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信公众号：给力考研资料】免费分享

英语二

2017
Text 1
1）.phenomenon
n.现象
2).legacy
n.遗产
3).document
n.文件，公文
4).pledge
v.保证，承诺
5).accelerating
a大家.加速的
6).retrospection
n.反省，回顾
7).ethos
n.理念，精神
8).bidder
n.投标人，出价人
9).dual
adj.双重的
10).intimidate
v.胁迫
11).absurd
adj.荒谬的
12).provision
n.提供
13).preside
v.主张，负责
14).strategy
n.战略

Text 2
1).disengage
v.使脱离，摆脱；使不再感兴趣
2).nonverbal
adj.非语言的
3).interaction

n.互动，相互作用
4).tension
n.紧张，不安
5).bid
n.（为争取某事而进行的）努力
6).wired
adj.兴奋的，不安的
7).disconcerting
adj.令人不安的
8).feedback
n.反馈
9).distressed
adj.痛苦的，不安的
10). exquisitely
adv.精致地，精巧地
11).oppressive
adj.压迫的，压制性的
12).ideology
n.思想意识
13).the rest of
余下的，剩下的

2016年考研英语二
Text 1
coding 编程

introductory course入门课程

exposure接触

beneficial 有帮助的

string of一连串的

hypothese假设

chunk 组块

fill the jobs gap 填补职业方面的

空白

to the brim满满的

curriculum课程

gear调整

drop out of从…退学

turnover更替

relevant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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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ly 有逻辑地

Text 2
biologist生物学家

estimate估计

stretching 广阔

landscape景色

species’ historic range物种历史

繁盛时期

crash锐减

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美国

鱼类和野生动物署

environmentalist环保主义者

designate划分

endangered濒临灭绝的

regulatory管理

crack down on打击

flexibility灵活性

try out尝试

confrontational 对抗的

conservation保护

collaboration合作

uneasy不安

habitat栖息地

prosecute起诉

unintentionally无意

as long as只要

negotiate协商

pay into 存入

acre英亩

compensate弥补

set aside留出

interim中期
Western Association of Fish and
Wildlife Agencies（WAFWA）
鱼类和野生动物西方协会

rhetoric用词

challenge提出质疑

extinction灭绝

Text 3
cliché陈词滥调

mournfully凄惨

thornier棘手

free up节省出

flywheel 调速轮

spinning 运转

interrupt打扰

be inclined to 倾向于

maximise最大化

instrumentally有目的地

immersive浸泡式

goallessness无目标

slot将…列为

fulfilling有满足感的

conveyor belt传送带

mind-set思维定式

efficiency 效率

ritualistic仪式化的

default默认

dropping back down沉浸

Text 4
backdrop大背景

drastic急剧

road map 行车图

poll民意调查

milestones标志

finish line终点线

prize奖品，奖金，奖赏

prioritize把事情按优先顺序排好

aftermath余温

searing 灼热的

Great Recession大萧条

converge意见一致

overwhelming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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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b晋升

technician 技术员

mortgage抵押贷款

2015考研英语二

Section Ⅰ Use of English
contemporary当代的

prospect景象，情形

virtually 几乎

unbearable难以忍受的

cling 紧紧抓住

subway地铁

interact相互交流

gain收货

approach接近

executive coach 高级培训师

rejection拒绝

advance（表示愿意友好的）主动

姿态

weird怪异的

disruptive破坏性的，制造混乱的

inherently固有的，内在的

acquaintance相识

security安全

blanket毯子

perceive察觉，认识到

rip off扯掉，撕掉

band-aid创可贴，绷带

tuck 把…塞入

commuter通勤者

unthinkable不可思议的，难以想

象的

positive有所助益的，积极的，肯

定的

embarrassed尴尬的

make sense有道理，合乎情理

thrive繁荣发展，茁壮成长

connection联系

Text 1
stressed 紧张焦虑的，感到有压

力的

cortisol皮质醇

marker标记

contradict与…矛盾，反驳，否定

nonparents无子女者

household家庭的，日常的

blurring模糊

gender 性别

draw（从某来源）得到，取，获

取

bargain协议，协定

pure纯粹的，纯洁的

life-sustaining 维持生命的

division分配

clinically不偏不倚的

methodically有方法地，有系统地，

有条不紊地

inadequate不充分的，不适当的

removal移动，搬动

fire解雇

apparently显然地；似乎

infinite无限的，无穷的，极多的

motivate 使有动机，激发…的积

极性

Text 2
lag落后（于）

dropout退学，辍学；退学者

paradox自相矛盾的情形，悖论

recruit招收

forthcoming 即将到来的

optimistic乐观的

outline概述，勾勒

potential可能的

approach方法，方式



finding 调查发现

recipients接受者

grant助学金，拨款

thesis论点，论题

modest较小的

intervention干预

cite引用

navigate理解，应对

seldom很少，几乎不

acknowledge承认

Text 3
lingua franca（母语不同的人之间

使用的）通用语、交际语

right-brained 右脑的，引申为“性

感的”

spin快速旋转

parachute空降、空投

era时代、年代

male-dominated 男性占主导地位

的

explicitly清楚地

conscious有意的

infuse把…注入；灌输

allegiance（对组织、人物、信仰

的）忠诚、拥护

importation引进、输入

terminology 学科术语；专门用

语

amid在…中间，在…当中

prompt促进，激起

buzzword某一领域内的时髦用语

office speak办公室用语

linguist语言学家

nonsense无稽之谈、胡说、荒谬

的想法

Text 4

the Labor Department 劳工部

decent相当好的，不错的

largely基本上，很大程度上

overlook忽略，忽视

voluntarily 自愿地

figure数字，数据

distinction区别，差别

evidence证据，迹象

recession衰退，不景气

survey调查，研究

reference参考，参照

issue问题，话题

insurance保险

previously先前的

cover投保，承保

Part B
mourn悲哀，痛惜，忧伤

press forward 奋力向前，努力前

进

along the way沿途，一路上

signal发出…信号，表明

inner 内心的，思想的

barrier障碍物，屏障

luxuriant丰富的，过多的

weigh down 使负重担，使沮丧焦

虑

poison败坏，污染，阻碍

keep the eyes open 睁大眼睛，保

持留心

mindset心态，思想倾向

design决意，意欲

catch up 把…缠住，陷入…

pause暂停，停顿

isolated孤立的，孤独的

dearest and nearest 最 亲 密 的

（人），最亲近的（人）

circle of friends 朋友圈，交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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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nt 持续不断的，始终如一

的

good humor 高兴，好心情

companionship友谊，交情，陪伴

objectivity客观，客观性

external 外部的，外界的

devalue降低…的价值（或地位、

重要性等），贬低

be incapable of 无能力的，不会的

2014年考研英语二

Section Ⅰ Use of English
overweight体重超常的，超重的

condition健康状况，健康

develop患（某种疾病）

deficiency 缺乏，不足，缺乏症

the elderly老年人，上岁数的人

obesity肥胖，过度肥胖

mass（物体的）质量

index指数，量度

divide除，除以

square（某数值的）平方

moderately 适度地，不过分地

numerical数字的，以数字表示的

fit（尤指因经常锻炼而）健康的，

健壮的

collegiate学院的，学院学生的

conversely 相反地，以相反的方法

frame（人或动物的）身体，体型

label sb/sth as sth 描述…为，将…

归类为

disgrace耻辱，丢脸的事；出丑

stereotype 老一套，陈词滥调，

刻板印象

prospect前景，可能性

harbor心怀，怀有（某想法等）

tease取笑，嘲弄，招惹

build（人体的）体型，体格

negative否定的，消极的

stimulate刺激，促进

ban明令禁止

facility设施，设备，场地

institute 建立，制定（习俗、规

则等），开始（某进程）

initiative新倡议、行动、方案

launch 推出，使开始
campaign
运动（为某一社会的、商业的或

政治的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有计

划的活动）

Text 1
widow寡妇，孀妇

emerge开始被认知

undivided未分开的；完整的

lottery彩票

jackpot头奖；最高奖

fortune财富

yield产生；出产

lasting 持久的

fulfillment实现，成就

academic 高等院校老师；高校科

研人员

an array of一系列

rewarding 有益的；值得的

counterintuitive违反直觉的

fantasy幻想；白日梦

vision想象；幻想

fancy昂贵的，精致的

extravagant奢侈的

wear off逐渐消逝，减少，磨损

creep in悄然而至

be packed with挤满，塞满

bang for your buck 所做的努力值

得；钱花得合算

commute通勤；上下班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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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pping 巨大的；很大的（数字

等）

be jolly for因为…感到高兴的、愉

快的

sparingly 节俭地；慎用地；爱惜

地

privileged享有特权的；有特别恩

典的

scarcity 不足；缺乏

mandate批准；授权

incentive激励

come away离开时留下（印象）

Text 2
empirical 以实验（或经验）为依

据的

deep-seated 深层的；根深蒂固的

employ 使用，采用

self-enhancing 自我提升、自我加

强的

psychologist 心理学家

amass 聚集（尤指大量）

illusory 错觉的；虚假的

superiority 优越感

rose-tint 染了玫瑰色的，精饰、

美化

defensive 自卫的；防御的

stereotype 陈腔滥调；刻板印象

boost 促进；增加；增强

esteem 尊重；尊敬

stalk 高视阔步地走

hot stuff 奇才；非凡的人物

oversee 监督；监管

self-enhancement 自我强化、自

我拔高

identify 确定；识别，辨认出

lineup 阵容；一组

deliberation 考虑；熟思

flattering 使人显得更漂亮的；讨

好的

genuinely 真诚地；诚实地

doctor 窜改，伪造

profound 深刻的；极大的；严重

的

be corresponded with 符合，一致

delusion 错觉；谬见；妄想

think well of 赞赏；对…有好感；

高度评价

depressed 沮丧的，压抑的

make sense 有意义；讲得通

viscerally 发自肺腑地

wit 才思；才智

intellect 智力，理解力，思维逻

辑领悟力

profile 印象，形象

portray 描绘

idealise 把…理想化

Text 3
acutely 深刻地；尖刻地

fragile 不牢固的，脆弱的

recovery 复苏；恢复

boom and bust 繁荣与萧条

outmode 使…过时；使…不流行

insatiable 贪得无厌的；不知足的

foresee 预见；预知

exponential 指数的；指数式的；

越来越快的

improvement 改进，改善

performance 性能；绩效；表现

状况

immune 免疫的

hail from 来自

scary（事物）可怕的；（让人）

提心吊胆的

vulnerable 易受攻击的；有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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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n the first place 起初、开始

scripted 脚本化的；照书面稿念

的

standardized 标准的；标准化的；

定型的

leave no room for 不留任何余地

individual 个人的；独特的；与众

不同的

initiative 主动权；首创精神

reinvent 彻底改造

formula 方案，方法

conduct 执行；实施

notion 概念；见解

unexpected 意外的，想不到的，

出乎意料的，始料不及的

predictable 可预见的

note 指出；特别提到

touch on 提及；谈及

reframe 重新组织

augment 增加；增大

innovate 改变；改革；创新；引

入新事物

institution 制度，（由来已久的）

风俗习惯

Text 4
infrastructure 基础设施；公共建

设

broadband宽带

housing 住宅，住房（尤指住房类

型、价格、条件）

seldom很少，不长

shoulder肩负，承担

shove挤；撞；猛推

inevitable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nevertheless 然而，不过，尽管如

此

affordable负担得起的

waiting list 候补名单；等候批准

的申请人名单

comprehensive综合的，全部的，

详尽的

review审核；审查

rectify 改正，纠正

prejudice偏见

address设法解决；处理；应对

urgent紧急的；急迫的

indication指示；迹象

hint暗示；示意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英国

财政大臣

introduce采用，引进，推行

flexibility灵活性；弹性

cap（可用或可借资金的）最高限

额

authorities 当局，官方（常用复

数）

housing stock 住宅数；现有公屋

单位数目

revenue 国家的收入；岁入

registered注册的，登记在册的

be down to sb.是某人的责任；由

某人负责

grant拨款

expire期满；终止

retain保持，保留

coalition联合；联盟

2013年考研英语二

given考虑到…鉴于…

cashless无现金的，不使用纸币及

硬币的

（just）around the corner 很近，

就在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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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to fruition完成，实现

means 方法，手段

revolutionize彻底改革，彻底变革

set up 建立，创立，建造

telecommunication电磁通信，远

距离通信

receipt收据，收条

cash 将…兑换成现金

issuer开出支票者，出票人

account账户，户头

writer写…的人

in the meantime在此期间，同时

eliminate消除，清除

concern 担心，忧虑

unauthorized 未经授权的，未经

认可的

hacker 电脑黑客（私自存取计算

机中资料者）

access 存取（计算机文件），获取

database数据库

occurrence事件，发生的事

fraud欺骗，诈骗

violate干扰，侵犯（个人自由等）

entitle 称作…；定名为…；给…

称号

textile纺织品，织物

make the point表明观点

stubbornly顽固地，倔强地

decline下降；衰退

recession衰退；不景气；后退

average典型的，普通的，正常的

access 使用权；通路

robotics 机器人科学（或技术）

extra额外的事物

unique 独特的，稀罕的；唯一的，

独一无二的

acceleration加速，促进

note指出，特别提到

shed去除，摆脱

previous以前的，以往的

for sure确实；毫无疑问地；肯定

advance发展；前进；增长

globalization全球化

revolution革命

support支持，支撑

ensure保证，确保

immigrant移民，外侨

sojourner旅居者，逗留者

permanent 永久的，不变的，常

驻的

intention意图；目的；意向

depart离开，出发，启程

for good 永远地，永久地；一劳

永逸地

affectionate深情的，充满深情的

rigid严格的；僵硬的，死板的

hail…as…将…誉为…

in the making 在酝酿中的，在形

成中的

brand打烙印于…；印商标于…

framework 框架，骨架；结构，

构架

mightily很，非常

paralysis 麻痹；无力；停顿；（活

动、工作的能力）完全丧失，瘫

痪

thrive 兴旺发达，繁荣，蓬勃发

展

entrepreneur 企业家；承包人

participant参与者

accommodate为（某人）提供住

宿（或膳宿、座位等），容纳

in motion在运动中的

middle ground 中间立场，中间地

带

accomplish完成，实现，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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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ne 有…倾向的；易于；倾向

于

snap仓促的，匆忙的

eliminate消除；排除

hard-wired 直觉的、天性的、本

能的

mechanism机制

assess评定，评估

preferably较好，更适宜

neuroticism神经质，情绪不稳定

stimuli 刺激；刺激物；促进因素

（stimulus 的复数）

exclusive 独有的，专有的，独占

的

realm领域，范围

prime使准备好

impulse冲动，心血来潮

reverse颠倒；逆转

screener筛选者

bias 偏见，偏爱

ground使接触地面；打基础

retreat隐蔽处，隐居处，休息寓

所

mute减弱…的声音；使…柔和

differentiate区分，区别

intermittently 间歇地，断断续续

地

contemplate沉思，思忖

temptation引诱，诱惑物

corporate法人的，公司的

senior 高级的，地位较高的，级

别高的

overwhelmingly 压倒性地；不可

抵抗的

board（公司或其他机构的）董事

会，委员会，理事会

legislation立法，法律

compel 强迫，迫使；强使发生

proportion比例；部分

mandate授权；命令，指令

frustration挫败，挫折

sign up for报名参加

quota定量，定额，指标

ladder 阶梯；途径；梯状物

glass ceiling 玻璃天花板，玻璃顶

层

binding 有约束力的

reluctance 勉强，不情愿，勉为其

难

run counter to 违反，与…背道而

驰，逆向的，相反的，反对的

meritocracy 英才教育（制度）；

精英管理班子

obstacle障碍，干扰，妨碍物

evade逃避；规避；逃脱

break through to突破，突围

summit顶点；最高级会议；最高

阶层

precisely（强调真实或明显）确

实

exception例外，异议

appropriate适当的，恰当的，合

适的

in place在正确位置，准备妥当

newsworthy有报道价值的，有新

闻价值的

just 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

正义的

chronicle 按事件发生顺序记载；

将…计入编年史

live on靠（…钱）生活

burn out烧尽，熄灭；筋疲力尽；

出故障

validation承认，认可

council flat（英国）公营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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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处理，应付（问题或意见）

on a budget避免不必要的开支，

节省费用

impulsive冲动的；受感情驱使的；

任性的

ingredient原料；材料；食材

exact准确的，精密的，精准的

template模板，样板

fancy 喜欢，想要

anonymity匿名，不知名

come in handy 派的上用场

embarrassment 窘迫，难堪；使

人为难的人或事物

greengrocer蔬菜水果商；菜贩

chiller 冷却装置，冷柜

stock高汤，原汤

eliminate消除，消灭

surplus 剩余的，过剩的

threaten预示凶兆，有…的危险

frugal 节俭的；朴素的；花钱少

的

deli 熟食店；熟食品

carcass尸体，兽体

knuckle 关节骨

pick 选择，挑选

instantly 立即地；马上地；即刻

地

absorb吸收，理解，掌握

neatly 整洁地，整齐有序地，有

条理地

acute敏锐的，激烈的

vivid生动的；鲜明的；逼真的

pop into 跃入，突然出现

Text 4 Part C
speculate推测；推断

arise from由……产生；起源于

evidence 证明

urge强烈的欲望；冲动

fashion设计或制造某物

strike给……印象；让……觉得

for all 虽然；尽管

speak of表明；显示

turbulence 动荡；混乱

sacred神圣的

crude粗糙的；粗陋的

distinctly 明显地

as opposed to 与……对照；而不

是

shelter动物栖息处；躲避处：避

难所

distinction差别；对比

as it is实际上；其实

composure沉着；镇定

in effect实际上；事实上

discernible 依稀可辨的；辨认得

出的

as such 严格意义上的

segment部分；片段

inarticulate 无明确意义的；难解

的

intrinsic固有的；本质的

abiding 长久的；持久的

deprive剥夺

give in to屈从于；投降；让步

demoralization士气消沉；道德败

坏；堕落

blame on把……归咎于

vanish消失；突然不见

as if by magic 神奇地；不可思议

地；像变魔术般

cultivation耕种；耕作

unfeasible难以实行的

composition作品

conjure up 唤起；在脑海中浮现

petal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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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ffed animal 毛绒玩具

implicit含蓄的；暗示的

explicit明确的；清楚的

liberated不受约束的；解放的

synthetic人造的；合成的

biophilia人类亲近大自然的天性

yearning 渴望；热望

assume呈现；具有（特定的性质、

外表或程度）

uncanny异乎寻常的；非凡的

2012年英语二

Section Ⅰ Use of English
mindless 没头脑的，盲目的，无

谓的

military adventurism 军事冒险主

义

liberate解放，使……自由

tear…away from sth 使依依不舍

地离开，忍痛离去

foxhole散兵坑

shelter庇护处，庇护所

stick it/sth out坚持到底，忍受下

去

Nazi reign of murder 纳粹的杀戮

统治

volunteer志愿者，自告奋勇者

fierce凶猛的，凶狠的

brutal残忍的，野蛮的

abbreviation缩写词，缩写形式

article物件，物品

working class 工人阶级，劳动阶

级

secretary of state（美国）国务卿，

（英国）部长

career生涯，履历

personality 个人的，私人的

correspondent（尤其指驻外的）

记者，通讯员

portray扮演（某角色）

cover报道，电视报道

capture用武力夺取，攻占

cartoon（报刊中与政治和时事有

关的）漫画，讽刺画

exhaustion筋疲力尽，耗尽

civilization文明，社会文明

Text 1
scorn蔑视，鄙视

revise改变，修正

ritual惯例，老规矩，例行公事

inflexible 顽固的，僵化的，缺乏

弹性的

mandate命令，指示

address（着手）解决、处理（问

题）

impoverished贫困的

chaotic混乱的

contradictory（相互或自相）矛盾

的

essentially本质上，根本上

pass通行证

implication含义，暗示

skip 不做（本来应该做或常做的

事）

report card成绩单

empower授权（某人或某组织做

某事）

flat固定的

across-the-board一刀切的

thorny棘手的

conversely相反的，另一方面的

portion（某物的）一部分

put on hold搁置，暂缓实施

hearing 听证会，审讯，聆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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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2
pervasive普遍的，无处不在的

intrinsically从本质上（讲）

celebrate表扬、歌颂

fuse使熔合

singular突出的，非凡的

encode编码，加密

associate副的

nursery 育儿室，托儿所

pastel（色彩的）淡的，柔和的

amplify 扩大，增强

dictate控制，支配

toddler 幼童

consumerism消费主义

counsel 建议

split分裂，分开

segment分割，划分，细分

magnify 放大，扩大

Text 3
patent专利证书

isolate 分离（物质、疾病等以作

研究）

violently 激烈地，强烈地

agitated紧张不安的，焦虑的

preliminary 初步的，预备的

federal appeals court 联邦上诉法

院

overturn使倾覆，打翻

prior较早的，先前的

rule判定，裁定

blessing幸事，幸运，福气

alike同样都（用于强调刚刚提及

的两者）

personalised个性化的

suppress镇压，制止，压制

reward酬谢，报答，奖赏

monopoly垄断者，垄断企业

file提出，提交，发表

molecule分子

genome基因组

violate侵犯

the Supreme Court最高法院

advance进步，进展

suit诉讼，讼案

domain领域，范围

interact互动，相互关系

correlation相互关系，关联

convention会议

session（一系列会议中的一次）

会议

shifting 移动着的，变化着的

landscape形势

packed挤满人的，非常拥挤的

Text 4
course自然的进展，通常的过程

reshape重塑

lining衬里，里子

materialistic实利主义的，物质主

义的（含贬义）

prudent明智谨慎的，节俭的

respect方面

fever狂热，高度兴奋

reckless轻率的，鲁莽的，不顾后

果的

lengthy长时间的，过长的

stagnation经济停滞

mean-spirited心胸狭隘的

inclusive包容的，范围广阔的

sentiment观点，感想，意见

shrink（使）缩小，（使）收缩

reinforce加强，强化

dim（使）变黯淡

resentment怨气，怨恨，不满

discern识别，看清，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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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n不景气的

poll民意调查，民意测验

social fabric社会结构

Part B
accomplish完成，实现

sage哲人，先知

craze时尚，时髦，热潮

approach对付，处理，研究

empathy同情，同感，共鸣

inspiration启示，鼓舞

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时期）

exemplary 模范的，可做楷模的

champion捍卫，维护

cunning 狡猾，狡诈

ruthlessness无情，冷酷

commemorate庆祝，纪念

catalogue目录，名录

furnish提供，供应

resolute坚决的，坚定地

steadfast忠诚的，坚贞不渝的

beacon引路人，指路明灯

bourgeois过分追求名利的，注重

物质享受的；市侩的，庸俗的

epochal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bombast空洞华丽的（言论）

hitherto迄今，至今

immense巨大的

wage发动，进行（战争，战斗）

nurture培养，培育

unpick 拆去（衣料或编结物上的）

针脚，撬开

multiplicity 多样性

downstairs底层（阶级）

upstairs上层（阶级）

Section Ⅲ Translation
migration移民

prospect 前景，很有可能会发生

的事情

departure离开，启程

privilege特权，特殊待遇，优惠

emigrate移居国外

brain drain人才流失

deprive剥夺

Section IV Translation
to my dismay让我难过的是

shut itself down automatically 自

动关机

with intolerable frequency 让人无

法忍受的频繁

replacement更换

follow the warranty policy 履行保

修协议

satisfaction满意

reach与…联系

noisiness吵闹

remote control 遥控器

unable to control temperature 无

法控制温度

difficult to use使用困难

report报告

declare宣称

express表达

surely肯定

energetic有活力的

competent有能力的

professional 专业人士

consequent相应的

occasional 偶尔的

mostly大部分地

understandably可以理解地

crown圆满完成或结束

afflict使…苦恼

relate to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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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er situation 职业情形

at the age from… to… …岁

到…岁之间的

younger crowd更年轻的人

reach a career plateau 进入职场

高原

sense of powerlessness无力感

reduce… to…使陷入（坏的）状

况或情形中

deep dissatisfaction深深的不满

in an upward spiral处在上升阶段

career maturity 职业发展成熟

retirement life退休生活

career trouble职场问题

commodity price物价

middle-income consumer 中等收

入消费者

low-income consumer 低收入消

费者

high-income consumer 低收入消

费者

2011年考研英语二

提供网络安全保障的措施（知识

运用）
1.afford
【僻】v.提供，给予

【近义】offer，provide
【搭配】~ sb sth/~ sth to sb 给

某人提供……

2.anonymity n.匿名，名字不公

开

【速记】an-（表示否定，“没

有……”）+onym（=name）+ -ity
（名词后缀）

【同根】anonymous a.匿名的，

名字不公开的

3.blessing n.好事，有益之事：

Lack of traffic is one of the
blessings of country life. 往来车

辆少是乡村生活的一大好处。

4.explosion 【僻】n.激增

【同根】 explosive a.（数量或

数字）激增的

【搭配】population ~ 人口急剧

增长；~ of interest 兴趣的陡增

5.cyber-crime n.网络犯罪

6.preserve v.保护，维护

【同根】preservation n.保护，

维护

【搭配】~ the peace 维护和平

7.cyber-czar n.网络总管

8.voluntary a.资源的，自动的

【同根】volunteer n.志愿者

9.identity n.身份，身份认证

【同根】identify v.鉴定，识别

【 搭 配 】 动 词 + 名 词 ：
know/discover/reveal/conceal/pr
otect someboday’s ~ 知道/发现

/揭露/遮掩/保护某人的身份；

形容词 +名词： false/mistaken~
虚假身份/误认（张冠李戴）；名

词+名词：proof of ~ 身份证明，~
papers/documents 身份证明文

件

10.credential n.证书，凭据

【速记】cred（相信）+ -ent+ -ial
（名词后缀）

11.authenticate v.证实，证

明……是真的

【近义】testify，verify
【同根】authentic a.真实的，

可信的

【搭配】~ sth（as sth）证实……

是真的

12.federation n.联合，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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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

【同根】federal a.联邦制的，联

邦政府的

【搭配】the International Tennis
Federation 国际网球联合会

13.registered a.注册的，登记过

的

【同根】register v.注册，登记

【搭配】~ nurse 注册护士；~
trademark 注册商标

14.navigate v.（在互联网或网

站上）导航

【同根】navigation n.导航，领

航

15.approach n.途径，方法

【 搭 配 】 名 词 + 介 词 ： ~ to
sth/doing sth 解决某事的方法；

动词+名词：adopt/taken an ~ 采

用一种方法

16.sign-on 登录，登记

17.ecosystem n.生态系统

【速记】eco-（生态的）+system
（系统）

18.transaction n.交易，买卖

【同根】transact v.做业务，做

交易

【 搭 配 】

cash/commercial/financial/ ~ 现

金/商业/金融交易

19.infrastructure n.基础建设

【速记】 infra-（在……下）

+structure（结构，建筑）

【同根】infrastructural a.基础建

设的

20.administration n.（尤指美国）

政府

【同根】administrative a.管理的，

行政的

21.activist n.积极分子，活跃分

子

【同根】activity n.活动，活跃

【 搭 配 】 political/animal
rights/gay~
政治活动家/动物权利积极分子/
积极支持同性恋者

22.applaud v.称赞，赞许

【近义】acclaim，approve
【同根】applause n.掌声，喝彩

23.concerned a.担忧的，焦急的

【同根】concern n.忧虑，担心

v.使忧虑，使担心

24.initiative n.倡议，新方案

【同根】initiate v.开始，发起

【搭配】a United Nations peace ~
联合国的和平倡议；
a government ~ to combat
unemployment 政府应付失业

问题的新方案

25.compulsory a.（因法律或规则

而）必须做的，强制的

【速记】com-（表加强）+puls（推

动）+ -ory（形容词后缀）

【同根】compel v.迫使，强制；

compulsion n.强迫，强制

【搭配】~ subject/education 必

修科目/义务教育；

~ redundancies 强制裁员； ~
purchase 强制性购买

26.mentality n.心态，思想状况

【同根】mental a.精神的，思

考的，智力的

【搭配】criminal ~ 犯罪心态
27.greet sb/sth with/by sth
对……做出某种反应：
His statement was greeted with
cries of astonish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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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gnation.
他的这番话被报以一片叫喊声，

有震惊，也有愤怒。

28.envision v.展望，想象

【速记】en-（动词前缀，使……）

+vision（视力，视野）

2011 Text 1
1.criticism n.批评，批判

【速记】词根：crit=judge，discern
判断，分辨+ -icism（名词后缀）

【近义】disparagement；objection；
condemnation
2.under fire 受到攻击和批评

3.compensation n.报酬，薪水

【 近 义 】 payment ； salary ；
commission
4.enormous a.巨大的；庞大

的

【 近 义 】 gigantic ； vast ；
tremendous
【反义】tiny；diminutive
5.bonus payouts 奖金支出

经典搭配：1）outside director（外

部董事）

2）for the rest of（余下的……

间）

3）by the end of 2009（到 2009
年末）

6.be supposed to do 应当做某

事，理应做某事

7.biased a.有偏见的，结果

偏倚的

【搭配】be ~ against 对……存

偏见

【近义】prejudiced；one-sided；
subjective；unjust
【反义】detached

8.presumably ad.据推测；大概；

可能

9.proposal n.提议，建议

【近义】suggestion；scheme；
motion
10.weather v.平安渡过（难

关），挨过，经受住

【搭配】to~ the recession 挺过

萧条期

【近义】survive
经典搭配：1）disagree with（质

疑，持异议）

2）a firm’s board（公司董事会）

3 ） make one ’ s wealth and
reputation（成就功名）

4）based on（基于，依据）

5）give advice（提出建议）

11.proxy n.代表权，委托书

【搭配】a ~ for 是……的代表

【近义】placeholder；procurator
12.departure n.离开，离去

【速记】depart（离开）+ -ture
（表示“一般状态、行为”）

【 近 义 】 leave ； parting ；
withdrawal
13.subsequently ad.其后，随后，

接着

【近义】 later； accordingly；
henceforth；afterward
14.restate v.重申，重新申报

【近义】reaffirm
15.likelihood n.可能，可能性

【速记】likeli-（可能的）+ -hood
（时期，性质）：可能性

16.suggestive a.提示的；暗示的；

提醒的

【搭配】be ~ of sth 暗示……的

【近义】implicational；implic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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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搭配：1）proxy statement（股

东委托书）

2）deport a board（从董事会离

职）

3）concentrate on（集中注意力

于）

4）a surprise departure（突然离

职）

5）restate earnings（重申盈利）

6）federal class-action lawsuit（联

邦集体诉讼）

7）a correlation between…and…
（……与……之间的联系）

8）jump off a sinking ship（跳离

沉船）

17.blow n.打击，意外的灾

害，摧毁

【近义】wrack；knock；stroke
18.reputation n.名气，名声，信

誉，声望；荣誉，名望

【近义】eminence；veneration；
position
19.incentive n.动机，鼓励，刺

激

【近义】motive；encouragement；
stimulus
20.otherwise conj.否则，不然

【速记】other（另外的）+ -wise
（方向，状态）

【搭配】or（或 and）otherwise
或者相反（或以及相反）

经 典 搭 配 ： 1 ） a blow to
reputations（有损名誉）

2）be on the board（在董事会任

职）

3）follow the example of（效仿）

4）on campus（在校园）

2011 text 2
1.recession
n.经济衰退，不景气；后退，撤

退
2.chronicle
v.将（某事物）载入编年史；记

录

【速记】chron-（表示“时间”）

+ -icle：按时间顺序的

【近义】 journal； narrative；
account
3.commission
n.委员会，委员

【 速 记 】 com- （ 一 同 ）

+miss=send/cast（送，放出）+ -ion
（名词后缀）：共同做决定的一群

人
4.launch
v.发动；开展（活动、计划等）

【搭配】~ into sth 积极热情地

开始、着手做某事
5.charitable
a.公益的，慈善的

【速记】char-（表示“关心，抚

爱”）+ -itable（形容词后缀）：仁

慈的，慷慨施舍的

【近义】 giving；benevolent；
merciful；sympathetic
6.subsidize
v.以津贴补助；以金钱收买；

向……发放奖金

【近义】finance
经典搭配：1）whatever happened
to sth（某物究竟发生了什么）

2）flee to the internet（转向互联

网）

3）launch a round of talks（发起

一轮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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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haritable corporation（慈善公

司）

5）out of date（过时的）
7.shrug off
v.耸肩表示蔑视；抖去；摆脱
8.inhabit
v.居住；在……出现；填满

【搭配】be ~ ed by 被……占据，

居住着

【近义】dwell；stay；occupy
9.margin
n.利润，盈余

【搭配】by a huge ~ 以巨大的

优势；a ~ for error 允许出错的

余地

【近义】rim；edge；border
10.routine
n.常规，通常情况

【速记】rout-（道路）+ -ine（表

名词“状态、药物”等）：通常的

状态

【近义】habit；order；system；
arrangement
经典搭配：1）sign of crisis（危机

迹象）

2）return to profit（恢复赢利）

3）profit margins（利润空间）

4）all the same（虽……，仍然）
11.afloat
ad.漂流着的，漂浮不定

【近义】floating；contingent
12.overboard
ad.越过船边坠入水中

【搭配】push sb~ 将某人推下

船、推入水中
13.have the nerve
好意思做某事，有胆量做某事
14.delivery

n.传送，投递

【搭配】take ~ of 收到（所购货

物）；payment on ~ 货到付款

【近义】implicational；implicative
经典搭配：1）stay afloat（维持

运营）

2）push sb/sth overboard（抛弃、

甩掉某人/某事）

3）desperate measures（孤注一

掷的措施）
15.revenues
n.（复数）总收入

【近义】income；returns；earnings；
profits
16.reliance
n.依靠，依赖

【速记】reli-（信任，依赖）+ -ance
（表名词“物品，性质，状况”）

【搭配】~ on sth 对……的依赖

【近义】dependence；dependency
17.proportion
n.比，比率，比例

【搭配】in ~ （大小、数量、程

度）按比例地；out of ~ 不成比

例
18.stable
a.稳定的

【速记】st-（表示“站、立”）+ -able
（形容词后缀）：立住的，稳的

【近义】steady；established；
settled；sound；steadfast
经典搭配：1）a healthier mix of
revenues（更加健康的收益比例）

2）in reliance on sth（对……依赖）

3）not surprisingly（毫无疑问）
19.whirlwind
n.旋风；猛烈的势力；破坏性的

力量或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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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reap the ~ 自食其果，

恶有恶报

【近义】tornado；typhoon
20.distinctive
a.有特色的，与众不同的；区别

的，有鉴别性的

【近义】special；characteristic；
particular ； individual ；
distinguishing
21.bureau
n.局；（提供某方面信息的）办事

处

【近义】department；branch；
division
【扩充】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美国联邦调查局
22.savagely
ad.野蛮的；残忍的；粗野的

【扩充】savage a.未开化的；野

蛮的；凶猛的
23.virtue
n.美德；德行；价值；长处

【搭配】by/in ~ of 因为，由于；

make a ~ of 将（不乐意的事）变

成有利的

【近义】quality；value；worth
经典搭配：1）sweep through（掠

过，扫过）

2）film reviewers（电影评论员）

3）cut off（砍掉）

2011 text 3
1.prosperity
n.繁荣，兴旺，昌盛

【速记】pro（很多）+sper（希

望）+ -ity（名词后缀）

【近义】boom；abundance
2. bureau
n.局；（提供某方面信息的）办事

处；（美国政府部门）局

经典搭配：1）tend to（往往，易

于）

2）by the millions（数以百万计）

3）line up（排队）

4）marriage bureau（婚姻登记

处）
3.restraint
n.抑制，控制，限制，约束

【速记】re-+strain（=tighten表示

“拉紧”）+ -t（构成名词）

【近义】prohibition；prevention；
constraint
4.stylish
a.时髦的，流行的，入时的

【近义】modish；voguish；chic；
fashionable
经典搭配：1）when it comes to sth
（在某个方面，说到某事）

2）common sense（常识）

3）live with（忍受，容忍）

4）in combination with（结合）
5.stimulus
n.刺激物，刺激因素

【搭配】a~ to 对……的刺激

【近义】inspiration；incentive；
stimulant
6.popularize
v.使受欢迎，普及，使通俗化，

使流行
7.architect
n.建筑师，设计师

【扩充】architecture n.建筑学，

建筑风格，体系结构
8.exert
v.发挥；运用；使受（影响等）

【速记】词根：ex-（向外）+ -sert
（=join/insert，表示“加入，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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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连接”）

【近义】employ；utilize
经典搭配：1）economic condition
（经济状况）

2）efficient living（高效生活）

3）associate with（与……有关）

4）take up posts（就职）

5）architecture school（建筑学院）

6）exert enormous influence on…
（对……施加巨大影响）
9.signature
n.签名，署名；识别标志，鲜明

特征

【速记】词根：sign（=mark，表

示“记号，信号，标志”）+ -ature
（名词后缀）

【近义】symbol；mark
10.derive from
由……起源；取自
11.laminated
a.由薄片叠成的，分层的，迭片

的
12.symbolize
v.象征，用符号表现

【近义】stand for；typify；illustrate；
signify
13.sophisticated
a.复杂的，精致的

【近义】accomplished；aristocratic
经典搭配：1）signature phrase（口

头禅）

2）take granted for（认为……理

所当然）

3）mask the fact（掩盖事实）

4）rather than（而非）
14.elegant
a.优美的，漂亮的，简练的，简

洁的

【近义】 cultured； superior；
refined；polished
15.equivalent
n.对等物

【扩充】做形容词：相等的，等

效的，等价的，be ~ to 相当于

经典搭配：1）Chicago’s Lake
Shore Drive（芝加哥湖滨大道）

2）Gold Coast（黄金海岸）

3）equivalent of（对应物）

4）abstract art（抽象艺术）
16.foreign
a.外国的，外来的

【速记】词根：for-（=out of door，
outside表示“门外，外边，外部

的”）+ -eign（形容词后缀）：外

面的

【 近 义 】 alien ； outlandish ；

external；extraneous
17.modest
a.适度的，适中的，端庄的

【近义】humble；simple
【反义】arrogant；gorgeous；
magnificent
18.commission
v.委任，授予

【速记】词根：com-（共同）+miss
（送，放出，派）+ -ion（名词后

缀）：共同选出

【搭配】on ~ 委托
19.aesthetic
a.美学的，审美的

【速记】词根：aesthet（=feeling，
表示“感觉”）+ -ic（形容词后缀）：

感觉判断的

【近义】exquisite；elegant
20.forthright
a.直率的，直接的，（观点）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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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近义】direct；straightforward
21.mechanic
n.技工，机修工

【近义】technician；craftsman
22.acquire
v.获得，取得

【搭配】~ sth as a skill or habit
获得（技能）；养成（习惯）

【近义】obtain；gain；secure
23.desirable
a.令人满意的，值得拥有的，可

取的

【近义】preferable；agreeable；
pleasing
24.inevitable
a.不可避免的；必然发生的

【搭配】to delay the ~ 缓兵之计

【近义】 inescapable； fated；
unavoidable

2011 text 4
1.make it 及时到达，成功

【搭配】Stick to it and you will~.
坚持下去，就会成功。

2. cheerleader n.啦啦队长；（强

有力的）支持者

【搭配】a leading ~ for 主要支

持者

经典搭配：1）talk of（谈论，议

论）

3.chronic a.慢性的，长期的，

习惯性的

【速记】词根：chron-（时间）+
-ic（形容词后缀）：长期的，慢性

的

【近义】established； lasting；
continuing

4.acute a.尖锐的，严重的

【速记】词根：acu（尖、酸、锐

利）+te（形容词后缀）：尖锐的，

敏锐的

【近义】severe；sharp
5.converge v.（线条、运动的

物体等）会于一点；使聚集

【搭配】~ on a place 汇集于一

处

6.devaluation n.（货币）贬值

【速记】词根：de-（向下）+valu
（=value 表示“价值”）+ -ation
（名词后缀）：价值下降

经典搭配：1）as well as（和……

一样，除了）

2）chronic problems（长期性棘手

问题）

3）an acute crisis（一场迫在眉睫

的危机）

4）thanks to（由于，多亏了）

5）one day（总有一天）

6）quick fix（应急措施，权宜之

计）
7.disintegration
n.瓦解，崩溃

【速记】词根：dis-（否定前缀）

+integr（= whole 表示“完整”）

+ -action（名词后缀）：不完整，

解体，分崩离析

【 近 义 】 decomposition ；
seperation
8.stuck a.动不了的，被卡

住的，被难住的

【搭配】got ~ in 被卡在……

9.dominant a.占优势的，统治

的，支配的

【速记】词根：dom-（表示“统

治”）+ -inant（形容词后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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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

【近义】supreme；controlling；
reigning；ruling；governing
10.harmonization n.和谐，协调，

相称

【扩充】动词 harmonize 搭配：

be ~ with sth（与……）融洽，和

谐，与……协调一致

经典搭配：1）save from（使……

免遭）

2）dominate powers（主导力量）

3）agree on（对……取得一致性

意见）

4）disagree about（在……方面意

见不统一）

11.quasi-automatic a.半自动的，

准自动的

【速记】quasi-（表示“类似，准，

半”之意）+ automatic（自动的）

12.sanction n.制裁，处罚

【搭配】~ against sth 为制止某

事而实施的制裁

13.mega-project 特大型项目

【速记】mega-（表示“大，兆”）

+project（项目）：特大项目

14.suspension n.暂停，悬挂

【速记】suspense（v.担心；悬而

不决）+ ion（表名词）：悬挂，暂

停

15.ministerial a.内阁的，部长

的，行政（上）的

16.rigour n.严苛，严酷

【搭配】with the full ~ of the law
严格依法办理

经典搭配：1）backed by（依靠，

在……的支持下）

2）a small majority（微弱多数）

17.intervene v.介于……之间，

干预，介入

【速记】 inter-（之间）+vene
（=come 表示“来，走”）

【近义】meddle；interfere
18.fiscal a.（美）财政上的

【搭配】~ policy 财政政策

【近义】financial；capital
19.transfer n.转移，调动

【速记】 trans-（调转） +fer
（=bring/carry 表示“带来，拿

来”）：转移

20.murmur v.咕哝，发牢骚，

私下抱怨

【搭配】without a ~ 没有怨言

21.curb v.制止，束缚；限

制，抑制

【近义】stop；restrain；control
经典搭配：1）headed by（由……

带领的，以……为首的）

2）intervene in（介入，干预）

3）fiscal transfers（财政转移）

4）corporate-tax rates（企业税率）

5）labour costs（劳动力成本）

22.write off 毁掉，结束掉；认

定……不重要（或无用）；忽视

23.trading block 贸易集团，贸易

区块

24.remarkable ad.引人注目的，

明显的，非常的

【 近 义 】 marvelously ；

exceptionally；unusually；strikingly
25.liberal a.开明的，自由的

【扩充】作名词：自由主义者

26.blunt v.使迟钝

【扩充】作形容词：钝的，不锋

利的；迟钝的；直率的；呆板的

27.benign a.温和的，仁慈的，

善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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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义 】 amicable ；

accommodation ； favorable ；
benevolent
经典搭配：1）at its best（处在最

佳状态/全盛时期的）

2）blunt an edge（使边角变钝，

磨光）

Part B
1.weigh in v.发表评论；施加影

响

2.impose v.强加；征税

【速记】im- + pose（=put 表示

“放”）：放置，加诸

【近义】burden；charge with；
force
3.comment n.评论，意见

【速记】com（共同）+ment（思

考，神智）：共同思考，评论

【搭配】no ~s 无可奉告

4.regulation n.规章，规则

【速记】regul（统治，规定）+
-ation（表名词）：管制，控制，

规范

【近义】rule；commandment；
norm
5.figure n.人物

【速记】fig（做，制作）+ure（表

名词）：做出的状态，形状

6.outlet n.经销店；廉价经销

店

【扩充】作名词的其他含义：（a）
（情感的）发泄途径；（思想的）

表达方式；（b）（通常指墙上的）

电源插座

7.restrict v.限制，限定，约束

【速记】re（回）+strict（拉紧）：

拉回来，限制

【近义】restrain；confine；limit
8.sponsorship n.赞助者的地位；

赞助行为，资助行为

9.addiction n.入迷，嗜好，上

瘾

10.halt v.使停止；使中断；

阻止

11.spiral v.盘旋上升（或下降），

（物价等）不断急剧的上升（或

下降）

12.diabetes n.<医>糖尿病；多尿

症

13.Paediatrics n.儿科学，小儿科

14.consumption n.消费，消耗

15.excessive a.过度的，极度的，

过分的

16.inconceivable a.不能想象的，

不可思议的，难以置信的

17.ban n.禁止，禁令

18.courageousa.勇敢的，无畏的，

有胆量的

19.in respect of 关于，涉及

20.alarm v. 警告

21.campaigner n.竞选者，集会

者，社会运动人士

22.take the lead 带头，为首

23.centerpiece n.中心装饰品

24. celebrity n.名人，知名人士，

名流

25.lecture v.给……做演讲；教

训（通常是指长篇大论的）

26.potential a.潜在的，有可能

的

27.billboard n.广告牌；告示牌

28.bold a.勇敢的，无畏的，

莽撞的

29.product placement 产品植

入；植入式广告；置入性行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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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scheme n.计划

31.inducement n.诱导，诱惑，

诱因

32.cuddly a.不由得想搂抱的，

可爱的；令人想拥抱的

33.lure v.吸引，引诱

34.available a.可获得的，可购得

的

35.up front 预先；在最前面

36.urge v.催促，推进，力

劝

37.takeaway n.外卖食品，外卖

店

38.vision v.视力，视野

39.set out 陈述，列述

40.back v.支持

41.radical a.激进的，彻底的

42.tactics n.战术，策略，手段

43.deploy v.展开，施展，部

署

翻译

1.volume n.量
2.emission n.排放，排放物，

散发物（尤指气体）

3.take a toll on 造成损失（或危

害、伤亡）

4.leak v.使泄露

5.attempt n.试图，尝试

6.maintain v.保持，维持；保养，

维护

7.monitor v.搜集，记录；测

定；监督

8.efficiency n.效率，效能

2010考研英语二

Section Ⅰ

1.outbreak n.（战争或疾病的）

爆发

【速记】来自动词短语 break out
“爆发，突然发生”

【 搭 配 】 ~ of
war/violence/typhoid 战争的爆

发/暴乱事件的爆发/伤寒的发作

2.swine flu 猪流感

3.detect v.发现，察觉

【同根】detectable a.可察觉到

的，能探测到的

【搭配】~ a change/difference
发现变化/不同，

~ a note of
sarcasm/excitement 察觉到一种

讽刺/激动的语气，

~ a disease 检测

到疾病

4.epidemic n.传染病，流行病

【速记】epi-（=among）+dem
（人）+ -ic（名词或形容词后缀）

5.heightened a.提高的，增加的

【同根】heighten v.（使）加强，

提高

6.alert n.警惕，警戒

7.convene v.召集（会议），

（会议）召开

【速记】con-（=together）+vene
（to come）
【同根】convention n.大会，正

式会议

8.case 【僻】 n.病例，病

案

【搭配】~ of AIDS 艾滋病病例

9.severity n.严重程度

【同根】severe a.十分严重的

10.overwhelming a.压倒性的，势

不可挡的，巨大的

【同根】overwhelm v.淹没；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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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制服

【搭配】the ~ majority of 绝大

多数；an ~ sense of loss 莫大的

失落感

11.symptom n.（临床）症状

【同根】symptomatic a.作为症

状的，（有）症状的

【搭配】flu ~ 流感症状；~s of
depression 抑郁症状

12.recovery n.恢复，痊愈

【同根】recover v.恢复健康，痊

愈

【搭配】~ from… 从……中恢

复；

make a remarkable/quick ~ 恢

复显著、很快

13.authority n.[常用 pl.]当局，

官方

【同根】authorize v.批准，授权

【 搭 配 】 health/immigration
authorities 卫生部门/移民局

14.hospitalization n.长期住院，

住院治疗（文中引申为住院治疗

病例）

【同根】hospitalize v.住院，留

医

15.at the height of 在……的顶

点；在……的顶峰或鼎盛时期

16.panic n.恐慌，惊慌

【搭配】in （a） ~ 惊慌地

17.fade v.逐渐消失

18.virtually ad.几乎，事实上

【同义】practically
【同根】virtual

19.seasonal flu 季节性流感

20.federal a.联邦的，同盟的

【同根】federation n.联盟，联

邦

【搭配】~ government 联邦政

府

21.stockpile n.库存，积蓄

【近】store
22.vaccine n.疫苗

【同根】vaccinate v.给……注

射疫苗，接种疫苗

23.dose n.（药物的）剂量，

一剂

【搭配】high/low ~ 大剂量/小
剂量

24.nasal spray 鼻用喷雾

Text 1
1.bull n.公牛

【搭配】~ market 牛市

2.run n.态势，状况，趋

势

3.dramatic a.戏剧性的

【 同 根 】 drama n. 戏 剧 ；

dramatics n.夸张做作的行为；

dramatize v.把（小说、事件）

改为戏剧或电影

【搭配】~ shift/change 戏剧性

的变化；~ irony 戏剧性的讽刺

【近义】sudden
4.fetch v.售得，卖得

5.auctioneer n.拍卖师

【同根】auction n./v.拍卖

6.bid n.出价

【同根】bidder n.出价者；

bidding n.（尤指拍卖时）竞买，

喊价

【搭配】make a ~ for sth 为某物

出价

7.bankruptcy n.破产

【同根】bankrupt a.破产的/v.
使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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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搭配：1）bull run（牛市态

势）

2）on a dramatic note（以一种戏

剧般的方式）

3）call out bids（喊出报价）

4）file for（申请）

8.momentum n.势头

【搭配】gain/gather ~ 增加/集聚

势头；maintain the ~ 保持势头

9.bewilderingly ad.令人费解的

【同根】bewilder v.使迷惑；

bewildering a.令人困惑的；

Bewildered a. 困 惑 的 ；

bewilderment n.困惑，迷惘【搭

配】

~ complex 复杂的让人费解

10.reckon v.认为

【同根】reckoning n.估计

【搭配】~ that 认为

【近义】think
11.generate v.产生

【同根】generative a.生产的；

generation n.产生、一代人

【搭配】~ revenue/profit 创造

盈利/利润

【近义】create
12.enormous a.（尺寸、数量）

巨大的

【搭配】an ~ amount of money
巨款

【近义】huge
13.ego n.自我

【同根】egocentric a.自我为中

心的；egoism n.自我主义

14.greed n.贪婪

【同根】greedy a.贪婪的

15.passion n.激情

【同根】passionate a.有激情的

【近义】enthusiasm
16.controversy n.争议

【同根】controversial a.有争议

的

【搭配】cause/provoke/arouse ~
引起争端

经典搭配：1）lose momentum（失

去发展势头）

2）for a while（一段时间）

3）rise bewilderingly（急剧增长）

4）at its peak（在其顶峰时期）

5）far beyond（远远超过）

6）enormous egos（膨胀的自我）

7）in a way（以……的方式）

17.unfashionable a.不合时宜

的

【速记】un（表否定的前缀）

+fashion（时尚）+able（形容词

后缀）

【反义】fashionable
18.gallery n.画廊，美术馆

19.contemporary a.当代的

【同根】contemporaneous a.同
时期的

【近义】modern
20.overheated a.过热的

【速记】over（表示“过于、超

过”之意的前缀）+heat（加热）

+ed（过去分词作形容词）

21.guarantee n.保证，担保

经 典 搭 配 ： 1 ） become
unfashionable（变得不合时宜）

2）stay away from（远离）

3）contemporary art（当代艺术）

4）auction house（拍卖行）

5）pay out（偿付，支付）

22.downturn n.（经济活动、生

产等）下降，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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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economic ~ 经济衰退

【反义】uoturn
23.impressionist n.印象派

【速记】impression（印象）+ist
（表示“人”的后缀）

【同根】impress v.给人留下印象；

impression n.印象；

Impressive a.给人印象深刻的；

impressionism n.印象主义

24.fluctuant a.波动的

经 典 搭 配 ： 1 ） the current
downturn in the art market（当前

艺术品市场的衰退）

2）on average（平均）

3）at the bottom（处于谷底）

25.slump n.（价格，数值等）

暴跌，不景气，萧条【反义】boom
26.deliver v.输送

【同根】 delivery n.递送；

deliverable n.（术语）应交付的

产品（尤指计算机部件）

经典搭配：1）special report（特

别报道）

2）a lack of（缺少）

3）keep away（远离）

Text 2
1.address v.发表演说，向……

讲话

【搭配】~ a meeting/conference
在会议上演讲

2.gathering n.聚会

【速记】gather（聚集）+ing（动

名词）

3.suburban a.郊区的

【速记】sub-（表“附属、次于”

之意的前缀）+urban（城市）

【同根】suburbanite n.郊区居

民；suburb n.郊区

4.particularly ad.尤其地

【同根】particular a.尤其的

【近义】specially
5.talkative a.健谈的

【速记】talk（谈话）+ -ative（表

形容词的后缀）

6.anecdote n.奇闻，轶事

【同根】anecdotal a. 轶事的

7.couch n.长沙发

8.comment v.评论

【同根】commentary n.评论性

著作，评论文；

v.为（体育比赛等）做解说；

commentator；
n.评论员，解说员

【近义】remark
9.complain v.抱怨

【同根】complaint n.抱怨

10.gesture v.做手势，做动作示

意

【搭配】~ towards/at/to 向……

做手势示意

11.puzzled a.困惑的

【同根】puzzle v.使困惑/n.困
惑

【近义】confused
12.conversation n.对话

【同根】converse v.交谈，对

话；conversational a.对话的，

健谈的

经 典 搭 配 ： 1 ） address a
gathering（在聚会上演讲）

2） nod in
agreement（点头表示同意）

3）gesture
toward（用手势示意，指着）

4 ） bu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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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laughter（爆发笑声）

5）keep the
conversation going（使谈话继续）

13.episode n.插曲

【同根】episodic a.偶尔发生

的，片段式的

14.crystallize v.使明确化，使具

体化

【同根】crystal n.水晶，结晶；

crystalline a.水晶的

15.irony n.具有讽刺意味的

情况

【同根】 ironic a.讽刺的；

ironically ad.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16.wreak v.（对某物）造成

破坏

17.havoc n.灾难，混乱

【搭配】 wreak ~ 造成灾难、

破坏

经典搭配：1）tend to（倾向于，

趋于）

2 ） wreak
havoc with…（给……带来浩劫）

18.sociologist n.社会学家

【速记】socio-（表示“社会的”

之意的前缀）+ -logist（名词后缀，

表示“……的专家”）

【同根】sociology n.社会学；

sociological a.社会学的

19.virtual a.实际上的，几乎的

【同根】virtually ad.实际上，

差不多

20.epidemic n.流行病

【同根】epidemiology n.流行

病学

经典搭配：1）give…as the reason
for（把……作为原因）

2） in the late

1970s（1970 年代后期）

3）lack of（缺

乏）

4）given（鉴

于，考虑到）

21.tangible a.确凿的，实在的

【搭配】~ evidence/proof 确凿

的证据

【反义】intangible
22.inequity n.不平等

【词根】equal
【反义】equity

23.accompany v.陪伴

【速记】impression（印象）+ist
（表示“人”的后缀）

【同根】company n.陪伴；

companion n.同伴，朋友

24.expectation n.期望

【同根】expect v.期待，期望

【搭配】Great Expectation 《远

大前程》

经典搭配：1）focused on（集中

于……）

2）accompany
sb to sth（陪伴、配合某人做某事）

3 ）

conversational partner（谈话伙伴）

4 ） first and
foremost（首先，首要）

25.represent v.代表

【同根】representation n.代表，

表现；
representative

n.代表/a.典型的

26.crisis n.危机

【搭配】economic/financial~ 经

济/金融危机

27.stereotypical a.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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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cartoonist n.漫画家

【搭配】animated ~ 动画片

经典搭配：1）in short（简言之）

2）held up in
front of one’s face（举起来挡着

脸）

3）glare at（怒

视，瞪视）

Text 3
1.perfect v.使完美，完善

【同根】perfectible a.可完善的；

perfection n.完善

2.automatic a.自动的

【同根】automatically ad.自动

的；automation n.自动化【搭配】

fully ~ 全自动；~ pilot（飞机上的）

自动驾驶仪

3.snack n.零食，小吃

【搭配】~ bar/street 小吃店/街
4.wipe v.擦，抹

【同根】wiper n.（汽车挡风玻

璃）刮水器，雨刷

【搭配】~ away 抹去；~ out 彻

底购销、去除；

~ sth from your memory 把某事

从记忆

中删除

5.counter n.柜台

6.cue n.提示，暗示

经典搭配：1）automatic behaviors
（无意识行为）

2）in response to（作为对……的

回应）

3）carefully designed（精心设计

的）

4）daily cues（日常触机）

7.fundamental a.基本的

【同根】fundamentally ad.根本

上；fundamentals n.基本原理，

基本法则

【搭配】~ change/difference 根

本的改变/差异

8.hygiene n.卫生（学）

【同根】hygienic a.卫生的；

hygienist n.牙医助手

【搭配】person~ 个人卫生；

good~ 卫生良好

9.tropical n.热带的

【词根】tropic n.（赤道以北或

以南的）回归线

【搭配】~ diseases 热带疾病；

the ~ rain forest 热带雨林

经 典 搭 配 ： 1 ） public health
problems（公共健康问题）

2）figure out（弄懂，弄明白）

3）soap habit（用香皂洗手的习

惯）

4）learn from…（向……学习）

10.subtle a.微妙的

【同根】subtlety n.微妙，机敏

【搭配】~ smell/flavor 气味/味道

很淡

【反义】obvious
11.corporation n.大型公司，企

业集团

【搭配】~ tax 公司（利润）税

12.routine n.惯例

【同根】routinely ad.惯常的

【搭配】daily ~ 日常生活； get
into a ~ 养成习惯

【近义】practice
经典搭配：1）turn to（求助于）

2）invest…doing sth（投入……

做某事）

3）introduce new routines（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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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惯例）

13.chew v.咀嚼

【搭配】chewing gum 口香糖

14.moisturizer n.润肤膏

【词根】moist 潮润的，湿润的

【同根】使湿润；moisture n.
水汽，湿气；moisturize v.使（皮

肤）滋润

15.disinfecting a.消毒的

【同根】disinfect v.将……消毒

【速记】dis（表否定的前缀）

+infect（感染）+ing（形容词后缀）

【搭配】~ equipment 消毒设备

16.purifier n.净化器

【词根】pure
【速记】pure（纯的）+fy（形容

词变动词的词缀）+ier（变 y 为 i
加 er，变为名词）

【搭配】air/water ~ 空气/水净

化器

17.fabric n.针织物

【搭配】 cotton ~ 棉织物

18.vitamin n.维他命，维生素

【搭配】~ A/B 维生素 A/B
19.multiple a.多次的

【速记】词根 multi- 表示多的、

多次的

【搭配】~ choice 多项选择题；

~ personality 多重人格

20.shrewd a.精明的

【同根】shrewdly ad.精明的；

shrewdness n.精明

21.campaign n.宣传活动

【搭配】~ for/against 支持/反
对……的运动

22.cavity-preventing 口腔预防

23.scrub n.擦洗

【搭配】~ out 彻底擦洗

24.beverage n.饮料

25.bottle v.把……装进瓶

【同根】bottled a.瓶装的

26.spring n.泉，山泉

27.sip v.小口的喝

28.primarily ad.首先地

【同根】primary a.初级的，基

本的

29.adolescent a.青春期的

【同根】adolescence n.青春期

30.feature v.以……为特色

【搭配】~ strongly/heavily 主要

特色

31.commercial n.商业广告

【同根】commerce n.商业贸易

32.riturl n.仪式

33.slip v.滑
【搭配】~ away（机会）错过、

溜走；~ in 插嘴；~ out 说漏嘴

经典搭配：1）look hard（仔细观

察）

2）are results of（是……的结果）

3）multiple times a day（一天多

次）

4）bottle the springs（将泉水装

瓶）

5）be featured as（被描述为）

6）be advertised as（被宣传为）

7）slip A in between B and C（将 A
悄悄放在 B和 C之间）

34.psychologist n.心理学家

【同根】psychology 心理学；

psychological a.心理学的

35.viable a.可行的

【同根】viability n.可行性

【搭配】~ alternative 可行的方

法

【近义】feasible/pract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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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搭配： 1） daily or weekly
patterns（每天或每周的惯例）

2）retire from（从……退休）

3）be a huge part of sth（是……

的要部分）

4）improve one’s life（改善某人

生活）

5）be essential to（对……来说具

有决定作用，是根本条件）

36.ruthless a.无情的，残忍的

37.erupt v.爆发

【同根】eruption n.爆发

【搭配】~ into laughter/shouting
突然大笑/大喊

【近义】break out
38.tactic n.策略

【同根】tactical a.策略性的；

tactician n.战术家

经典搭配：1）tie…to…（将……

贴于/系于）

2）controversies…erupted（辩论、

争论爆发）

Text 4
1.jury n.（由 12位公民组

成的）陪审团

【搭配】~ box 陪审席；sit/serve
on a ~ 担任陪审员

2.concrete a.具体的

【搭配】~ evidence 具体的证据

【反义】abstract
3.democratic a.民主的

【同根】democracy n.民主；

democrat n.民主人士；

democratize v.使民主化

【搭配】a ~ government 民主的

政府；~ party 民主党

4.minimal a.最低限度的

【同根】minimalism n.（美术、

设计、音乐等）极简主义；

minimize v.使减到最小；

minimum n.最少数

【扩充】mini-（同类中）极小的，

微小的

【近义】lowest
5.qualification n.限定性条件

【词根】quality
【同根】 qualify v.有资格；

qualified a.有资格的

【搭配】~ test 资格考试

6.literacy n.文化程度，有文化

【同根】literal a.字面意思的

【反义】illiteracy
7.competent a.能胜任的，有能

力的

【同根】competence n.能力，

胜任；compete v.竞争

【反义】incompetent
8.randomly ad.随机的

【同根】random n./a.随机

【近义】at random
9.defendant n.被告

【速记】defend（辩护）+ant（表

示“……人”之意的后缀）

【同根】defend v.辩护

【反义】plaintiff
10.entitled a.有资格的

【同根】entitle v.给予……的权

利；entitlement n.权力，资格

【搭配】be ~ to do sth 有资格做

某事

11.trial n.审判

【搭配】on ~ 受审判；come to~
提交法院审理；fair ~ 公正的审

判

12.verdict n.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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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reach/arrive at a ~ 作出

裁定；guilty ~/~ of guilty 有罪裁

决

13.conscience n.良心

【同根】conscientious a.认真负

责的

【搭配】guilty/troubled ~ 愧疚

的内心/不安的良心；a clean ~ 无

愧于心

经典搭配：1）jury system（陪审

团制度）

2）regard…as…（把……看作）

3）be entitled to（享有……的权

利）

4）the letter of the law（法律条

文的字面意思）

5）direct democracy（直接民主）

6）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代

议制民主）

14.procedure n.程序

【同根】procedural a.程序上的，

手续上的

【搭配】correct/proper ~正确的/
合适的程序

【近义】process
15.ideal a.理想的

【词根】idea
【同根】idealism n.理想主义；

idealist n.理想主义者/a.理想主

义的

16.prohibit v.禁止

【同根】prohibition n.禁止

【近义】forbid/ban
17.intentional a.有意的

【同根】 intention n.意图；

intentionally ad.故意的

18.discrimination n.歧视

【同根】discriminate v.歧视

【搭配】sex/racial 性别/种族歧

视

19.elite n.精英

【同根】elitism n.精英主义

【搭配】~ education 精英教育

20.blue-ribbon n.一流的，头等

的

【搭配】~ jury 蓝绶带陪审团，

一流陪审团

经 典 搭 配 ： 1 ） jury selection
procedures（陪审团遴选程序）

2）conflict with（与……相冲突）

3）intentional racial discrimination
（蓄意种族歧视）4）blue ribbon
（蓝带的，有一定名誉地位的人）

5）antidiscrimination law（反歧视

法案）

21.eligible a.有资格的

【同根】eligibility n.资格

【搭配】~ for sth/ ~ to do sth 有

资格做某事

22.exempt v.免除，豁免

【同根】exemption n.豁免

【搭配】~ sb from sth 免除某人

某事

23.justify v.证明……有道理

【同根】justified a.有正当理由

的；justification n.正当的理由；

justifiable a.可以证明是正确的

【搭配】~ doing sth 证明做某事

正确；~ yourself 为自己做辩解

24.unrepresentative a.不能代表

的

【同根】representation n.代表；

represent v.代表

【反义】representative
经典搭配：1）fail to（没能）

2）eligible for（适宜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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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的）

3）exempt…from…（使免除，使

免疫）

4）on the jury list（在陪审团名单

之列）

25.abolish v.废除

【同根】abolition n.废止，废除；

abolitionist n.主张

废除……的人

26.landmark n.里程碑

【速记】land（土地）+mark（标

记）

【近义】milestone
27.declare v.宣布

【同根】declaration n.宣布

28.unconstitutional a.不符合宪

法的

【速记】un（表示否定的前缀）

+constitution（宪法）+al（形容

词后缀）

【同根】Constitution n.宪法，

章程；constitutional a.宪法的

经典搭配：1）at random（随机

地）

2）be representative of（代表……）

3）sex discrimination（性别歧视）

Part B 效仿鸟类飞行或可节省燃

油

1.trumpt v.大声宣告，大肆

宣扬

【同根】trumpeter n.号手，小

号吹奏者

2.respectively ad.分别地

【同根】respective a.各自的

【近义】separately
3.lightweight a.比通常重量轻的

【搭配】a ~ jacket 一件轻便的

夹克

【近义】light
4.composite n.复合材料

【同根】compose v.由某物组成；

composition n.组成，构成

5.naturalistic a.自然的

【同根】nature n.自然；natural
a.（言行举止等）自然的；

naturally ad.（言行举止

等）自然地

6.formation n.编队，形成

【词根】form
【搭配】in ~ 编队（飞行）

7.expend v.消耗

【同根】expendable a.不值得保

存的；expenditure n.开支

【搭配】~ energy/effort/time 消

耗时间/精力/时间

8.curl v.盘绕，缭绕

【搭配】~ up 蜷缩

9.upwash n.上升气流

10.drag n.负重，累赘

【搭配】~ reduction 减少负重

11.propel v.推进

【同根】propeller n.螺旋桨，推

进器

12.aeronautics n.航空学

13.substantially ad.实质上，大

体上

【同根】substantive a.实质的；

substantial a.大量的

【近义】essentially
14.depart v.出发

【同根】departure n.离开，出

发

【反义】arrive
15.assemble v.集合

【搭配】~ line 作业的装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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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inverted a.倒转的

17.favorable a.有利的

【同根】favor v.喜欢；favorite
a.最喜欢的

【近义】profitable
18.proceed v.继续进行

【同根】proceeding n.事件

【搭配】~ against 起诉某人；~
to 继续做

19.carbon-dioxide 二氧化碳

20.nitrogen-oxide 一氧化氮

21.emission n.排放

【搭配】gas ~ 气体排放

22.cruise v.（汽车、飞机等）

以平稳速度行驶

23.portion n.部分

【搭配】a ~ of 一部分

【近义】part
24.knot n.结，疙瘩，文章

用以指“问题”

25.perception n.觉察

【同根】perceptive a.感知的；

perceptible a.可以感知的

【搭配】visual ~ 视觉；aesthetic
~ 美感

26.companion n.同伴，结伴

【同根】company v.陪伴

27.nautical a.航海的

【搭配】~ mile 海里

【近义】marine
28.intimate a.亲近的

【同根】intimacy n.亲近

【 搭 配 】 ~ relationship/friends
亲密的关系/朋友

29.peer v.仔细看，盯着看

30.separation n.分开

【同根】 separate v.分离；

separable a.可分离的

31.air-traffic-control 空中交通

管

32.regulation n.规定

【同根】regulate v.管理

【近义】rule
33.aviation n.航空

【搭配】civil ~ 民航；~ industry
航空工业

34.blueprint n.计划，蓝图

35.operational a.操作的

【同 根】 operate v.操作 ；

regulation n.操作

【搭配】~ process 操作程序

36.turbulence n.湍流、不稳定的

强气流

【同根】turbulent a.风大浪高的，

狂流的

37.wake n.航空轨迹

38.decay v.消退

【近义】disappear
39.diminish v.变小，减小

40.investigate v.调查

【同根】investigation n.调查

41.co-ordinate v.协调

【同根】co-ordination n.协调；

co-ordinated a.协调的

42.destination n.目的地

【近义】goal
43.reschedule v.重新计划，重

新安排日程

【速记】re（表“重新”、“再次”

之意的前缀）+schedule（安排日

程）

44.military a.军事的

【同根】militarism n.军国主义；

militarist n.军国主义者；

militarized v.军事化

【搭配】~ affairs 军事，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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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兵役；~ training 军事

训练；

Military Academy 军事学院

45.unsubstantiated a.未经证实

的

【同根】substantiate v.证明，

证实

【反义】substantiated
46.skipper n.机长

【近义】captain

泰德·宁对承受力的体会（翻译）

1.sustainability n.忍受力

【词根】sustain v.遭受，经受

【同根】sustainable a.可持续的；

sustained a.持续的

2.concept n.概念

【同根】conception n.概念，想

法；

conceptual a.概念的；

conceptualize v.使概念

化

3.endure v.忍耐，忍受

【同根】endurable a.可忍受的；

endurance n.忍耐力；

enduring a.持久的

【搭配】~ doing sth 忍受做某事

4.oriented a.以……为目标的、

主要的

【同根】orient v.围绕，针对；

orientation n.目标，方向

【搭配】market- oriented plan
以市场为导向的计

5.confusing a.困惑的，令人困惑

的

【词根】confuse v.使困惑

【同根】confused a.困惑的；

confusion n.困惑

6.insurance n.保险

【词根】insure v.给……保险

【同根】insured a.已经保险的

【搭配】health/car/travel ~ 健

康/汽车/旅游保险

7.be through 经历

8.dot-com a.与互联网相关的

【速记】dot（点）+com（域名）

9.boom n.激增

【同根】booming a.繁荣发展的

【近义】soar
【反义】slump
10.burst n.爆炸

【搭配】~ of anger/tempter 怒火

/脾气爆发

11.desperate a.非常需要的

【同根】desperation n.绝望，

不顾一切；desperatly ad.绝望的

【搭配】~ for sth 急需某物

12.sign on with 与……签约

13.dilemma n.进退两难的境

地、困境

【搭配】in a ~ 处于困境

14.translate v.导致，造成

【同根】translation n.转化；

translator n.翻译者

【搭配】~ sth into sth 前者导致

后者的发生

15.predictable ad.可以预期地

【词根】predict v.预料

【同根】predicable a.可以预料

的；prediction n.预期

16.miserable a.痛苦的

【同根】misery n.痛苦，苦难；

miserably ad.痛苦地

17.stare st 盯着看

18.ceiling n.天花板

19.turn the corner 情况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