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级核心救命词
（来源：何凯文考研英语）

1.campus n.（大学）校园（camp n.帐篷；营地）
2.typical a. 典型的（type n.类型 v.打字）
4.scholarship n.奖学金；学问（ship-后缀：关系，状态）
6.current a.当前的，流通的 n.潮流；电流（cur-词根：跑 car n.小汽车）
9.tuition n.教学；学费（tuit-词根：学 tut-词根：教 tutor 家庭教师）
10.amount n.数量；总数 vi.合计（mountain n.山 fountain n.泉）
11.profile n.轮廓，简介 vt.为…描绘（file 文件 pro-提前）
12.tend vi.往往会；趋向（拟）
13.benefit n.益处；救济金 vt.有益于（bene-词根：好 better best）
14.proportion n.均衡，成比例（proper 恰当 portion 部分）
16.liberal a.开明的，自由的，慷慨的（liber-词根：自由 liberatev.解放，使自
由）
20.risk n.危险 vt.冒…的危险（“日石块” rip n.裂缝）
21.blur n. 模糊 v.（使）变模糊（bleara.模糊 clear）
23.vice n.缺点；邪恶 a.副职的（nice vice president）
24.loan n.贷款 vt.借出（lend）
25.acknowledge vt. 承认（knowledge n.只是）
27.performance n.完成，履行；表现；表演（form n.形状 v.形成 per-每一个）
28.exceptional a.杰出的；异常的（exception 例外）
30.dedicate v.献身，奉献（did v.做）

32.pursue vt.追赶，追求；从事（“迫求”）
33.revise vt.修订（review v.复习）
34.attitude n.态度；姿势（“态度” altitude n.海拔高度 altai 阿尔泰山）
35.evil a.邪恶的 n.罪恶（devil n.魔鬼 angel n.天使 live）
37.brand n.商标（brand new 全新的）
41.yield vi.屈服 vt.产生 n.产量（year field 土地）
42.imply vt.暗示（ply-词根：叠 Silencesometimes implies consent.沉默有
时暗指同意。）
48.semester n.学期（six month）
50.acute a.尖锐的，急性的（Ac-词根：尖 ）
51.frustrate vt.使沮丧，使心灰意冷（frost n.霜 frozen）
53.combine v.结合，联合（bind v.绑 binding n.绑定）
54.specific a.特定的，明确的 n.（pl.）详情，细节（special a.特殊的）
57.volcano n.火山（cannon n.大炮 cane n.茎）
58.essential a.必不可少的，本质的 n.要素；必需品（essence n.本质，精
华 sense n.感觉）
61.admission n.准许进入，接纳，承认（admit v.承认（负面））
63.responsible a.有责任感；责任重大的（respond v.回答，回应）
64.interview n./vt.会见；面试（view v.看 video n.视频）
65.candidate n.申请求职者；候选人（candle 蜡烛 candy 糖果 cand-词根：
白色）
67.puzzle v.（使）迷惑 n.智力测验，谜；难题（zz）

69.response n. 回答；反应（rebound v.反弹 bound v.蹦跶）
72.confess v.坦白；承认（fess-词根：说 professor 教授）
73.authority n.权威；官方（pl.）（author n.作者，创始人）
74.avert vt.避免；转移（vert-词根：转）
75.perceive vt.感知；认识到（ceive-词根：拿 receive）
76.diverse a.不同的；多种多样的（verse-词根：转 拟）
78.assumption n.假定；承担（assume v.承担；假设 presume v.假设 sume词根：拿）
81.bias n.偏见 vt.使有偏见（balancen.平衡）
82.distinct a.不同的；清楚的（distinguish v.使不同，杰出 sting v.刺）
83.estate n.地产；财产（stat-词根：站 stand）
84.recruit vt.招募，吸收 n.新兵，新成员（“cru”“可入”）
85.illustrate vt.说明；做插图说明（illuminate v.照明，阐明 “一路明亮的”）
88.executive a.执行的 n.总经理；行政部门（.exe）
89.supervise v.监督，管理（vise-词根：看 television）
92.embarrass vt.使尴尬（barrier n.栅栏 ass n.驴，屁股）
93.ignorance n.无知（gnor-词根：知道 know）
98.contract n.合同 v.收缩（tract-词根：拉扯 tractor 拖拉机）
102.reinforce vt.增强（force 力量，军队）
103.peer n.同辈人 vt.凝视（pair n.一双，一对 ee-双眼）
104.contrary a.相反的 n.相反事物（intra-向里 extra-向外 contra-前缀：相对）
105.fundamental a.基本的 n.基本原则（fundament n.基础 found v.建造）

109.participant n.参与者（part 部分 cip-词根：拿）
111.approve v.赞成，批准（prove v.证明…是对 pro-向前）
112.confirm vt.证实；确认（affirm v.断言，肯定）
113.accuse vt.指控（excuse v.原谅）
118.generous a.丰盛的，慷慨的（“钱多的要死”）
122.temporary a.暂时的（temp-词根：时间 time）
126.contaminate vt.污染（contact v.接触 “埋汰”）
128.hazard v.危害 n.危险，危害（“害着的”）
133.atmosphere n.大气层；气氛（at more sphere n.球体）
134.boast v./n.夸耀，自吹自擂（bomb n.炸弹 拟）
136.depict vt.描绘（picture n.绘画）
140.hypothesis n. 假 说 ， 前 提 （ hypo- 前 缀 ： 下 面 super
论

thesis n. 理

theory n.理论）

141.disposal n.布置，处理（dispose v.布置，处理 “po 布 se 置”）
143.approach v.靠近，接近 n.途径；方法（ap-一再 pro-向前）
146.territory n.领土；领域（terr-词根：土

Terra 特拉）

148.property n.财产，房产；个性（poverty n.贫穷）
149.neglect vt.忽略 n.疏忽（neg-词根：否定 collect）
154.prevail vi.流行；占优势（vail-way）
159.scare n.惊恐 vt.使害怕（scar 刀疤 eye）
160.swear v.诅咒；宣誓，发誓（“死玩意！”）
161.courteous a.有礼貌的，客气的（“cour 客 te 气”）

161.courtesy n.谦恭有礼（esy）
162.code n.密码；准则 vt.把…编码（“密码”-“准则”）
165.negotiate v. 协商（negative a.否定的，消极的）
166.boundary n.边界（bound a.绑缚的 v.束缚）
169.commodity n.商品（mode n.模式）
171.achievement n.成就；实现（achieve v.实现，成就 chief n.首领）
172.commitment n.承诺（commission n.委托）
174.intervene vi.干涉；干扰（ven- vent-词根：来 went）
175.behalf v.代表..利益 n.利益，方面（half 一半）
179.overwhelm vt.使受不了；征服，压倒（wheel 车轮）
182.arise vi.出现；引起（rise 升起）
189.frame n.框架；构架 vt.制定（form v.形成）
190.inquiry/enquiry n.询问；调查（enquire/inquire v.询问）
191.vacant a.未被占用的，空缺的（vac-词根：空 “未垦的”）
192.abstract a.抽象的 n.摘要 vt.摘要（extract v.抽出，拔出）
195.qualify v.（使）具有资格（quality n.质量，资质）
197.personnel n.全体人员；人事部门（personal 个人的）
199.utilize vt.利用（ut- use ）
201.scheme n.计划；阴谋 v.密谋（“使计谋”）
202.trial n.审判（try v.尝试；审判）
204.flexible a.易弯曲的；灵活的（flex-词根：弯 “细脖”）
205.profitable a.有利可图的（profit n.利润 benefit n.利益）

206.finance n.金融 vt.为提供资金（fine v.罚款 n.罚金）
209.coordinate a.同等的 vt.协调（ordin-order n.命令，秩序）
210.resident n.居民 a.居住的（president n.总统）
211.controversial a. 有 争 议 的 （ contra- 相 对 con- 相 同 verse- 词 根 ：
转 conversation n.对话）
212.privilege n.特权（private 私人的 legal 法律）
214.merchant n.商人（market n.市场）
217.numerous a.众多的（number 数字 ous-多）
218.existence n.生存，存在（exist exhaust v.精疲力竭）
219.vary vi.变化 vt.改变，使不同（拟 very）
226.agency n.代理行（ag-词根：做 act）
227.appropriate a.适当的 vt.私占，拨款（proper property n.财产 poverty
n.贫穷）
230.launch v.发射火箭，发起活动（lance n.长矛 v.用长矛戳）
232.vehicle n.交通工具；传播媒介（suv wheel bicycle）
233.channel n.频道；渠道，海峡（channel V）
235.available a.可用到的，可得到的（vailw-way accessible a.可接近的，可
得到的）
238.digital a.数字的（digit n.手指头；数字）
240.commercial a. 商 业 的 ； 商 品 化 的 n. 商 业 广 告 （ market merchant 商
人 commerce 商业）
243.annual a.每年的 n.年报（an-一 n-年）

244.revenue n.收入；税收（ven-vent-词根：来）
245.delivery n.分娩；投递；发表（deliver v.分娩 life “递”）
246.conjunction n.连接，联合；连词（connenction n.联合）
252.prominent a.突出的；突起的（dominant a.支配的，统治的 dome n.圆屋
顶）
254.revolutionary a.革命的，革新的 n.革命者（“lution”鲁迅）
255.replace vt.把…放回原处；取代（displace v.移位；取代）
258.injury n.损害；受伤处（injure v.刺伤，伤害

“蛰”）

262.tragic a.悲惨的；悲剧的（tragedy n.悲剧 “踹着滴”）
263.occasion n.时刻，场合（casual 偶然的 usual 通常的）
264.tedious a.乏味的（tend v.伸向，趋向）
265.plot n.故事情节；密谋 v.密谋（The filmhad an exciting plot.这部电影有
吸引人的情节。 就是个“梗”）
266.complicated a.复杂的（complex a.复杂的 “x”）
267.extensive a.广阔的；广泛的（extend v.延伸）
268.appliance n.器具（apply v.应用 app.）
270.welfare n. 福利（wel 福 fare 利 fare n.费用）
272.senior a.资格老的；年长的（junior 年少的 super junior）
274.pension n.养老金 vt.发给…养老金（pence n.便士 pens-钱）
276.luxury n.奢侈（品）（“奢” “xu” Lux）
280.collective a.集体的 n.集体（collect v.收集；集中）
281.survival n.幸存；幸存者（survive v.幸存，生存）

285.breed n.品种 v.繁殖（bleed 流血 breed 繁殖 feed）
286.divorce n./v.离婚；分离（“得我死！” di-二 vorce-verse）
287.blend v.（使）混和 n.混合物；混和（“拌的”）
288.circular a.圆形的；循环的 n.通知（circle）
290.penetrate v.刺穿（pen enter tr-穿）
291.locate vt.探明，找出；使坐落于（local 地方的）
295.secure a.安全的（rescue v.施救，营救）
296.cultivate vt.耕作；培养（culture n.文化；培养）
297.gloomy a.忧郁的；昏暗的（gloom n.阴郁 moon）
298.witness n.目击者；证据 vt.目击；证明（watch 看）
299.emerge vi.出现；暴露（merge v.淹没，吞没）
302.instrument n.乐器；工具（“音四出”）
303.competition n.竞争，比赛（compete 竞争）
304.primary a.首要的；最初的（pre- primary school）
305.means n.方法；金钱（能用钱解决的事都不是事）
308.border n.边缘；边界，国界（board 木板）
309.integrate v.（使）成为一体（integral 完整的 entire）
311.shallow a.浅的（hollow a.空的 hole n.洞）
312.mutual a.相互的；共同的（commute v.往返）
313.stability n.稳定（stable 稳定的）
314.conscious a.意识到的；神志清醒的（sci-词根：知道 science 科学，知识）
315.represent vt.代表，象征；描绘（present n.礼物 v.赠送，呈现）

316.humanity n.人类；人性，人道；人文学科（human）
317.reverse v.使反向，倒转 n.反面（re 往回 verse-根：转）
318.award vt.授予；判给 n.奖（reward n.报酬）
319.pregnant a.怀孕的（fragment n.碎片）
320.institution n.社会公共机构；制度；设立（institute v.建立，设立 stit-词根：
站 stand）
321.engineering n.工程（engine n.引擎，发动机）
322.faculty n.能力；系，全体教员（研“发课题”）
324.participate vi.（in）参加（cip-词根：拿）
325.resource n.资源；办法（）
326.trend v./n.趋势；时尚（拟）
327.portion n.一部分，一份 vt.（out）分配（part）
331.colleague n. 同事（collect 集中 ag-act）
332.facility n.设备；便利（facile a.容易的 difficult）
335.consistent a.坚持的；一致的（sist-词根：站）
338.prosper v.繁荣，昌盛（sperm n.精子）
339.sustain vt.保持；支撑（sus-下面 tain-词根：拿）
342.fund n.基金，储备，存款 vt.为…提供资金（foundv.建造 fundamentala.
基础的

“方的馒头”）

343.inflation n.通货膨胀；膨胀（inflate v.充气，使膨胀 flat 扁平的）
344.steady a.稳的 v.（使）平稳（stand）
345.dramatic a.重大的，引人注目；戏剧性的（drama 戏剧）

346.corresponding a.相应的；一致的（respond v.回应）
347.enroll v.入学；招收（roll v.卷 n.名册）
348.objection n.反对（object n.客体 v.反对）
352.immigrant n.移民（immi）
353.strengthen vt.加强，巩固（en-使动后缀）
354.ambassador n.大使（ass 驴）
357.reception n.招待会；接受（receive 收到）
362.jam n. 果酱；堵塞 v.挤满；干扰（“酱”）
369.instruct vt.指示；教育（struct-词根:建造 construct 建造）
371.conceal vt.隐藏（reveal v.揭露 veil n.面纱，面罩）
372.rape v.强奸，掠夺（rapid a.快速的）
373.aware a.意识到的（awake a.醒着的）
375.commit vt.犯（错、罪）；托付（to）（mit-词根：投，扔）
380.reluctant a.不情愿的（luc-拉客 re-反复）
385.deceive vt.欺骗，蒙蔽（de-向下 ceive-词根：拿）
389.summon v.鼓起（勇气），召唤（moan 呻吟）
390.epidemic n.流行病；流传 a.流传极广的（epi-前缀：在中间 upon 在上
边 demos 平民）
391.advocate vt.鼓吹，提倡，主张 n.拥护者，辩护律师（voc-voice 声音 add
加）
395.account n.账户 vi.报账；解释（count 计算）
397.authorize vt.授权（author n.创始人，作者）

398.debt n.欠款，负债（“得背它”）
399.substantial a.实质的；大量的（substance n.本质）
401.restore vt.恢复；归还（store n.商店 v.存储）
402.reputation n.名声（“人品的声”）
403.community n.社区；团体；群落（communicate 交流）
404.erroneous a. 错误的（error 错误）
405.criminal n.罪犯 a.犯罪的（criminal a）
411.objective a.客观的 n.目标（object n.客体 subject n.主体）
415.category n.种类，类，归类（“gory””归类”）
419.representative n.代表 a.有代表性的（present v.赠送，呈现 represent v.
代表，描绘）
421.employment n. 工作；雇用，使用（employ 雇佣）
422.specifically ad.特别地；明确地（special）
423.eliminate vt.排除；淘汰（“limin”“里面”）
424.reference n.提到；参考（refer v.提及，参考 fer-词根：带）
425.solution n. 解决；溶液（solve v.解决）
426.relevant a.有关的，切题的（relation n.关系）
430.offence n.违反，冒犯，犯规（“违反” defence n.抵御）
431.apparent a.显然的；表面上的（appear v.显现）
432.submit v.呈交，提交；屈服（sub 下 mit-词根：扔，投）
433.appeal n./v.恳求，呼吁，申诉（plea n.恳求 please 请）
435.marvelous a.惊人的（marvel v.惊讶 “妈喔！”）

436.absent a.缺席的，心不在焉的（present n.礼物 v.赠送，呈现 a.出席的）
437.owing a.欠的，应付的（owe v.欠 own v.拥有 a.自己的）
438.offend vt.冒犯；使厌恶；违反（“我犯”）
439.undergo vt.经历，遭受（under go）
440.conference n.会议（“靠，烦人死” confer v.商讨）
441.compensation n.赔偿（compensate v.赔偿 pence n.便士）
442.suite n.套间；一套家具（suit v.适合 n.一套衣服）
443.assist v./n.帮助（assistant n.助理）
452.intelligent a.聪明的（Intel-英特尔）
453.commute vi.乘车往返于（communicate 交流）
456.recognize vt.认出；赏识（cogn=gnos-词根：知道）
457.release vt./n.释放；（产品）发布（relax v.放松）
458.publicity n.公众的注意；宣传（ity）
459.collapse vi./n.倒坍；崩溃（拟）
460.unconscious a.失去知觉的；无意识的（conscious 有意识的 sci-词根：知
道 science n.科学，知识）
461.festival n.节日（the Spring Festival 春节）
466.emotional a.令人动情的；感情的（emotion n.情绪，情感 motion n.运
动 rational a.理性的）
467.exhaust vt.使筋疲力尽（“一个造死的”）
468.encounter vt./n.遇到，遭遇（counter a.相对的 contra-前缀:相对的）
469.obligation n.义务，责任（oblige v.强迫）

470.utter vt.说出 a.完全的（ut-out 出去）
471.despite prep.尽管（spite-spect-词根：看）
474.optimism n.乐观，乐观主义（pessimistic a.悲观的）
478.positive a.确实的；积极的（pose-词根：放下 passive 消极的）
479.practically ad.几乎；实际上（practice n.实践，实际）
480.impact n./v.影响；冲击（拟）
481.gradual a. 逐渐的；不陡的（grade n.等级）
484.routine n.例行公事 a.例行的（road n.路）
487.alter v.改变（Alt.

other 另一个）

492.investment n.投资；投入（invest v.给…加衣服，投资 vest n.马甲）
493.donate v.捐赠（“都你的!”）
495.deprive vt.（of）剥夺（private a.私人的）
497.decorate vt.装饰（deck n.甲板 v.装饰）
498.client n.委托人，客户（lien-lean v.倾斜，倚靠）
500.desirable a.值得想望的（desire v.欲望 “得在啊~”）
505.recommend vt.推荐（commend v.赞扬 comment n.评论）
508.alternative a.供选择的（alternate v.轮流，交替 alter v.变更）
509.quit v.停止，放弃；离开（exit）
513.concrete n.混凝土 a.具体的（create v.创造，制造）
514.efficient a.效率高的（effect n.效果 “已飞升的”）
515.circulate v.（使）循环；发行（circle n.圆圈）
516.fossil n.化石；老顽固（fo 化 ssil 石 soil 土壤）

524.crash v.碰撞；发出撞击声；坠毁；暴跌（拟）
525.overtake vt.超过；突然降临于（“拿下”）
532.originate vi.起源于（origin n.源头）
533.ancient a.古代的；年老的（anti-前缀：前 end 末端）
538.platform n.平台；站台；讲台；政治纲领（flat a.扁平的 form n.形状）
539.tremendous a.巨大的（extra-向外 mend-词根：测量 immense 巨大
的 mens-mend）
增补：
demonstrate vi.举行示威游行 vt.显示，论证，说明（demos n.平民 street n.
大街）
restrict vt.限制（“向回死拽”

tract-词根：拉扯）

congress n. 代表大会；国会，议会（gress-词根：走 progress n.进步）
steep a.陡的；急剧的 v.浸泡（deep a.深 dip v.蘸）
variable a.易变的；可变的 n.可变因素（vary v.变化，转化）
underlying a.含蓄的，潜在的（）
urban a.城市的（墨“尔本”）
creation n. 创造；产物；宇宙（）
freight n.货物，货运 vt.运送（货物）（flight n.航班）
rail n.铁轨，栏杆 vi.咒骂，抱怨（“拟”）
route n.路线，路程（road）
manufacture vt./n.制造 n.（pl.）制造品（manual 手的 n.手册 menu 菜单）
dynamic a. 有活力的，动态的（static 静态的 stand）

mere a. 仅仅的；纯粹的（拟）
alliance n. 联盟（allyv.联盟 all）
consideration n.考虑；体贴（）
installation n.装置；安装；使就任（stalk 茎）
recognition n.认出；确认；赏识（cogn-gnos-词根：知道 knows）
reliable a.可靠的（rely 依赖）
appointment n. 约会；任命；委任的职位（appoint v.任命；约定）
resign vi.辞职（assignv.分配任务）
philosophy n.哲学；哲理，人生观（philo-love soph-智慧）
literature n.文学，文学作品；文献（letter n.字母，文字）
transfer v./n.转移；调动，转学；转车（trans 由此到彼 fer-词根：带）
allowance n.津贴，零用钱（allow v.允许；给予）
religious a.信仰的，宗教的（rely v.依赖，信赖 religion n.信仰，宗教）
compress vt. 压缩
propose v.提议；提名；求婚（pose-词根：放）
underground a. 地下的；秘密的（）
complex a.复杂的 n.情结（“控” x）
simplify vt. 简化（simple）
whistle v.吹口哨；呼啸而过（“stle”“哨”）
schedule n.时间表 vt.安排进度（“sigai”时间）
considerate a.体贴的（consider）
productive a.多产的；富有成效的（product 产品）

integral a.整体的（integern.整体 entire a.整体的）
conflict n./vi.冲突（flict-词根：打 拟）
setting n. 环境，背景；调节（“设定”）
interfere vi.干涉；干扰（fer-词根：带）
feedback n.反馈（）
criticism n.批评；评论（）
comment n./v.评论（commendv.赞扬）
counter n.柜台；计数器 ad.反方向地（count v.计算，数）
environment n.环境（vir-词根：旋转）
treatment n.治疗，疗法；对待（treat v.对待，处理；治疗）
extreme a.极度的；末端的 n.极端（ex-外

“最”）

swing v.摇摆；n.摇摆；秋千（s- w-）
furnish vt.布置；提供，装备（furniture n.家具）
anniversary n. 周年纪念（日）（ann-词根：一年 vers-转）
reservation n.预订；保留；居留地（serve-词根：保存 save）
vessel n.船；容器；导管，血管（vase 花瓶）
character n.角色，人物；性格；特性；（汉）字（carve v.砍，雕刻 actor）
explore v.勘探；探索（InternetExplorer ）
hostile a.敌意的；敌方的（host 主人 tile 瓦片 file 文件）
beneath prep. 在…下面（next 下一个）
architecture n.建筑学；建筑式样（arch 拱形 tect-词根：盖）
artificial a.矫揉造作的；人造的（art 艺术；技术）

cycle n.自行车，摩托车；循环 vi.骑自行车（）
peak n.山峰，顶点 vi.达到高峰（“匹克” 拟）
stretch v.伸展，延伸 n.一段时间（“死拽”）
avoid vt.避免（voida.空的 拟）
concentration n.专注；集中；浓缩（center 中心）
intimate a.亲密的；私人的 n.密友（inter 里面 mate 伴侣）
leisure n.闲暇；悠闲（release 释放 relax 放松）
chip n.碎片；芯片 vt.削（chi 芯 p 片 拟）
saturate vt.使湿透；使充满；使饱和（Saturday ）
strategy n.战略，策略（strategosn.将军 “四处贴告示”）
consumer n.消费者（consumev.消耗，消费）
deny vt. 否认；拒绝给予（“抵赖”）
imperial a.帝国的（emperorn.皇帝 “安排 or”）
enterprise n.事业；进取心；企业（enter pre rise）
domestic a.国内的；家（庭）的；驯养的（dome 圆屋顶）
promising a. 有希望的，有前途的（promise 承诺，希望）
spoil vt.损坏；宠坏（boy 男孩）
render vt. 使得；给予；翻译（lend 借给）
upset vt.使心烦意乱；打乱；弄翻（up set 放置，放下 up set down）
genuine a.非人造；真诚的（gen-词根：生 generatev.产生）
permission n.许可（permitv.允许，许可 may 可以）
vague a.含糊的，模糊的，不明确的（vacant a.空的）

involve vt. 包含；使卷入；牵涉（volve-词根：转）
infer vt.推断（fer-词根：带入）
dread vt./n.担忧，畏惧（“惴惴不安” threat 威胁）
dizzy a.头晕目眩的（zz）
complaint n. 诉苦；投诉；疾病（complain v.抱怨）
stroke n.中风；划桨；击；报时的钟声（“死揍”）
altitude n.高度；（pl.）高处（altai 阿尔泰山 attitude n.态度）
syndrome n.综合病症；一系列表现（syn 同 drome 折磨）
panic n.惊慌 v.（使）恐慌（“怕你可”）
legislation n.法律；立法（legislatev.立法 legal la 立 te-）
attendant n.服务人员（attendv.照顾，照料）
instal(l) vt.安装；使就职（stalk n.茎，梗，干 stand ）
kit n. 成套工具；配套元件（fit 适合 suit 适合）
survey n./vt.俯瞰，全面审视，社会调查（super

vise-看）

incident n.事件（accidentn.事故）
disaster n. 灾难；彻底的失败（ster-词根：星

“灾”）

confront vt.面对，正视（frontn.前面）
sum n.总数 vi.共计（some 一些）
inspire vt.鼓舞；给…以灵感（spirit n.精神）
command n./vt.命令；指挥，掌握（come man !）
adapt vt.使适应；改编（appropriate a.适合的 proper）
rate n.等级；速度；比率 vt.评估；定级（grade n.等级）

outline n.提纲；外形，轮廓（）
skim vt.掠过；浏览，略读（scan v.扫描）
hint n.暗示 v.暗示（behind 在后面）
bulk n.（巨大）物体；主体；（大）量（“拟”）
preparation n.准备（prepare）
purchase vt./n.购买，够得（possessv.占有 “破财事”）
accurate a.精确的（cur-carev.用心）
stuff vt.堵住，塞满 n.原料，材料（“死堵”）
retail v./n./ad.零售（tailorn.裁缝）
advantage n.优点（advancev.前进 ance-词根：前）
item n.一条，条款（“i 一 te 条 m 目”）
household n. 家庭 a.家用的；家喻户晓的
excessive a.过度的（cess-词根：走）
mortgage n. 抵押，抵押借款 vt. 抵押
reserve vt. 保留；预订 n. 储备；保留；替补队员；自然保护区
mall n. 购物中心（天“猫”）
nowhere ad. 任何地方都不
flush vt.冲洗 n./v.（兴奋）脸红（flow rush ）
definitely ad. 明确地；一定地（）
hatred n.憎恨（hate）
administration n.管理；行政机关，政府（administer v.管理 minister n.部长，
大臣 ）

grand a.宏伟的；重大的；总的（grandmother 奶奶）
alarm n.惊恐；闹钟；警报（all arm 武器）
decade n.十年（dec-十 December 十二月）
county n.郡，县（countryn.乡村 country n.国家）
thorough a.彻底的；仔细周到的（o）
swallow v.吞，咽；轻信（拟 囫囵吞枣）
slide v.（使）滑动，滑下（slip v.滑倒）
temptation n.诱惑（temptv.诱惑）
tempt vt.吸引；引诱（emptya.空的）
loyalty n.忠诚（loyala.忠诚的 “老友” ）
ceremony n.典礼（需要 money opening ~）
union n.工会；联盟（工会）
crime n.罪，犯罪（criminala.有罪的）
identical a.（to,with）相同的（identity n.身份；同一性）
relativity n.相对论；相关性（relation 关系 relative a.相对的）
arrest vt.逮捕；阻止；吸引（rest v.休止）
dot n. 点，小圆点 vt. 打点于；点缀（拟）
precise a.精确的（cise-词根：切 scisssors 剪刀）
fashionable a.流行的（）
remark v./n.说；（on）评论（mark 标记 remark 评论）
innocent a.清白的，无罪的，无辜的（cent 美分）
probe n.探针 v.探测，探索（pro 向前 bee 蜜蜂）

carbon n.碳（car“奔”）
bacteria n.细菌（batn.棒）
primitive a.原始的；简单的 n.原（始）人（pre-前）
formation n.形成；形成物（form n.形状 v.形成）
facilitate vt. 使变得容易
communication n. 交流
emergency n. 紧急情况，非常时刻
physician n. 内科医生
discharge v. 允许…离开；排出；卸货；放电 n. 释放；放电
amaze vt.使大为惊奇（amazing）
version n. 版本；说法（vers-词根：转）
detail n.细节；枝节 vt.详述（tailor 裁缝 tail-词根：剪）
clue n.线索（“可露”）
conduct vt.管理；指挥；传导 n.行为，举止（）
oral a.口头的（拟）
enjoyable a.使人快乐的（enjoyv.享受）
responsibility n.责任；义务（respondv.回应 responsible 负责的）
staff n.全体人员 vt.为…配备人员（stand fffffffff）
motivate vt.激励（motivea.移动的 n.动机）
mechanical a. 机械的；力学的；呆板的（machine）
individual a.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divide v.划分）
identify v.认出；认同（identityn.身份 id card）

era n.时代，纪元（year）
inform vt.通知 vi.告发（information 信息）
classify vt.把…分类，把…分级（class n.班级；等级）
album n.相册，相簿（bum 屁股 “拟”）
appreciate vt.重视，欣赏；感激（preci-词根：价值 price）
establish vt.建立；确定（stablea.稳定的 stay）
session n.会议，一届会期（）
issue n.发行，出版；问题 v.发出，流出（“印书” “一休”）
predict vt.语言，预测（dict-词根：说）
quote v.引用 n.引文（“括它”）
tense a.紧张的；绷紧的 v.（使）拉紧（tend v.趋向，伸向）
charity n.博爱，慈善，慈善机构（care v.关心）
intelligence n.智力，智慧；情报（Intel-英特尔）
possess vt.拥有（pose-词根：放 put sess-词根：坐 sit）
expectation n.期待，预期；前程（spect-词根：看）
behave vi.表现，运转（behaveyourself !）
source n.源（泉），发源地；来源（resource n.资源）
budget n.预算 v.做预算（bag 钱包 get 得到）
necessity n. 必需品；必要（性）（necessary a.必要的）
committee n. 委员会（commitv.委托）
promote vt.促进；提拔；推销（motor n.马达，动力）
worldwide a./ad.世界范围（的）（）

fame n.声誉，名声（famousa.著名的）
overseas ad./a. 在海外（的），在国外（的）
discipline n. 纪律；训练；惩罚；学科 vt. 训练；惩罚
concentration n. 专注；集中；浓缩
opportunity n. 机会
identity n.身份；个性；同一性（id card ）
obstacle n.障碍（物）（ob-相对 stand）
guideline n.（常 pl.）指导方针，指导路线（）
realm n.领域；王国（regala.君主的 legal a.法律的）
intention n.意图（intendv.想要，意图）
ratio n.比（raten.率）
indirect a.间接的；婉转的（direct a.直接的）
considerable a.相当大的，相当多的（consider 考虑）
feasible a.可行的（possiblea.可能的）
asset n.资产；优势（setv.设置

“置业”）

ideal a.理想的；空想的 n.理想（real 现实的）
distribution n.分发；散布（distributev.分布，分发）
succession n.连续；一连串；接替（cess-词根：走）
awful a.可怕的；糟糕的（awe v.敬畏）
mansion n.大厦，宅邸（“门神” ）
fluent a.流利的（flow）
inherent a.与生俱来的，内在固有的（heir n.继承人 “her-”）

confidence n.信任；信心（faithn.信仰，信心）
academic a.学院的；理论的（academy n.学院 “a 开导 me”）
eloquent a.雄辩的（loqu-词根：说

“唠嗑”）

enormous a.巨大的（normn.标准 nor 也不）
hinder a.后面的 vt.妨碍（behind 在后面）
mission n.使命；代表团（“使命”）
urge vt.鼓励，催促 n.强烈的欲望（“拟”）
exemplify vt.是…的典型；举例证明（example n.例子）
pledge n./vt.保证，誓言（）
fabric n.织物，布；构造（fibre n.纤维）
organic a.有机的，有机物的（organ n.器官，机关）
undertake vt.承担；同意，保证（）
comparable a. 可比较的；比得上的（compare v.对比）
synthetic a.合成的，人造的；虚假的（synthesizev.合成 syn-same）
switch n.开关；转变 v.转变（swing n.秋千）
influential a.有影响的（influencen.影响力 flu-流）
entrepreneur n.企业家（enterprisen.上进心，事业心）
transition n. 过渡，转变（trans-由此到彼 it-词根：走 exit）
convert v.（使）转变；（使）改变信仰（vert-词根：转）
cute a.漂亮的；聪明伶俐的（）
convince vt. 使确信，使信服（confidence n.信心 win 征服）
devise vt.发明，设计（devicen.设备，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