米棒子 （助记）考博

cocoon 茧

联想—croon 浅吟低唱 maroon 孤独无助 poltroon 懦夫 harpoon 捕鲸鱼叉 lampoon
讽刺文章

（助记）口诀：作茧自缚 cocoon，浅吟低唱 croon，孤独无助 maroon，胆小懦夫 poltroon，

捕鲸鱼叉 harpoon，讽刺文章 lampoon。
coda 尾声

coddle 溺爱 co 表两个

code 密码

coerce 强迫 pierce 刺穿 fierce 凶残

coeval 共同时代 co-共同 ev- 时代

cogent 有说服力的

cogitate 慎重思考

cognizance 认识

cognizant 知道的 （反）oblivious 遗忘的

cohabit 共栖 co- 共同 habit 居住

coherent 连贯的 her- 粘连

late系列单词：

elate 得意的 ablate 切除 ventilate 通风 prolate 椭圆 dilate 扩散

（助记）口诀：e来就得意，离开就切除，出口在通风，向前变椭圆，两边在扩散，共

同来核对。

collateral 平行的

collected 泰然自若的

collection 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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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ision 碰撞

colloquial 口语的 （同）loquacious 多嘴多舌的 soliloquy 独白

colloquium 学术讨论会 seminar
collude 串通

colon 冒号 colony 殖民地

colonnade 柱廊

colossal 巨大的

coltish 小马的

coma 昏迷状态

combat 搏斗 single combat 单挑

combustible 易燃的

comedienne 演滑稽剧的女演员

comely 美丽动人的

comity 礼仪

comma 逗号

commemorate 纪念

commence 开始

commencement 毕业典礼

commensurate 同样大小的

commentary 实况报道 ment-思想 sentiment 情感

commingle 掺和

联想—tackle 处理 mingle 混合 sparkle 闪烁 startle 震惊

（助记）口诀：图钉在前是混合，明明在前是混合，火花在前才闪烁，开始在前才震惊。

commission 委托

committed 尽忠的

wordlistwordlistwordlist

wordlist

888

8

commodious 宽敞的 commodity 商品

commonplace 平凡的，平庸的

commonsense (形容词)有常识的 （反） nonsense
commonwealth 共和国

commotion 骚动 mot-动 motion 运动 promotion 提升 emotion 情感 motive 动机

motivate 鼓励

communal 共用的

commune 公社

communicate 沟通

commute 交换，坐车上下车 mut- 木讷

compact 结实的，简洁的，协议 pact- 打包，压紧

companion 伙伴

compass 指南针，罗盘

compassion 同情

compassionate 有同情心的

compatible 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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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triot 同胞 patri- 父亲 expatriate 驱逐出境 repatriate 遣返回国 patriot 爱国者

patriarch
compel 强迫 pel- 推

conceive 设想，构想 conceive of 设想 perceive 察觉 receive 收到 deceive 欺骗

barter 以物易物 perception n. reception n. deception n.
concentrate 聚集 concentrating camp 集中营

conception 概念

concerto 协奏曲 concert 音乐会

concession 让步

conciliate 安抚 =reconcile
concise 简洁的 cise-切掉

conclave 秘密会议 concave 凹槽 （助记）在 concave 处开个秘密会议

conclusive 最后的

concomitant 伴随而来的

concord 和睦 core 心

concrete 混凝土

concur 一致 con-共同 cur-跑 recur 复发 incur 招惹，招致

condemn 谴责 demn=damn 诅咒

condense 浓缩 density 密度 densify
condescend 屈尊 descend 下降

condescending 谦虚的

condone 宽恕，原谅

联想—contort 曲解 contrite 悔恨 confer 协商 confirm 确认 confound 弄混 condone
congest 拥挤 connive 默许

（助记）口诀：共同套他为曲解，共同踹他为悔恨，共同带来为协商，共同确定为确

认，共同发现易搞混，共同做过为宽恕，共同夹死为拥挤，共同给你为默许。

conducive 有助于的 duce-引导 induce seduce
conduct 引导

conduit 渠道

cone 松果，圆锥体

confection 甜食 fect=fact
confederacy 联邦

confer 商谈 fer-带来

confess 坦白

confide 信赖 fid-相信 fidelity 忠诚 perfidy 背信

confidential 机密的

configuration 配置

confine 限制 fine-终点，范围 refine 提炼 refinery 炼油厂 confinement 限制，监禁

confirm 证实

confiscate 没收 fisc-钱财

conflagration 大火 flagr-烧
conflate 合并 flat- 吹气 inflate 充气 deflate 放气

conflict 斗争，冲突 a clash between ideas
conform 符合，遵守 conform to comply with /adhere to 遵守 （反）not hew to 不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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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ormist 遵奉者

conformity 一致

confound 使迷惑

confront 面临 affront 冒犯 effrontery 厚颜无耻 (反)sidestep 回避 cower 畏缩，胆小鬼

circumvent 回避

congeal 凝结

congenial 意气相投的,性情好的

congest 拥挤 digest 消化 ingest 吞入

conglomerate 集聚成团

congregate 聚集 greg=group
congruent 全等的，一致的 glue 胶水 gruel 粥

congruous 一致的，符合的

conifer 针叶树

conjecture 推测，臆断 reject 拒绝 projectile 抛射物

conjoin 结合

conjunction 联合，连词

connive 默许 （助记）共同给与

connoisseur 鉴赏家，行业

connotation 言外之意 not-注意 notable 可以被注意的 noticeable 明显的 notion 概念，

观念 notorious 臭名昭著的 notify 通知 notification 正式通知

conquer 征服

conquest 征服

conscience 良心 i
conscientious 尽责的

conscribe 征兵

consensus 意见一致

consent 同意，允许

consequence 结果 sequ-跟随

conservative 保守的 ser-保留，看 conservative organization 保守党 preserve 保存

preservative a.保存的 n.防腐剂 reserve 预定，储备 reservation
Reservation 印第安人的居留地和保留地 observe 观察，评论

servile 过分顺从的

conserve 保存，保全 （反）squander 浪费

considerable 相当多的 considerate 体贴的

consign 托运，托人看管 resign 辞职 assignment 作业，委派

console 安慰 inconsolable 伤心的，痛苦的

consolidate 巩固 solidity 团结 solidify
consonant 调和的，一致的

conspicuous 明显的，显著的 spic-看
conspiracy 同谋 spir-呼吸 conspire 阴谋 inspire 启发灵感 expire 断气 perspire 出汗

aspire to 渴望

constellation 星座 stell-星星 interstellar 星际之间的 stern 严厉的

constituent 成分，选民 stit-站 institute 创立，学院 institution 机构

substitute 代替 substitute for substitution 替代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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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代理人

constitute 组成，构成

constitution 宪法

constitutional 宪法的

constrain 束缚，强迫 strain 拉紧 stain 弄脏 restrain 限制

（助记）口诀：大街上下雨为拉紧，共同拉紧是束缚，拉紧少花是污点，反复拉紧

是限制

联想— covert 秘密的 covet 贪求 overt 公开 over 结束

（助记）口诀：盖他为秘密，少 r是贪求，c去是公开，他去就结束

constraint 束缚

constrict 压缩 stri-拉紧 restrict
construct 建筑,建立 destruct 毁坏

WordlistWordlistWordlist

Wordlist

999

9

coordinate 协调的，相一致的；坐标 subordinate 次要的，从属的

copious 丰富的 （反）sparse 稀少的 spark 火花

cord 考得

core 果核 coral 珊瑚

cornucopia 象征丰收的羊角

coronation 加冕

corporate 团体的

corporeal 肉体的，肉身的

corpuscle 血细胞

corral 牲畜栏

correspondent 符合的 respond 反应

corroborate 支持，强化 robust 强壮的

corrode 腐蚀 rode-咬 rodent 啮齿动物 erode 侵蚀

corrugate 起皱纹的，起波澜的

corrupt 腐败，毁坏 rupt-断 co-共同 bankrupt 破产 erupt 喷发 disrupt 瓦解 abrupt 突然

cosmic 宇宙的

联想—cosmos 宇宙 bellicose 好战的 costume 衣服 cosset 宠爱 ostrish 鸵鸟

jocose 诙谐的

（助记）口诀：宇宙花钱买摩丝，好战花钱买铜铃，你我花钱买衣服，美色花钱

为宠爱，有钱人花钱买鸵鸟，就爱花钱开玩笑。

cosmopolitan 世界主义者，四海为家的人

cosmopolitanism 世界性

cosmos 宇宙

cosset 宠爱

costume 服装

coterie 小团体

coterminous 毗邻的

cougar 美洲豹

countenance 支持，赞成



euyniy@gmail.com

23

counteract 抵消

counterfeit 伪造

countermand 撤回

counterproductive 事与愿违的

coup 意外的成功

covenant 契约 ven-来
covert 秘密的

covet 贪求

cow 威胁

coward 胆小鬼

cower 畏缩

cr- 拧动的的感觉；噪音

联想—cravat 领带 cower 胆小鬼 craft 手工艺品 crate 柳条筐、板条箱 crass 粗俗

的、愚蠢的 crank 古怪 cram 临时抱佛脚 crease 皱纹 credit 信任

（助记）口诀：老鼠系领带，母牛胆小鬼，胖人手艺好，吃饭柳条箱，看见一蠢

驴，排名真古怪，妹妹抱佛脚，容易生皱纹，编辑才信任。

coy 腼腆的 a coy boy plays toys 害羞男孩玩玩具

crab 螃蟹

crack 爆裂声

cram 填满

cramp 夹子

cranky 古怪的

crate 板条箱

crater 火山口

cravat 领巾

craven 懦弱的 crave 渴望

craving 强烈的愿望 （反）spurn 决绝

crayon 彩色的蜡笔（粉笔）

crease 皱痕

credence 信任

credulous 轻信的 –lous 多

creek 小溪

creep 匍匐前进

联想——crow 乌鸦 crown 加冕 crest 最高峰，couch 沙发 crouch 弯腰 creek 小溪

creep 匍匐

（联想）口诀：乌鸦你加冕，山顶可休息，沙发有花弯腰捡，趴下匍匐看小溪

crescendo （音乐）渐强

cringe 谄媚

联想—fringe 边缘 cringe 谄媚 spring 圈套 syring 注射器

（助记）口诀：飞来戒指落边缘，看到戒指就谄媚，专家拿戒指设全套，小 p变 y注射器

criteria 标准

critic 评论者

critical 挑毛病的

critique 评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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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ak 蛙鸣声，发牢骚，抱怨

crochet 钩针织物（助记）我为乌鸦车织物

crockery 陶瓷

crook 弯曲 crooked 弯曲的

cross 生气地

crouch 弯腰

crucial 决定性的 cruc-十字架

crudity 粗糙的 crude 粗鲁的

crumb 面包屑

crumble 弄碎

crumple 弄皱

crusade 改革运动

crust 外表皮，地壳

crutch 拐杖

cryptic 秘密的

cub 幼兽 cub-躺
cubicle 小隔间

cuisine 烹饪

culinary 厨房的

culmination 顶点

culpable 有罪的

cult 宗派

cultivate 种植,培养

cultivated 耕种的，有修养的

WordlistWordlistWordlist

Wordlist

101010

10

cumbersome 笨重的 cub-躺 cumber 拖累，妨碍

cumulus 积云 cumulative 累计的

cunning 善于骗人的，灵巧的

cupidity 贪婪

curator 馆长 cur-关心

curb 马路边上，控制

联想—numb 木讷 curl 卷发 curt 简略的 curb 控制 curd 凝乳

（助记）口诀：一条卷发，他剪短，不要控制，到凝乳。

curmudgeon 脾气暴躁的人 cur-跑
surgeon 外科医生 burgeon 萌芽 pigeon 鸽子 curmudgeon 脾气暴躁的人

（助记）外科医生不萌芽 ，鸽子有猪蹲地牢 ，跑到泥里躲起来，故意钓到白羊鱼

curriculum 课程

cursory 粗略的，草率的 excursion 远足

curt 简略而草率的

curtail 削减 tail 尾巴 tailor 裁缝

cushion 垫子

custodian 管理员 （助记）卡死偷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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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dy 监管

customary 合乎习俗的

cuticle 表皮 icle-表皮

cutlery 餐具

cyclone 飓风

cylinder 圆柱

cynic 犬儒主义者 cyn-狗
cypress 柏树

cytology 细胞学 cyt-细胞

debble 涉足

daft 傻的

dagger 短剑，匕首

daguerreotype 银版照相

dainty 精美食品，挑剔的

dally 闲荡，嬉戏

damp 减弱

damped 减震的

dampen 使潮湿

dandy 花花公子 candy (助记)花花公子都喜欢吃 candy
dapper 整洁漂亮的

dappled 有斑点的

daredevil 胆大的 devil 魔鬼

dart 飞镖，疾驰

daunt 使胆怯

dawdle 闲荡，虚度

deactivate 使无效

deaden 减低某物的力量或强度

deadlock 相持不下，僵局

deadpan 无表情的

dealing 生意行为

dearth 缺乏

debacle 解冻 bacle阻挡

debark 下船

debase 贬低 base-低
debate 辩论

debilitate 使衰弱

debouch 流出，进入 debt 债务

debrief 询问 brief 简洁的

debris 废墟

debunk 揭穿真相

debut 初次登台

decadence 衰弱

deceit 欺骗 deceive 欺骗

decency 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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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nt 得体的

deception 欺骗手段

decibel 分贝

deciduous 短暂的

decimate 大量杀死 massacre/slaughter 屠杀

decipher 解开，破译

declaim 高谈阔论 claim 喊 proclaim 宣传 acclaim 欢呼

declamation 雄辩

decline 拒绝

decode 破译密码

decompose 使腐烂 compose 创作

decomposition 分解，腐烂

decorate 装饰

decorum 礼节

decrepit 衰老的 crack 破裂

decry 责难

dedication 忠诚

deduce 演绎 duce－引导

deduct 减去 abduct 诱拐 kidnap 绑架

deface 损坏 efface 抹掉 boldfaced 厚颜的

default 拖债 fault 错误

defeatist 失败主义者

defect 缺点

defendant 被告 plaintiff 原告

defense 防御

defer 推延

联想—depreciate depecrate 玷污 detonate 爆炸 deliberate 谨慎 demonstrate 游行

devastate 毁坏 deviate 偏离 deracinate 根除

（助记）口诀：价值在贬值，神圣在玷污，声音会爆炸，自由才谨慎，魔鬼在游行，大

量被毁坏，六个才偏离，种族被根除。

deference 尊重

deferential 顺从的

defiance 挑战

deficiency 缺陷，不足

deficit 赤字 redundant 多余的，过剩的 superfluous 过剩的

defile 弄污

definition 清晰，定义

definitive 明确的

deflated 灰心丧气的 reflection 沉思

deflect 偏离，转向

defoliator 落叶剂

deforestation 采伐森林 de-向下

defraud 欺骗某人 fraud 欺骗

deft 灵巧的，熟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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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use 缓和紧张状况 fuse 导火线 （反）foment 煽动

defy 违抗，藐视

degradation 降低身份 ，受辱

dehydrate 脱水 hydr-水
deify 崇拜 dei-神 dignant 尊严的 indignant 愤怒的 indigence 贫穷

deign 屈尊

dejected 沮丧的，失望的 ject-扔
delectable 赏心悦目的

delegate 委派为代表，代表

delegate 代表 （助记）删掉大门为代表

subjugate 镇压 下边据掉为镇压

corrugate 使成波状 同入大门起波澜

divagate 漂泊 潜水大门在漂泊

negate 取消 你的大门在取消

figate 护航舰 油炸大门护航舰

deleterious 有害的

wordlistwordlistwordlist

wordlist

131313

13

emulate 努力赶上，超越 imitate 模仿

emulsify 使乳化 galaxy 银河，显赫的人

enact 制定法律

enamel 珐琅

enamored 珍爱的 amor-情爱

encapsulate 装入胶囊 capsule 胶囊

enchant 使迷醉 chant 圣歌

enclosure 圈地

encomiast 赞美者 com-赞美

encomium 颂词 （反）diatribe 辱骂

encompsaa 包围 compass 罗盘，指南针

encounter 遭遇

encroach 侵占 couch 沙发 crouch 弯腰 croching tiger and hiden dragon 卧虎藏龙

encumber 妨碍 cucumber 黄瓜

encyclopedia 百科全书 ped-儿童

endearing 讨人喜欢的

endemic 地方性的 epidemic 流行的 pandemic 全国性的 （反）exotic 外来的

endorse 背书

endow 捐助

endure 忍受

enduring 持续的 （反）ephemeral 短暂的

enervate 使虚弱 nerve 神经 e-出
e-ate 变动词 联想—emanate 起源、发源 enervate 虚弱的、脆弱的 enumaerate 列举

esalate 上升 eradicate 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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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记）口诀：人类的发源，Lucy的阐明，虚弱的神经，数字的列举，等级的上升，彻

底的根除。

enfeeble 使衰弱 feeble 虚弱的 (反)invigorate 鼓舞

enfetter 束缚 fetter 手铐

enflame 使激动，愤怒

engaged 忙碌的 the line is engaged 占线 engagement 约会

engaging 迷人的

engender 产生 gender 性别

engrave 雕刻 gravity 重力

engross 全神贯注于 gross 总的 be engrossed in
engulf 吞噬 gulf 大沟 golf 高尔夫

enhance 提高

enjoin 命令

enlighten 启发

enlightening 有其法作用的

enlist 征募

enliven 使更活跃

enmesh 绊住 mesh 网 （反）extricate 解脱 intricate 复杂的

wordlistwordlistwordlist

word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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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mity 敌意 (反)amity 友善的

ennui 无聊

enormity暴行，巨大 norm 正常 e-出
enormous 巨大的

enrage 激怒 rage 狂怒

enrapture 使狂喜 rupture 爆裂

ensconce 安置

ensemble 全体 semble 相同

ensign 舰旗

ensue 继而发生的 sue 起诉

ensure 确保

entail 需要 tail 尾巴 （助记）被人抓住尾巴就需要，要求

entangle 使纠缠

联想—dangle 悬挂、吊胃口 wangle 得到 rangle 争吵、吵架 tangle 混乱 spangle 闪光

（助记）口诀：吊胃口，王得到，花争吵，他混乱，专家在前才闪光。

enterprise 公司，进取心 prise-拿 comprise 构成

enthralling 迷人的

联想—mall 商店街 stall 摊位、铺子 install 安装 hall 大厅 gall 胆汁 dally 浪费时间

spall 碎片

（助记）口诀：MM全部逛商店，街道全部有书店，里面书店在安装，喝水全部到大厅，

哥哥全部有胆量，弟弟全部在闲荡，专家全部变碎片。

entice 怂恿

entirety 整体，全面

entitle 有权（做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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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y 实体

entrance 使出神，使入迷

entrancing 使人入神的

entreat 恳求 treat 对待

entreaty 恳求，哀求

erupt 爆发，喷出 rupture 爆裂 rupt-断
escalate 等级的上升

escapism 逃避现实

eschew 避开 es-向外 (反) seek 寻找

esophagus 食道 eso-带 phag –吃
esoteric 秘传的

espionage 间谍活动

espousal 拥护，支持 spouse 配偶

espouse 支持 （反）abjure 拒绝

espy 突然看到 spy 间谍，发现

essential 本质的，要素

estimable 值得尊敬的

estranged 疏远的 (同)alienated
etch 蚀刻 efface 擦掉 itch 瘙痒

etching 蚀刻术

eternal 永远的

ethereal 太空的 ether 天空 pantheon 万神殿 chrysanthemum 菊花

ethics 伦理学

echnic 种族的

ethnology 人种学

ethos 道德风貌

etiquette 礼仪 （助记）凭票入场

etymology 语源学

eucalyptus 桉树

eulogistic 颂扬的

eulogize 称赞

eulogy 颂词

euphemism 婉言

euphonious 悦耳的 eu-好 phon-声音 cacophony 刺耳的声音

euphoria 幸福愉悦感 phor-带来

evaculate 撤退

evade 逃避 pervade 遍及 invade 入侵

evanescent 短暂的 van-空 scent 表状态 adolescent 青少年的 efflorescent 开花期的

senescent 年迈的 (反) perpetual 永久的 permanent 持久的

evaporate 蒸发 vapor 水汽

evasive 回避的

even 平的

evict 驱逐 vict-征服 （反）harbor 庇护

eviction 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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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nce 表明 （反 ） conceal 隐藏

evocative 唤起的 voc-声音

evoke 引起

evolve 进化，逐渐形成

ewe 母羊

ewer 大口水罐

exacerbate 加重 acerb-苦涩 (反)mitigate 减轻

exacting 苛求的

exactitude 极端的正确性

exaggerate 夸张 agger-路 stagger 走路左晃右晃

exalt 高度赞扬 alt-高 altitude 高度 altimeter 高度表 （反）pillory 嘲笑 condemn 谴责

exaltation 得意，高兴

exasperate 激怒 asper-粗鲁

excavate 挖掘 cav-洞
exceed 超过

exceptional 特别好的 exceptional children 低能儿 （反）prosaic 平凡的

excel 善于

excise 切除

excitability 易机动性

exclaim 喊叫

exclamation 惊呼

exclude 排斥

exclusice 孤僻的

excorate 撕去皮，严厉批评 core 核心

excrete 排泄

exculpate 开脱 culp-罪行

WordlistWordlistWordlist

Wordlist

151515

15

exhilarate 使高兴 hilar-高兴 hilarious 高兴的

exhilaration 高兴

exhort 勉励

exigent 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

existential 存在主义的

exodus 大批离去

exonerate 免除责任

exorbitant 过分的，过度的 orbit 轨道

exorcise 驱魔

exotic 异国的，珍奇的 （反）endemic 地方的 indigenous 本土的 mundane 世俗的

expand 扩大

expansive 健谈的，可扩大的

expediency 方便 ped-脚
expdient 权宜之计

expeditious 迅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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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l 排出 expel from
expand 花费

expenditure 消耗，支出

expertise 专门技术

expiate 赎罪，补偿

expiration 期满，终止

expire 期满，去世

explicate 详细解说 plic-重叠

explicit 清楚明确的，成熟的

联想—inchoate 刚开始的，未完成的

inch 英寸 pinch 捏 flinch 畏缩 inchoate 发芽

（助记）口诀：只有 inch 是英寸，拍进 inch 用手捏，飞回 inch 为畏缩，吃掉 inch 才

发芽。

exploit 剥削，开发利用

explosive 炸药

exponent 指数，说明者 pon-放
exposition 阐释

expository 说明的

expostulate 抗议

联想—postulate 推测 instulate 绝缘 gratulate 祝贺 manipulate 控制

（助记）口诀：张贴海报要推测，里面有蛇才绝缘，哥哥老鼠来祝贺，人类 IP要控制 。

exposure 暴露

expound 解释

expressly 清楚的

expunge 删除

expurgate 删除 purg-清洗

exquisite 精致的 beguile 欺骗 guillotine 断头台

联想--relinquish 放弃 anguish 痛苦 vanquish 战胜 languish 衰弱

（助记）口诀：重画只能放弃，生气才会痛苦，完成才能战胜，懒鬼才会衰弱

extant 现存的

extemporaneous 即席的，没有准备的 temporary 暂时的 tempor-时间

extemporize 即席演说

extend 延展，延长

extenuate 掩饰 tenuous 纤细的

exterminate 消灭 terminal 终端

externalize 使表面化 ex-向外

extinct 绝种的 sting 刺

extinction 熄灭 (反)perpetuation 不朽

extinguish 使熄灭 （反）ignite 点燃 kindle 点燃

extirpation 根除，铲除

extol 赞美 tol-高（反）lambaste 指责 pan 严厉批评 disparage 贬损 condemn 谴责 impugn
打击 detract 贬低 malign 诽谤

extort 强所，敲诈 tort 扭 distort 歪曲 tortuous 弯弯曲曲的

extract 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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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neous 外来的

extrapolate 预测 extra-外面 pol-放 interpolate 插入

exuberance 愉快，茁壮成长

exuberant 人充满活力的，植物茂盛的

exude 慢慢流出，四溢

exult 欢腾 sultry 闷热的

fabric 纺织品

fabricate 捏造，制造

facade 建筑物的正面，外表

facet 小平面，侧面，事物的方面 cet-小
facetious 轻浮的，好开玩笑的

facile 容易做的，浮浅的 fac-做 (反)hamper 妨碍 thwart 阻碍

facilitate 使容易

facilities 设备

faction 派系

factorable 能分解成因子的

factotum 杂役

factual 真实的

faculty 全体教员

fad 狂热的 fade 褪色

faddish 流行一时的

fade 褪色

falcon 鹰 icon 偶像

fallacious 欺骗的

fallacy 谬误

fallibility 易于出错

fallible 会犯错误的

fallow 休耕地

falsehood 谎言

falter 摇晃，蹒跚

famine 饥荒

femish 使饥饿

fanatic 狂热者

fang 尖牙，毒牙

fantasy 想象，幻想

farce 闹剧

联想—rill 小河 grill 烧烤 shrill 尖叫 drill 钻孔

（助记 ）口诀：小花生病变小河，哥哥河边来烤肉，妹妹河边在尖叫，弟弟河边钻孔

忙。

farewell 再会

far-reaching 影响深远的

fast 绝食

fasten 固定某物

fastidious 难取悦的，挑剔的 tidious 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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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ness 要塞

fatal 致命的

fathom 彻底明白

fatigue 疲劳

fatten 使长胖

fatuity 愚蠢

fatuous 愚昧而不自知的

faucet 水龙头

fault 错误，断层

faultfinder 喜欢挑剔的人

favorable 有利的，赞成的

fawn 小鹿

faze 折磨

feasible 可行的

feat 功绩

feature 特色

feckless 无目标的 feck=effct 效果

fecundity 多产，富饶

feeble 虚弱的

feedback 反馈

feign 假装

联想—foreign feign deign 屈服 reign 控制

（助记）口诀：外国人或者假装低头屈服于雨的统治

feigned 假装的

feint 佯攻

felicitous 适当的

fell 兽皮

felon 重罪犯

felony 重罪

feminist 女权主义运动者 femine 女性的，柔弱的

fender 挡泥板

feral 凶猛的

ferment 发酵

fermentation 发酵

fern 蕨类

ferret 雪貂

ferrous 含铁的

fertile 多产的

fertilizer 肥料

fervid 炽热的，热情的 （反）restrained 克制的

fervor 热情

fester 溃烂 联想—pester 打扰或纠缠某人

festive 欢乐的

fetid 有恶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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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tter 脚镣

fetus 胎儿

feud 宿愿

WordlistWordlistWordlist

Wordlist

161616

16

figment n．虚构的东西 fig-做 fiction 小说

figurative adj．比喻的，借喻的 figure 外形

figurehead n．名义领袖，傀儡

figurine n．小塑像，小雕像

filament n．灯丝，细丝

filibuster v．n．妨碍议事，阻挠

filigree n．金银丝做的工艺品

filings n. 锉屑

filly 小母马

联想—bully 恐吓 filly 小母马 rally 聚集 ally 支持者、拥护者 dally 闲逛，戏弄

（助记）口诀：公牛在前在恐吓，填进一匹小母马，小花全部在聚集，老俞全部支持者 ，

打来打去在戏弄

filter 过滤

fillet,filet n．束发带，鱼肉片

filth n．肮脏，粗语

finale 最后

finesse n．技巧、计谋、手段 strategy 技巧，策略

finicky adj．苛求的，过份讲究的

finite 有限的 definite 明确的 infinite 无限的

firearm 枪支

firefly n．萤火虫

fiscal adj．公款的，财政的 fis-钱
fissure n．裂缝，裂隙

fitful adj．不安的

fixate 使固定

flaccid adj．松驰的，软弱的

flag v．衰退，枯萎 （反）wax 增强

flagging 下垂的，衰弱的 （反）thriving 兴旺的 deriver 衍生 vibrant 活跃的

flaggy adj．枯萎的，松软无力的

flail n．连枷（打谷工具）v．打，打击 ail-病
flak n．高射炮，指责 =flack
flamboyant adj．艳丽的，炫耀的

flammable adj．易燃的

flange n．（火车车轮的）凸缘，轮缘

联想—flange flare 摇曳 flask 烧瓶 flaunt 炫耀 flaw 瑕疵 flout 蔑视 flour 面粉

flounder 深陷 flatter 恭维 flame 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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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记) 口诀：生气的边缘，火光在摇曳，问到了烧瓶，姑姑在炫耀，法律的瑕疵，出

去才蔑视，我们的面粉，下边深陷，后来的恭维，残废的火焰。

flare n．v．（火焰）摇曳，闪耀

flaring adj．火焰摇曳的，过份艳丽的

flask n．烧瓶，细颈瓶

flatter 恭维

flaunt v．炫耀，张扬

flavouring n．香料，调味品

flawless adj．完美的，无瑕疵的

flaw 瑕疵

flax n．亚麻

fledged adj．羽毛长成的，成熟的 （反）molt 脱毛

fleeting adj．短暂的，飞逝的 （反）perennial长期的

flexible adj．易弯曲的，灵活的

flick n．v．轻打，轻弹

flimsy adj．轻而薄的，脆弱的 （助记）沈阳产的胶片又轻又薄

flinch v．畏缩，退缩

flint n．打火石 fling 扔

flip 翻动，轻弹

flippant adj 无礼的，轻率的 pant（s） 裤子，大喘气

flirt v．挑逗，调戏

flit 迅速飞过

floodgate 闸门

flirtatious adj．调情的

flora n．（某地区或时代的）植物群

florid adj．华丽的，（脸）红润的

flounder v．挣扎，艰苦地移动

flounder n．比目鱼

flourish 兴旺

flout v．蔑视，违抗

fluctuate v．波动，变化

联想—accentuate 加重 sinuate 弯曲 evacuate 撤离 attenuate 稀释的 extenuate 掩饰

的 flactuate 波动

（助记）口诀：口音在加重，四牛在弯曲，一控就撤离，十点变稀释，向外才掩饰，

流动才波动。

fluffy 有绒毛的 flu 流动

fluke 荣幸

flourescent 荧光的 －scent 表状态

flush 脸红 blush
flustered 慌张的

flutter 拍翅

联想—utter 完全的 butter 黄油 flutter
（助记）口诀：完全的 utter，黄油的 butter，翅膀拍动 flutter utter 说话

fluvial 河流的 flu表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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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x 不断的变动

foible 小缺点

foil 钝剑，锡箔纸

fold 羊栏

fodlder 文件夹

foliage 叶子 portfolio 文件夹

folklore 民间传说

folly 愚蠢

foment 煽动

foodstuff 食料

foolproof 容易懂得

foppish 浮华的

forage饲料

forager 为动物寻找饲料的人

forbearance 自制，忍耐

forbid 禁止

forbidding 冷峻的

ford 浅滩

forebode 预感，凶兆

forecast 预报，预测

foreknowledge 预知

foreruuner 预兆，前兆

foreshadow 预示

foresight 远见，深谋远虑

insight 洞察力 insightful
forestall 先发制人

forestry 森林学

forfeit 丧失

forge 铁匠铺，伪造

forger 伪造者

foregery 伪造

forgo 放弃

formality 遵循的规范

formation 组织 formidable 可怕的

formula 公式

forsake 遗弃，放弃

forte 长处

forthright 直率的

fortify 加强防卫

fortitude 坚毅

fortuitous 偶然的，意外的

fraudulent adj．欺骗的，不诚实的

联想－turbulent 混乱的 virulent 剧毒 opulent 富裕的 truculent 凶残 fraudulent 欺骗

的 succulent 多汁水的 esculent 可食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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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记）口诀：六朵花剧毒，离开真充足，特别容易碎，卡车真凶残，不要不诚实，成

功多汁水，退出可食用

freckle n．雀斑，斑点 heckle 责问

freelancer 自由职业者

freight 货物，运费

frenetic adj．狂乱的，发狂的

frenzy 狂暴

frequency 频率

fresco n．壁画

fret v．n．（使）烦躁，焦虑

friable 易碎的 fir-摩擦

friction 摩擦，冲突

fretful adj．烦躁的

frieze n．（在墙顶与天花板间起装饰作用的）横条，饰带 freeze 冰冻

frigidity n．寒冷，冷淡，性冷淡

fringe n．（窗帘等）须边，边缘

frisky adj．活泼的，快活的 助记—油炸食品特别容易碎

frivolous adj．轻泛的，轻佻的

frond n．（羊齿（fern），棕榈等的）叶子

frowzy adj．不整洁的，污秽的

forthy 气泡的

frugal 节约的，节俭的

fruition 实现，完成

WordlistWordlistWordlist

Word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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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ustrate v．挫败，使沮丧

fulcrum n．杠杆支点，支柱

fulminate v．猛烈抨击，严厉谴责

fulmination n．抨击，谴责

fulsome adj．虚情假意的，丰满的

fumble v．摸索，搜寻

fume v．n．愤怒，冒烟

fumigate v．以烟熏消毒

functional 起作用的 malfunctional 不起作用的

fuctionary 小官

gavel n．（法官所用的）槌，小木槌

gaze v．n．凝视，注视

gazetteer n．地名词典，地名表

gear 齿轮

gem n．宝石，珠宝

generality 概述

generalize 归纳

generate v．造成，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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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or n．发电机

generic adj．种类的、类属的

generosity n．慷慨、大方

genesis n．创始，起源

genetic adj．遗传的，起源的

genetics n．遗传学

genial adj．愉快的，脾气好的．

genome 基因组

genre n．（文艺的）类型

genteel 上流社会的

gentle 温和的

gentry 绅士

genuine 真的

genus 属

geometrician 几何学家

germ 胚芽

germane adj．有密切关系的，贴切的

germicide 杀菌剂

germinate v．发芽，发展

gerontocracy 老人统治的政府

gerontology n．老人病学

gerrymander 划成选区

gesture 手势

geyser n．天然热喷泉

gibe v．n．嘲弄，讥笑

giddy 轻浮的

giggle 咯咯笑

gild 镀金

gimmick n．吸引人的花招，噱头

ginger n．姜，活力

gingerly 小心的，谨慎的

girder n．大梁

girth 腰身

gist n．要点，要旨

glacial 冰河期的 glaci-冰
glade n．林中的空地

gladiator n．角斗士，与野兽博斗者

glance 一瞥

glare v．发出眩目光芒，怒目而视

glaze 上釉彩

glean v．拾落穗，收集（材料等）

glib adj．流利圆滑的，善辩的

glide v．滑行，滑动 glide with
glimmer v．发微光，n．摇曳的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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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isten v．闪烁，闪耀．

glitch 小故障

gloat v．幸灾乐祸地看，窃喜

gloom n．黑暗，忧郁

gloomy adj．阴暗的，没有希望的

gloss n．光泽，注解

glossy adj．光泽的，光滑的

glossary n．词汇表

glow 光亮，发热

glower v．怒目而视

glowing 热情赞扬的，明显的，显著的

glucose n．葡萄糖

glut v．n．供过于求，过多 glutton 贪吃的人

glutinous adj．粘的，胶状的

gluttonous 贪吃的

gnarled adj．（树木）多节的，粗糙的

gnat n．对小事斤斤计较，琐事

gnaw v．啃，咬

goad n．赶牛棒v．n．刺激，激励

gobble v．贪婪地吃，吞没 cobble 卵石 babble 胡言乱语 bubble 起泡 dabble 涉足

goblet n．高脚酒杯

goldbrick 逃避责任

gong 锣

goodwill 友好

gorge n．峡谷v．贪婪地吃

gorilla 大猩猩

gospel n．教义，信条

gossamer n．蛛丝，薄纱，adj．轻而薄的

gouge n．半圆凿，v．挖出，敲竹杠

gourmet n．美食家

grace 优美

gracious 大方的，和善的

gradation 渐变

graduated 按等级

graft v．嫁接，移植，n．贪污 craft 技术

哥哥系列单词：

glean搜集 glitch 小故障 grate 烦躁 gripe 抱怨

口诀：哥哥学习要收集，哥哥离去小故障，哥哥速度会烦躁，哥哥成熟会抱怨。

WordlistWordlistWordlist

Wordlist

181818

18

grain 谷物

grandeur n．壮丽，伟大

grandiose adj．浮夸的，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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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stand 大看台

granite n．花岗石gran（＝grain 颗粒）＋ite→颗粒状石头→花岗岩．

granular adj．粒状的，含颗粒的

grant 同意

graphic adj．图表的，生动的

grasping adj．贪心的，贪婪的

graphite 石墨

grate v．磨碎，使人烦燥

grateful adj．感激的

gratification n．满足，喜悦

gratify v．使高兴，使满足

grating 刺耳的

gratitude 感激

gratuitous adj．无缘无故的，免费的

gratuity n．赏钱，小费

gravel n．碎石，砂砾

grave 严峻的 aggravate 加重

gravity n．严肃，一本正经

graze v．（动物）吃草，放牧 grass 草

green 新鲜的 green hand 新手

greenhouse n．花房，温室

gregarious adj．群居的，爱社交的

gregariousness 群居，合群

grenade 手榴弹

grief 忧伤

grievance n．委屈，抱怨

grieve 使悲伤

grievous adj．严重伤害的，引起痛苦的

grill v．烤，烤问，n．烤架

gross adj．总的，粗野的n．整个，全部

grotto 洞穴

grouch n．牢骚，不满．

grounded 有理由的

grouse 松鸡，牢骚

grove 小树林

grovel v．摇尾乞怜，奴颜婢膝

grudging adj．勉强的，吝啬的

gruelling adj．繁重而累人的

grumble v．喃喃诉苦，发怨言

guarantee 保证

guffaw n．v．哄笑，大笑

guile 欺诈

guileless 厚道的

guillotine n 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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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lt n．罪行，内疚

guilty 有罪的 （反）exonerate 证明无罪

guise 外观

gully 雨水冲成的沟壑

gullible adj．易受骗的

gulp v．吞食，咽下

gum 树胶

guru 受尊敬的教师或权威

gush v．涌出，滔滔不绝地说

gusher n．滔滔不绝的说话者，喷油井

gust 一阵风

gustation n．品尝，味觉

gustatory 味觉的，品尝的

gutter 水槽

guy n．（铁塔等的）支索，牵索

guzzle v．大吃大喝

gyrate adj．旋转的v．旋转．

habitat n．自然环境，栖息地

habituate v．使习惯于

hack v．乱劈，乱砍，n．驽马

hackneyed adj．陈腐的，平常的

hail 冰雹，致敬

hairy adj．毛发的，多毛的

halcyon adj．平静的，愉快的

hale 健壮的

halfhearted 不认真的，不热心的

hallmark 特征

hallow v．把⋯视为神圣，尊敬 Halloween 万圣节

hallowed adj．神圣的

hallucination 幻觉

halo n．（日月等）晕，神像之光环

halting adj．踌躇的，吞吞吐吐的

hamper v．妨碍，阻挠 n．有盖提篮

handle n．柄，把手，v．处理

hangar n．飞机库

hangover n．宿醉，残存物

hangdog 忧愁的 （反）buoyant 轻快的

hankering 渴望

haphazard 任意的

harangue 长篇指责性演说

harass v．烦扰

harbinger n．先驱，先兆．

harbor n．港，避难所v．包庇，隐匿

harden 变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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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headed adj．（商业上）现实的，精明的

hardy adj．耐寒的、强壮的

harmony 相符，一致

harness n．马具，v．束以马具，利用

harp 竖琴

harpsichord n．键琴（钢琴前身）

harridan n．凶恶的老妇，老巫婆

harrow n．耙 barrow 独轮车

harrowing adj．悲痛的，难受的

hasty 急急忙忙的

hatch n．船舱盖，孵化

haughty adj．傲慢的，自大的

haunt v．常到，（鬼魂）出没。（事情）萦绕心头n．常去的地方

hauteur n．傲慢

haven n．安息所，避难所

havoc n．大破坏，混乱 serenity 平静

hawk n．隼鹰

hazard n．危险

hazardous adj．有危险的

headlong 轻率的

headstrong 刚愎自用的

headway 进步

heal 治愈

hearken 倾听

hearten 鼓励

heartrending 令人心醉的

heavy-handedness 笨拙

heckle v．诘问，困扰

hectic adj．兴奋的，繁忙的

hector v．凌辱，威吓

hedge n．修剪过的树篱，限制

hedonist 享乐主义者

heed v．注意到，关心

hegemony n．霸权，领导权

heir n．继承人

heirloom 传家宝

helmet n．头盔，钢盔

hem 包围

hemisphere 半球 hemi=semi 半 semiconductor 半导体

hemophilia 血友病

hemorrhage 出血

WordlistWordlistWord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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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omostat 止血器 hemo-血 stat-站
herbaceous adj．草本植物的

herbibide 除草剂

herbivorous adj．食草的

herd n．兽群。v．聚集，放牧

hereditary 祖传的 her-继承人

heresy n．异端邪说

heretic n．异教徒

heretical adj．异端邪说的

hermetic adj．密封的，炼金术的

hermit n．隐士，修道者

herpetologist 爬行送物学家

hermitage n．隐居处

heterodox adj．异端的，非正统的 –dox 思想 paradox
heterodoxy n．异端邪说

heterogeneous adj.异类的，不同的

hew v．砍伐

hexagon n．六角形，六边形

hiatus n．空隙，裂缝

hibernate v．冬眠，蛰伏

hide n．兽皮

hidebound adj．顽固的，心胸狭窄的

hideous adj．讨厌的，丑恶的

hie 疾走

hierarchy n．阶层，等级制度

hieroglyph n．象形文字，图画文字

hieroglyphic 象形文字

highbrow n．自以为文化修养很高的人

hike 上涨 dike 低坝

WordlistWordlistWord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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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se v．切，切割

incision n．切口，切割

incisive adj．一针见血的

incisor n．门牙（

incite v 激发，刺激

inclement adj． （天气）严酷的，严厉的

inclusive 包含一切的，范围广的

incogitant 无思维能力的 cogit－思考

incommensurate adj．不成比例的

incompatible adj．不能和谐共存的

incompetent adj．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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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nceivable adj．难以想象的，不可能的

incongruity n．不一致

inconsequential adj．不重要的，微不足道的

inconstancy 反复无常的

incontestable adj．无可争辩的，明确的

incorporate v．合并，并入

incorrigibility 无可救药

incorrigible adj．积习难改的，不可救药的

incorruptible 不受腐蚀的 corruptible 腐败

incredulity 怀疑

increment n．增值，增加

incriminate v．连累，牵连

incubator n．孵卵器，早产婴儿保育箱 incubus 梦魇 concubine 小妾

incubus n．恶梦，负担

inculcate v．灌输，谆谆教诲

inculpate 连累

incumbent n．在职者，现任者 cumb-躺
incur v．招惹

indebted adj．感激的，感恩的

indecipherable 无法破译的 cipher 密码

indecisive 非决定性的

indefatigable adj．不知疲倦的

indelible adj．擦试不掉的，不可磨灭的

indemnify v．赔偿，偿付 demn-损坏

indent v．切割成锯齿状 dent-牙齿

indenture n．契约，合同

indeterminate 不确定的，不明确的

indicate 显示

indicative 暗示的 be indicative of 表明

indices 指数

indict v．控诉，起诉 dictator 独裁者 dictation 听写 (反)exculpate 使无罪

indifferent adj．不感兴趣的，漠不关心的 （反）avid 热情的

indigence 贫穷

indigenous 土产的

indigent adj．贫穷的，贫困的

indignant adj．愤慨的，愤愤不平的 dign-高贵的

indignation n．愤慨

indignity 侮辱

indispensability 不可缺少

individual 单独的

indoctrinate 教导 doctrine 教条，思想

indolent adj．懒惰的，懒洋洋的

indubitable adj．不容置疑的 dubit 怀疑

induce v．诱导，引起 duce 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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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ct v．使就职，使入伍

induction n．就职，入伍仪式，归纳

indulge 放纵，满足

indurate 使坚硬

industrious 勤劳的

ineffable adj．妙不可言的，说不出的

ineffectual 无效的

inelasticity 无弹性

WordlistWordlistWord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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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luctable adj．难免的，不能逃避的 eluc-逃避

inept adj．无能的，不适当的 ept-能干的

ineptitude n．无能，不称职

inequity 不公正

inert adj．惰性的，行动迟钝的

inertia n．惰性，懒惰

联想- pert敏捷 exert 施加 inert 惰性的

（助记）口诀：里面惰性变敏捷，向外作用才施加

inexhaustible adj．用不完的，取之不竭的

inexorable adj．不为所动的，坚决不变的

inexplicable adj．无法解释的，难理解的

infant 婴儿

infantile adj．幼稚的，幼儿的

infantry n．步兵

infatuation n．迷恋

infection 传染，感染

infelicitous 不幸的

infelicity 不幸

infer 推断

inferior 下级的，低等的

inferno n．火海，地狱般的场所

infiltrate v．渗透，渗入

infinitesimal adj．极微小的

infinity n．无限的时间或空间

infirm 虚弱的 confirm 确认

inflame v 使燃烧，激怒（某人） flame 火焰 （反）assuage 缓和 subdue 政府

inflamed adj．发炎的，红肿的

inflammation 激怒 （反）mollification 缓和

inflated adj．充气的，骄傲的

inflict 遭受

influx 注入，涌入

informed 见多识广的，消息灵通的

infraction n．违法 refractory 倔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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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inge v．违反，侵害

infuriate v．使（人）极为愤怒

infuse v．灌输，使⋯充满 fuse 流

ingenious adj．聪明的，有发明天才的

ingenue 天真无邪的少女

ingenuity n．巧思，聪敏

ingenuous adj．纯朴的，单纯的

ingest v．咽下，吞下 gest-管道

ingestion 摄取

ingrained adj．根深蒂固的 grain 谷物

ingrate n．忘恩负义的人 grate 感激

ingratiate v．逢迎，讨好

ingratiating adj．讨好的，谄媚的

ingredient n．成份

inhale v．吸气

联想—inhabit inhibit 禁止 exhibit 展览

（助记）口诀：a居住，i 禁止，禁止向外为展览。

inherit 继承

inhibit 抑制

inhibitor 抑制剂

inhumane adj 不近人情的

inimical adj．为敌的，不友善的

inimitable adj．无法仿效的，不可比拟的

iniquitous adj．邪恶的，不公正的

iniquity n．邪恶，不公正

initial 开始的

initiate 发起，创始

initiative n．主动，首创精神

injection 注射

injunction n．命令，强制令

injurious 有害的

inkling 暗示

innate adj．生来的，天赋的

innocence 无辜

innovation 创新

innovative 革新的

innuendo n．含沙射影，暗讽

联想—gesticulate 手势 inoculare peculate 盗用公款 osculate 接触

（助记）口诀：禁止向外为展览，夹死提手势，不爱防注射，拍下盗公款，向外供接触

inoculate v．预防注射

inordinate adj．过度的，过份的

inquity 询问

inquisitive adj．过份好问的，好奇的

inroad 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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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atiable 贪心的

inscribe 题

inscrutable adj．高深莫测的，神秘的 scrutiny 仔细阅读

联想—inscrutable 神秘的 seruting 仔细检查 tableau 移动的画面 plateau 高原

augur 占卜者 auger 螺丝刀

（助记）口诀：桌前不可入，可入到 tiny，金桌活画面，金盘是高原，金哥占卜者，e
加螺丝转。

insecticide 杀虫剂

insensate 无感觉的

insert v．插入

insider n．局内人，圈内人

insidious adj．祸害隐伏的，阴险的

insignia n．徽章，袖章

insincerity 伪善

insinuate v．暗指，暗示

insipid adj．乏味的，枯燥的 insipience 愚蠢

insolence 傲慢，无礼

insolent adj．粗野的，无礼的

insoluble 不溶解的

insolvency无力偿还

insomnia n．失眠症

insouciant 漫不经心的

inspection n．检查，细看

inspiration n．（思考而得的）启示，灵感

inspired adj．有创见的，有灵感的

install 安装 (助记)里面书店在安装，里面仍然在滴注（instill）
instantaneous adj．立即的，瞬间发生的

instate 任命

instigate v．发起，煽动

instill v．滴注，逐渐灌输

instinctive 本能的

institute v．制定，创立（社团，规章）n．学院，协会

institution 协会，制度

institutionalized 制度化的，有组织的

instructive 传授知识的

instrumental adj．有帮助的，有作用的

instrumentalist 乐器演奏者

insubordinate adj．不服从的，反抗的

insubstantial 非实体的 substance 物质

insufficient adj．不足的

insular 岛屿 insul岛
insularity n．岛国状态

insulate v．使绝缘，使隔离

insulin n．胰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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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gent adj．叛乱的,起事的n 叛乱分子

insurrection n．造反,叛乱

intact adj．完整的,未动过的

intangibility 不可接触

intangible 不可触摸的

integral 完整的

联想—intern 监禁 interim 暂时 interdict 禁止 interlude 休息

（助记）口诀：中间有门是监禁，我在中间是暂时，中间说话要禁止，中间有玩是休息。

integrate v．使成整体

integrated adj．整合的,完整的

integrity n．正直,诚实,完整

intellect 智力

intellectual 智力的，知识分子

intelligible adj．可了解的,清晰的

intensify 加剧 （反）assuage 缓和 abate 减少

intent 专心的，渴望的

intentional 存心的，故意的

inter v．埋葬

interaction n．相互作用（影响）

intercede v．说好话,代求情

intercept v．中途拦截,截取

intercessor 仲裁者

interchangeable adj．可互换的

interdict v．禁止,切断(补给线)n．禁令

interference 干涉，妨碍

interim n．中间时期、过渡时期 adj．暂时的

interjection 插入语 injection 注入

interlock v．连锁,连串

interlocking 连锁的

interlude n．(活动间的)暂时休息

intermediary adj．媒介的n．中间人,媒介物

interminable adj．无尽头的 terminal 终极者，终端

intermingle v．混合,搀杂 mingle 使混合

intermission n．暂停,间歇

intermittent adj．断断续续的，间歇的

intern v．拘禁,软禁n．实习生

internecine adj．内讧的,两败俱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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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lay n．相互影响

interpolate v．加入(额外的事),窜改

interpose v．置于⋯之间,使介入

interregnum n．无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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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rogate v．审问,审讯

interrogative adj．疑问的

interrupt 暂时中止，打断

intersect v．横截,横断

intersperse v．散布,点缀

intertwine v．纠缠,缠绕

intervene v．介入,干涉

intimate 亲密的

intimidate v．恐吓，协迫

intoxicate v．使醉，陶醉

intractable adj．倔强的，难管的 trac-拉
intransigent adj．不妥协的，固执的

intrepid adj．无畏的，刚毅的

intricacy n．错综复杂

intricate 复杂难懂的

intrigue v．密谋，引起极大兴趣 intriguing 密谋的，迷人的

introspective adj．反省的

intrude v．闯入，强行引入 intruder 侵略者

intuition 直觉

intuitive 直觉的

inundate v．淹没，泛滥

联想—sedate 安定的 antedate 提前的 mandate 命令 inundate
（助记）口诀：坐那约会要安定，蚂蚁约会要提前，男生约会下命令，里面否定才淹没。

inured 习惯的

invade 侵犯

invective n．猛烈抨击，痛骂

inveigh 痛骂，抨击

inveigle v．诱骗，诱使 veil 面纱

inventory n．详细目录，存货清单

inverse adj．相反的，倒转的

invert v．上下倒置，相反放置

invertebrate adj．n．无脊椎的（动物）

investigate 调查

inveterate adj．积习已深的

invidious adj．惹人反感的，招人嫉妒的

invigorate v．鼓舞，激励

invigorating 使人有精神的

inviolable adj．不可侵犯的，不可亵渎的．联想—violate 违反（助记—六个来晚的同学被抓

起来了）

invoke v．祈求，恳求，（法律的）实施生效．

involuntary 无意的

invulnerable 无法伤害的 vulnerable 脆弱的，易受伤害的

iodine n．碘，碘酒

iota n．极小量，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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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ascible adj．易发怒的 irs-摩擦 erase 擦掉

irate n．发怒的．

iridescent adj．闪光的，现晕光的

irk v．使苦恼，厌烦．

irksome adj．令人苦恼的，讨厌的

irony n．反话，出人意料的事情或情况

ironic adj．挖苦的，出乎意料的

irradicable 不能根除的

irreconcilable adj．不能妥协的，不能和解的 reconcile 调停，协调

irreparable adj．无法修复的，不能挽回的

irreducible 不能约的

irremediable 无法治愈的

irrepressible 无法约束或阻止的

irrevocable 无法取消的

irrigate v．灌溉

irritable adj．易怒的，易受刺激的

irritate v．激怒，刺激

irritation 激怒

isolate 孤立

isotope 同位素

issue 出来，流出

isthmus n．地峡

itinerant adj．巡回的，流动的

itinerary n．行程表，旅行路线

ivory 象牙

jabber v．快而不清楚地说

jade n．疲惫的老马，玉，翡翠

jaded adj．疲惫的，厌倦的

jagged adj．锯齿状的，不整齐的

jamb n．门窗的侧柱

jar 冲突

联想—jar 广口瓶 jarring jargon 暗语 jaundice 偏见

（助记）口诀：家里有罐子，罐里有戒指，罐子性走用暗语，带冰旅行是偏见。

jargon n．行话，暗语

jarring 声音刺耳的

jaundice 偏见

jaundiced adj．有偏见的

jaunt v．短程旅游

jaunty adj．愉快的，满足的

jazz 爵士乐

jealousy 猜忌

jeer v．嘲笑 （to mock sb.）
联想—leer 抛媚眼 veer 转换 steer 驾驶 gueer 疯狂 sneer 鄙视 veneer 外表

（助记）口诀：一个MM送秋波，五个MM换话题，街道MM在驾驶，缺人就会变疯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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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视读作 sneer，外表读作 veneer。
jejune adj．空洞的，不成熟的

jerk n.v．猛然一拉

jeopardize 危机

jeopardy 危险

jest v．n．说笑，玩笑 vest 背心 zest 强烈兴趣

est 系列：

联想—manifest 明白 jest zest 刺激 molest 骚扰 predigest 简化的

(助记) 口诀：男生如果明白，最快乐的是说笑，Z形上升才刺激，用毛乐死骚扰人，向前

挖掘最简化。

jettison v．向外抛弃，n．抛弃的货物

jibe v．与⋯一致，符合，嘲笑

jigsaw puzzle n．拼图游戏

jingoism n．沙文主义，侵略主义

jockey 骑师

jocular 滑稽的

jocund adj．快乐的，高兴的

jog v．慢而平静地前进 jogging shoes 慢跑鞋

jolt 颠簸地移动

jot 摘要记录

jovial 愉快的 （反）mournful 悲哀的 maudlin 情感脆弱的

jubilation n．喜悦，欢呼

judicial adj．法庭的，法官的

judicious adj．有判断力的，明智的

judiciousness 明智

juggernaut n．摧毁一切的强大力量 naut=nav
jumble v．n．揉杂，混杂

联想—humble 谦卑 bumble 迷糊 fumble 混杂 jumble
（助记）口诀：泥土谦卑，翻布寻找，就混杂。

junction 交叉路口 conjuction 连词

jurisdiction 司法权 jury 陪审团

justifiable adj．有理由的，无可非议的

justification 正当理由

justify 证明…正当

juvenile adj．少年的，似少年的 rejuvenate 返老还童

juxtapose v．并排，并置

kaleidoscope 万花筒

kangaroo n．袋鼠

ken n．知识，眼界

kennel n．狗舍，狗窝

kernel n．果仁、核心

kidnap 诱拐，绑架

kidney 肾

killjoy 令人扫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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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 亲属

kindle v．着火、点燃

kindred 同类的

kinetic adj．运动的

laconic 简洁的 Laconic 拉格尼亚（同） garrulous 多嘴的 vervose 冗长的 loquacious 多

话的 voluble 多话的

lactic 乳汁的

lag 落后

lair 售穴

laity 信徒

lambaste 痛打

lament 悲伤 blink 眨眼 deaf 聋子 dummy 哑巴

WordlistWordlistWordlist

Word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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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poon n．讽刺文章v．讽刺 lamp 灯

lance n．长矛、鱼叉

联想—nonchalance 冷淡 nance 娘娘腔 provenance （艺术的）出处 penance 惩罚

ordnance 大炮 dissonance 和谐 nuance 细微差别

（助记）口诀：一个烂死的鱼叉，因无茶而冷淡，一个娘娘腔的男人，证明艺术的出处，

钢笔记下惩罚，命令变成大炮，分开如此和谐，牛的细微差别。

lancet 手术刀

landfill 垃圾堆

landlocked adj．被陆地包围的

landmark 路标

landslide n．山崩，压倒性胜利

languid adj．没精打采的，怠倦的

languor n．身心疲惫

lank adj．瘦削的，稀疏的

lap 舔食，膝盖

lapse n．失误，（时间等）流逝

larder 食品室

largess 赠送

largesse n．慷慨援助，施舍

lark n．玩笑，嬉耍

联想—bark 树皮 ark 方舟 spark 火花 start 僵硬 lark 百灵鸟 cark 担忧

（助记）口诀：用树皮，做方舟，蛇在公园玩火花，一只百灵车担忧。

larva n．（昆虫的）幼虫

lash n．鞭子，鞭打

lassitude n．无力，没精打采

lasso n．套索（捕捉牛、马用）

lasting 持久的，永久的

latency n．潜伏期

lateral 侧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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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he n．车床

联想—scathe 烧焦 wreathe 盘旋 lathe 车床 loathe 厌倦 lithe 柔软的 blithe 快乐的

（助记）口诀：死猫他烧焦，我吃花盘旋，拉开这车床，藕床生厌倦，来这真柔软，不来

变快乐。

latitude n．言行自由，纬度

lattice n．（做篱笆或爬藤架等的）格子架

laud v．称赞

lava n．熔岩

lave v.洗浴，慢慢冲刷

lavish 浪费的，丰富的

laxative 通便的

leak 泄露

leakage n．渗漏，漏出

lease n．租约，租期，v．出租

leaven n．发酵剂，影响力v．发酵，影响或改变

lectern 教堂里的读经台

ledger n．帐簿

leer v．斜眼看，睨视 leer 送秋波

leery 机警的

legacy n．遗产，遗留之物

legend n．地图里的说明文字或图

legerdemain n．手法，戏法

legion n．兵团，一大群

legislate v．制定法律 （助记）法律是最近才立的

legislature n．立法机关

legitimate adj．合法的，正当的

leisureliness 悠然，从容

leniency 温和，宽容

lenient adj．宽大的，仁慈的

lethal adj．致命的 lethe 忘川河

lethargic 昏睡的

lethargy n．昏睡，倦怠

levee n．防洪堤，堤岸

levelheaded 头脑冷静的

lever 杠杆

联想—beverage 饮料 reverie 幻想 sever 脱离 asseverate 断岩

（助记）口诀：不是永远的饮料，花是永远的幻想，蛇是永远的脱离，驴是永远的断岩 。

levity n．轻率，轻浮

levy v．n．征税、征兵

lexicographer n．词典编纂人

liability n．倾向，债务，责任

liaison n．联系，暖昧关系

libel v．n．（文字）诽谤，中伤

liberality n．慷慨，心胸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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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te 解放，释放 （反）incarcerate 监禁

libertine n．性行为放纵者，浪荡子

liberty 随意，冒失

llibretto n（歌剧等）歌词，剧本

licence n．自由，放肆

licentious adj．纵欲的，放肆的

lien 扣押权

ligneous 木质的

liken 把…比做

limb n．肢（手或脚），翼

联想—limb 肢体 limn 描绘 limp 瘸子 limit 限制

（助记）口诀：不是肢体你描绘，怕跛行他有限。

limber adj．（肌肉）松软的，柔软的

limerick n．五行打油诗

limestone 石灰岩 lime石灰

limited 有限的

limn v．描述，绘画

limousine n．轿车，小客车

limp v．跛行 adj．无力的，松软的

limpid adj．清澈的，透明的

lineage 宗系，血统

linear adj．线的，成直线的

linen 亚麻制品

linger v．逗留，留恋

linguistics n．语言学

linoleum n．油毡

WordlistWordlistWordlist

Word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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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bre adj．骇人的，可怖的

macerate v．浸软，消瘦

联想—berate 猛烈责骂 lacerate 伤害 macerate 消瘦 macabre 恐怖

(助记) 口诀：猛烈责骂是速度，雷丝速度会伤害，伤害妹妹会消瘦，吃掉离开真恐怖。

machination n．阴谋

maculated 有斑点的

madrigal 抒情短诗

maelstrom n．大漩涡，灾祸

magenta n．adj．紫红色（的染料）

magisterial adj．有权威的，威风的

magnanimity 慷慨

magnanimous adj．宽宏大量的，慷慨的

magnate n．财主，巨头 mag-大
magnificent 壮丽的 gorgeous 华丽的，灿烂的

magnify v．放大，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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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itude n．重要，星球的光亮度

magpie n．鹊，饶舌的人

maim v．使残废

maintenance 维持，维护

maize 玉米

majestic 雄伟的，庄严的

maladroit n．笨拙的

malaise 不适，不舒服

malapropism n．字的误用 aprope-恰当

malcontent n．不满分子，反抗者

malcontented adj．不满的

malevolent adj．有恶意的，恶毒的

malfeasance 不法行为 feas-做，行为

malfunction n．故障，障碍

malicious adj．恶意的，怨毒的

malign v．诽谤，中伤 adj．邪恶的

malinger v．装病以逃避工作

malleable adj．可塑的，易改变的

malpractice 玩忽职守

mammal n．哺乳动物

mammoth 巨大的

mandate n．命令，指令，v．批准

mandatory adj．命令的，强迫的

mangle v．撕成碎片，压碎 mingle 混合 wangle 哄骗 tangle 纠缠

mania n．癫狂，狂热

manifest adj．明白的v．载货清单

manifestation 表明，显示

mature 成熟的

maudlin adj．感情脆弱的，爱哭的

maul v．撕裂皮肉，伤害

mauve 淡紫色的

maven 专家，内行

联想－naven 避难所 （助记）口诀：拥有小门避难所

maven 内行 里面有老妈是内行

mauve 淡紫色 你个内行淡紫色

maul 伤害 去掉 ve 带伤害

maudtin 流眼泪 伤害德林流眼泪

maverick n．独行者，想法与众不同的人

mawkish adj．自作多情的，令人作呕的 （助记）笨拙老妈淡无味

maximize 使增至最大

maze n．迷宫

meager adj．贫乏的，削瘦的

mean 卑贱的

meander v．蜿蜒而流，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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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ly 患麻疹的

measured adj．精确的，慎重的

mechanical 机械的

mechanics 力学

mechanism 结构，机制

medal n．奖牌，勋章

meddlesome adj．爱管闲事的

mediate v．调停

medieval adj．中世纪的，中古的

mediocre adj．平庸的，平凡的

mediocrity n．平庸，碌碌之人

meditate 沉思，反思

meditation 沉思，冥想

meditative adj．沉思的、冥想的

medium n．媒介，（细菌等）生存环境

medley n．混杂

联想－lackey 小卒 （助记）口诀： 缺乏钥匙是小卒

medley 混合 变为中间就混合

alley 小巷 全部小卒在小巷

galley 厨房 全部小巷有厨房

parley 河潭 珍珠无 e在河潭

motley 混杂 脱毛倒置又混杂

meek 温顺的

meet 合适的

melancholy adj.忧郁的，令人悲伤的

meld 混合

mellifluous adj．（音乐等）柔美流畅的

melodrama n．情节剧，音乐戏剧

melody n．旋律，歌曲

melon n．甜瓜 watemelon 西瓜

membrane n．薄膜，细胞膜

memoir 回忆录，自传

memorial n．纪念碑 adj．纪念性的

menace v．n．威胁，危险

mend 修改，改进

mendacious adj 不真的，撒谎的

mendacity n．虚假

mendicant adj．行乞的 n．乞丐

menthol 薄荷醇

mentor n．导师

mercantile 贸易的

mercenary adj．唯利是图的 n．雇佣兵

mercurial adj．善变的，活泼的

meretricious adj．华而不实的，俗艳的 mere仅仅，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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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t 值得

merited 该得的

meritorious adj．值得赞赏的

mesa n．高台地，平项山

mesh 用网捕捉

metabolism n．新陈代谢 meta-变化

metamorphosis n．变形，变态

WordlistWordlistWordlist

Word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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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politan 大都市的

mettle n．勇气，斗志

联想--tattle 闲聊 （助记）口诀：小样他闲聊

mettle 勇气 我在争斗志

nettle 添麻烦 网络添麻烦

whittle 削木头 谁在削木头

throttle 掐死 扔掉掐死你

mettlesome adj．精神抖擞的

microbe n．微生物

microscope 显微镜

microscopic adj．极小的

miff 小争吵

联想-tariff 关税 raff 大量 skiff 轻舟 guaff 痛饮

（助记）口诀：：raff淫雨霏霏，他日关税重重，雪上轻舟飞过，guaff豪情痛饮。

mighty 强有力的

migratory 迁移的

milestone 里程碑，转折点

militia 民兵

milk 榨取

mill 磨坊，压榨机

mime 哑剧表演

mimic v．模仿，戏弄，n．模仿他人言行的人

minaret n．叫拜楼（伊斯兰教寺院的尖塔）

minatory adj．威胁的，恫吓的

mince v．切碎，小步走路

miniature n．小画像，缩影 minikin 娇小的动物或人 minimal 最小的

minimize 减至最低

minion n．奴才，低三下四之人

minnow n．鲦鱼，小淡水鱼

mint 大量

minuet n．小步舞

minuscule 极小的

minutes 会议记录

minutia n．微枝末节，细节



euyniy@gmail.com

58

miracle 奇迹

mirage n．幻影，海市蜃楼

mire n．泥沼，困境

mirth n．欢乐，欢笑

misanthrope n．愤世嫉俗者 anthrope-人 philanthropist 博爱家 anthropoid 类人猿

mischievous adj．淘气的，有害处的

miscreant n．恶棍，歹徒

miser 守财奴

miserly 吝啬的，贪婪的

misgiving 担心

misinform 给…提供错误消息

misnomer 名字的误用

misperceive 误解

misrepresent 误传

misrepresentation 歪曲

misshapen 畸形的

missile n．投射出的物体或武器，导弹

mite n．极小量，小虫

mitigate v．减轻，缓和

mitten n．（四指套在一起姆指分开的）手套

mnemonics n． 记忆法，

moan v．n．（痛苦的）呻吟，（不满的）抱怨

moat n．壕沟，护城河 （助记）你毛在呻吟，他毛入壕沟

mobile 易于移动的

mobility 可动性，流动性

mock v．嘲笑，模仿地嘲弄

mode 样式

modest 谦虚的

modicum n．少量

modify v．修改，变更 modifier 修饰语

modish adj．时髦的

modulate v．调整（音的强弱），变调

monochromatic 单色的

monocle 单片眼镜

monogamy n．一夫一妻制 neogamist 新婚者 bigamous 重婚的

monolithic 巨石的 paleolith 旧石器 neolith 新石器

monologue n．独白，个人长篇演说

monomania 偏狂症

monopoly n．专利权，垄断

monotonous adj．单调的，无聊的

monotony 单调，千篇一律

monsoon n．季雨，季风，大雨

montage 蒙太奇

monumental 极大的，纪念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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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e n．士气，精神力量

moralistic adj．道学气的

moratorium n．停止偿付，禁止

morbid adj．病态的，不正常的

mordant adj．讥讽的，尖酸的

mores n．风俗习惯，道德观念

moribund adj．即将结束的，垂死的

morose 阴郁的

morsel n．一小块（食物），小量

mortality 死亡率

mortar n．小臼，乳钵，迫击炮

mortgage n．抵押贷款，抵押证书v．抵押

mortify v．使屈辱，使痛心

mortuary n．停尸间，太平间

mosaic n．镶嵌细工，马赛克

mosque 清真寺

mosquito 蚊子

mote n．微粒，微尘

motif n．（作品）主题，主旨

motility 运动性 mot-运动 demote promote
motley adj．混杂的，杂色的

mottled adj．有杂色的，斑驳的

motto n．座右铭，箴言

mountainous 多山的

mourn v．哀悼，哀伤

mournful adj．悲伤的

movement n．（交响乐）乐章 score 乐谱 scorch 烧焦

muffle v．使声音降低，裹住

muffler n．消音器，围巾

mulish 执拗的

multiple 多样的 multi-多
multiply （动物）繁殖

mumble 含糊不清地说

mundane 世俗的

municipality 市政当局

munificent adj．慷慨的，大方的

munitions n．军火，弹药

mural adj．墙壁的 n．壁画

murky adj．黑暗的，朦胧的

murmur v．柔声地说，喃喃而言

muscle 肌肉

muse v．沉思，冥想

mushroom 蘑菇

musicologist 音乐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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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ket 旧式步枪

muster v．召集，聚集

mutation n．突变，变异

mute adj．沉默的，n．弱音器 mut-变化 commute 乘车上下车的人

muted 减弱的

mutineer n．反叛者，背叛者

mutter 嘀咕

myopia 近视

myriad 许多的

mystic 神秘的，不可思议的

WordlistWordlistWord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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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dir n．最低点，无底 topmost point 最高点 zenith 最高点

nag v．唠叨，烦扰 nag at sb. 向某人唠叨

联想-- hag 巫婆 nag 唠叨 wag 摇摆 tag 尾随

（助记）口诀：喝水的巫婆那个唠叨，娃娃摇摆他追随

naive 天真的

narcissism n．自恋，自爱

narcissist 自负的人

narcotic n．催眠药 adj．催眠的

narrative 叙述的

nascent adj．初生的，萌芽的

natal 出生的

natty adj．整洁的，漂亮的

nausea n．作呕，恶心

nauseate v．使作呕，使厌恶

nautical adj．船员的，航海的

navigate 航海

naysay 拒绝

nebulous adj．模糊不清的，云状的

needle n．针，针叶

needlework 缝纫

needy 贫穷的

nefarious adj．违法的，邪恶的

negate v．取消，否认

negation n．取消

negligence n．疏忽，粗心

negligible adj．可忽略的，无关紧要的

negotiable adj．可商量的，（支票）可兑现的

negotiate 商议

neolithic adj．新石器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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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logism n．新字，新义 neo-新的

neophyte n．初学者

nepotism n．裙带关系

nerve 勇气 appall 使害怕

nettle n．荨麻，v．烦忧，激恼

neurology n．神经病学

neutralize v．使无效，中和

neutron 中子

nexus n．（看法等的）连系，连结

nib n．钢笔尖

nibble v．一点点地咬，慢慢啃

nice 精密的

nightmare 恶梦

nil 无，零

nip 小口啜饮

nitpick 挑剔

nocturnal 夜晚的 noct-晚间 noctambulant 梦游的

noisome 恶臭的

nomad n．流浪者，游牧部落的人分割

nomadic adj．游牧的，流浪的

nominal adj．名义上的，有名无实的

nomination n．提名，指派

nonchalance n．无动于衷，冷淡

nonchalant adj．冷漠的，满不在乎的

noncommittal adj．态度暖昧的，含糊的

nonconformist adj．n．不遵照传统生活的（人）

nonentity n．无能力之人，不重要

nonflammable adj．不易燃的

nonplus v．使窘困，狼狈不堪

nonporous 无孔的

nonradioactive 非放射性的

nonsensical 荒唐的

nonthreatening 不威胁的

nonviable 无法生存的

norm n．规范，准则

normative adj．规范的，惯常的

nostalgia n．怀旧之情，思乡病

nostrum n．秘方药，万灵丹

notable 明显的，著名的 notice notify notable
notch n．V 字形刻痕，山间窄路

notorious adj．臭名昭著的，著名的

nourish 滋养 nutrition 营养品

nova 新星

novelty n．新奇（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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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ice n．生手，新手

noxious adj．有害的，有毒的

nuance n．细微的差异

nubile adj．（女孩）到婚嫁年龄的，吸引人的

nucleate 使成核

nucleus 核

nudge v．（用肘）轻触，轻推

nugatory adj．无价值的，琐碎的

nullify v．使无效，抵消

nurture 抚育

nutrient 滋养物质

nutrition 营养

oafishness 痴呆

oak n．橡树

oasis n．绿州

oath n．誓约，誓言

obdurate adj．固执的，顽固的

obedient adj．服从的，顺从的

obeisance n．鞠躬，敬礼

obese adj．极肥胖的 ob-离开

obfuscate v．使困惑，使迷惑 fusc-黑暗 （反）elucidate 阐明

obituary 卜闻

objection n．厌恶，反对

objective 客观的，目标 intention
obligation n．责任，债务

obligatory adj．强制性的，义务的

oblige 束缚

obliging adj．恳切的，热心助人的

oblique adj．间接的，斜的

obliterate v．涂掉，擦掉

oblivious 遗忘的

obloquy n．大骂，斥责 （反）adulation 阿谀奉承

obnoxious adj．令人不愉快的，可憎的

obscure adj．难解的，不清楚的 v．隐藏，使⋯模糊

obscurity n．费解，不出名

obsequious adj．逢迎的，谄媚的

observatory 天文台

obsess 迷住

obsessed 心神不宁的

obsession n．入迷，固执的念头

obsolescent adj．即将过时的

obsolete adj．废弃的，过时的

obstacle n．障碍，干扰 acle-东西

树上结蜜糖，或者发神韵，男生戴手铐，再多会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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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tinacy 固执，倔强 （反）tractable 温顺的

obstreperous 吵闹的 （反）disciplined 遵守纪律的

obstruct v．阻塞，截断

obstruction n．阻挠，障碍物

obstainable 能得到的

obtuse 愚笨的

obverse n．正面

obviate v．排除（困难）

obvious 明显的，显而易见的

occlude 使闭塞

occult adj．秘密的，不公开的 cult-培养

occupation 工作，职业

occurrence n．事件，发生

octogenarian n．八十～八十九岁的人 octo-八
odds 机会，可能性

ode n．长诗，颂歌

odious adj．可憎的，讨厌的

odium n．憎恶，反感

odometer 里程表 odo-旅行

odyssey 长途的冒险旅行

offbeat 不规则的

offense n．错事，得罪

offensive adj．令人不快的，得罪人的

offhand 事先无准备的

officious adj．爱发命令的，好忠告人的

offish 冷淡的

off-key 走调的

offset 补偿，抵消

offspring 儿女，后代

offstage 后台的

WordlistWordlistWordlist

Wordlist

272727

27

ogle v．送秋波，n．媚眼

ointment n．油膏，软膏

olfction 嗅觉

oligarchy n．寡头政治

omelet 煎蛋卷

ominous adj．预兆的、不祥的 omnibus 公共汽车

omit 省略

omnipotent adj．全能的、万能的

omnipresent 无处不在的

omniscient adj．无所不知的、博识的

onerous adj．繁重的、麻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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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et 开始发作

opacity 不透明性

opalescence 乳白光

opaque 不透明的 op-离开

operatta 小歌剧

opine 想，认为

onlooker n．旁观者

opinionated adj．固执已见的

opponent n．对手，敌手 proponent 支持者

opportune adj．合适的，适当的

oppress 压迫

opprobrious adj．辱骂的，恶名声的

optimism n．乐观主义 pessimistic 悲观的

optimum adj．最好的，最有利的

optional adj．可自由选择的

opulent adj．富裕的，充足的

oracle n．代神发布神谕的人

oration n．正式演说，演讲

oratorio n．清唱剧

oratory 演讲术

orchard 果园

orchestra 管玄乐团

ordain v．任命，命令

ordeal n．严峻考验，痛苦经验

ordinance n．法令，条

ordnance n．大炮，军械

ore n．矿，矿石

organism n．生物，有机体

orient adj．上升的，v．确定方向，使熟悉情况

original 最初的，原始的 （反）commonplace 平凡的 banality 平凡

originality n．创造性，独特性

ornate adj．华美的，充满装饰的

ornithologist 鸟类学家

ornithology 鸟类学

orthodontics n．畸齿矫正学

orthodox adj．正统的，正派的 –dox 观点 paradox 正论

oscillate v．摆动，犹豫

osmosis n．渗透，潜移默化

osseous adj．骨的，多骨的

ossify v．硬化，骨化

ostensible adj．表面上的，伪装的

ostentation n．夸示，炫耀

ostracize v．放逐，排斥

ostrich n．鸵鸟，不接受现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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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directed 受人支配的

otter 水獭

outmoded adj．不再流行的，过时的

outrage n．残暴、暴行

outset 开始，开头

outshine 要求比…更好

outskirts n．郊区，郊外

outspoken 直言不讳的

outstrip v．超过，跑过 stripper 跳脱衣舞的人

outwit v．以机智胜过

ovation n．热烈的欢迎，鼓掌

overbearing adj．专横的，独断的

overdose n．（药物）过度剂量

overhaul v．n．彻底检查，大修

overlap v．（部分地）重叠

overreach v．做事过头

override v．不理会，推翻

overrule v．（高位的人）不准，否决（低位的人或事）

oversee 监督

overshadow v．遮蔽，使显得不重要

overstate 夸张

overthrow 推翻

overt adj．公开的、非秘密的

overture n．前奏曲、序曲

overwhelm v．泛滥，压倒

overwrought adj．紧张过度的，兴奋过度的

owl n．猫头鹰

联想-scowl 皱眉 howl 咆哮 growl 吼叫

（助记）口诀： 思考才皱眉，怎样才咆哮，生长变吼叫

oxidize v．氧化，生锈

pacifist 和平主义者 pac-平静 pacific 和平的 pacifism 和平主义 （反）rankle 激怒

pacify 使安静

pack 狼群，包裹

packed adj．充满人的，拥挤的

pact n．协定，条约

padding 填料 padding market
paean n．赞美歌，颂歌

pagan n．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异教徒

pageant n．壮观的游行，露天历史剧

painkiller n．止痛药

painstaking 煞费苦心的

palate n．上腭，口味，爱好

palatial adj．宫殿般的，宏伟的

paleography n．古文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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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eolithic adj．旧石器时代的

paleontology 古生物学

palette n．调色板

pall 令人发腻

palliate v．减轻（痛苦），掩饰（罪行）

palliative 缓释剂

palliation n．减轻，缓和

pallid adj．苍白的，没血色的

palmy 繁荣的 pal-繁荣

palpable 可触知的

palpitate 不规则的跳动

palter 含糊其辞

paltry 无价值的

pamphlet n．小册子

pan v．严厉批评，n．平底锅

panacea n．万灵药 pan-全部

panache 羽饰，炫耀

pancreas n．胰脏

pandemic adj．（病）大范围流行的

pander 怂恿，迎合

panegyric n．颂词，颂扬

panel n．讨论小组，仪表板

pang 一阵剧痛

panic n．恐慌，惊惶

panorama n．全景，概观

panther 黑豹

pantomime n．哑剧

pantry n．食品室

联想-- paltry 琐碎的 pantry 食品室 sentry 哨兵 pastry 糕点

（助记）口诀：苍白尝试是琐碎，全部尝试食品室，森林尝试是哨兵，过去尝试是糕点，

巨大尝试是偏狭

papyrus n．莎草，沙草纸

parable n．寓言，比喻

parabola 抛物线

paradigm n．范例

paradox n．矛盾、似矛盾而正确的说法

paragon n．模范，典型 para-并排的

parallel 平行的

parallelism 平行，类似

parameter 参量，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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