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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一

2017
Text 1

1).authority
n.当局，官方机构
2).recommend
v.推荐
3).security lines
安全警戒线
4).undercover
a.秘密的，秘密从事的
5).investigator
n.研究者，调查者
6).sneak
v.偷偷地拿
7).crash
n.坠机，撞毁
8).undermine
v.逐渐削弱，动摇
9).drag
n.拖累，阻碍
10).infuriating
a.激怒人的
11).anticipate
v.预期，期望
12).dispute
v.反对，辩驳
13).enroll
v.登记，注册
14).be eligible to
有资格的，符合条件的
15).fatal
a.致命的，重大的
16).divert
v.转移

Text 2

1).astronomer
n.天文学家
2).reigning
adj.在位的
3).monarch
n.君主
4).esteemed
adj.受人尊敬的
5).protest
n.抗议
6).observatory
n.天文台
7).cosmos
n.宇宙
8).dormant
adj.休眠的
9).unsurpassed
adj.无可比拟的
10).clarity
n.清楚，清晰
11).sacred
adj.神圣的
12).sovereign
adj.有主权的
13).eagerness
n.渴望，渴求
14).ecosystem
n.生态系统
15).inhabitant
n.居民，居住者
16).relic
n.遗物，遗迹
17).renaissance
n.复兴
18).civilization
n.文明
19).disassemble
v.拆开，拆卸
20).comprom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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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妥协
21).visibility
n.能见度
22).archaeological
adj.考古学的
23).embrace
v.拥抱，信奉
24).heritage
n.遗产，传统

2016年考研英语一
Text 1
preliminary 初步的，预备的

ultra-极，超过某限度

runway（延伸观众席的）延伸台

道，T 型台

incite煽动，鼓动

excessive过多的，极度的

uplifting（在道德、文化等方面）

进行提升的

impinge侵犯，侵害

signal信号，暗号

worth价值

enforce执行，实施

arbiter仲裁者，裁决人

hint暗示，示意

intangible无形的

quality 素质，品德，品性

character个性，性格

intellect智力，才智

physique体格，体型

severe严厉的，重的

punishment 惩罚，处罚

index指数

mass质量

fine罚金，罚款

inherent固有的，内在的

adornment装饰

idealize将…视为理想，将…理想

化

enforcement执行，实施

sanction制裁，处罚

characteristic特征，特性

ethical道德的，伦理的

charter宪章

compliance服从，遵从，顺从

persuasion说服

address对付，处理，设法了解并

解决

misuse误用

elevate提升

Text 2
poll民意调查

alongside（与…）相比

launch 发起

specifically特意，专门地

dweller居民

refreshing 清爽的，清新的

pressure催促，迫使，呼吁

concrete混凝土

consume消耗

guardianship监护，保护

endorse赞同，支持

sentiment观点，看法

explicitly明确地

priority优先权

conservation保护

authorize批准，授权

profitable有利可图的

likewise同样地

discontinue中止，停止

council（英国地方政府的）政务

委员会，地方议会

plead请求

considered经过深思熟虑的



sensible明智的，合理的

infrastructure基础设施

identify（经考虑）确定

intrusion侵犯

meadow草地

lobby游说团体

new-build 正在建造（刚刚建成）

的房子

renovation翻新

renewal 复兴

out-of-town城外的，城郊的

biased有偏见的，偏袒一方的

retain保持

enviable令人羡慕的

coherence一致，协调

alternative 供替代的选择，选择

的余地

corrupt破坏的，毁坏

Text 3
engage in参与、从事

accept承认，同意

premise前提

clear-cut 一分为二的、界限分明

的

monetary 货币的、金融的

prosecute起诉、告发

corruption（尤指有权势者的）贪

污、腐败、受贿的

take sth as sth将…看作是

donate捐赠、捐献

good causes 慈善事业

diffuse发散的、分散的

halo effect光环效应

whereby凭借，通过

consideration体谅、考虑

previous 以前的、早先的

have trouble doing sth 做某事有

困难的

differentiate辨别、区别

bribery（指行为）贿赂、行贿、

受贿

comprehensive全面的

lenient宽大的、仁慈的

penalty 处罚、惩罚

fine罚款

whereas（正是用法）尽管

eliminate排除、消除

substantial重大的、可观的

bank on指望、依靠

demonstrate表明，证明

get into trouble with the law 陷入

法律纠纷

Text 4
cease中止、停止（做某事）

newsprint（用来印刷报纸的）新

闻纸

nostalgia怀旧之情

aside（仅用于名词后）且不谈、

且不管

incentive激励、刺激

ditch丢弃

infrastructure 基础设施、基础结

构

physical物质的、有形的

press印刷机

excessive过多的，过度的

constraint限制、束缚

migrate迁移

dwarf（因自身巨大而）使…显得

矮小，使相形见绌

counterpart对应的人或物

revenue（公司、组织或政府的）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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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head企业惯常支出、管理费

用（租金、保险费、电费等）

circulation（报纸或杂志的）发行

量、销售量

eliminate清除、消除

accelerate使…加快

transition转变；变革，变迁

discontinue停止，使终止

loyal忠诚的

upset使失望、使不高兴

blunder 愚蠢（或粗心）的错误

foresighted 有远见的，有先见之

明的

pick 挑选

legacy 遗赠、遗产

favor更喜欢，喜爱，支持

sustain维持，使持续

overpay为…多付钱

essentially 本质上

generate产生，使生成

obsess使着迷、使迷住

subscription征订费

tremendous巨大的，惊人的

luxury 享受，奢侈

aggressive有冲劲的，汲汲于成功

的

Text 4 Part B
context（事情发生的）背景、环

境

professional 专业人士、内行

efficient效率高的

present展示、展现

assess评估，评定
trustworthiness
（trustworthy 的变形）可信赖

度，信用

likeability（likeable 的变形）可爱

程度，魅力

solely仅仅

era时代，年代

norm规范，行为准则

evolve逐渐形成、逐渐演变

fragment（使）破裂、碎裂

setting环境

sneaker 运动鞋

status身份，地位

plus此外

magnify 放大，扩大

headshot大头照，头像

millennial千禧一代

paradox自相矛盾

conscious特别感兴趣的，关注的

navigate 找到正确方法（对付困

难或复杂的情况）

upgrade提高，提升

pull off成功完成（困难的事）

enhance 提高，增强，增进

executive主管领导，行政领导

transition过渡（期），转变

step into 开始做，开始介入

stuck（stick的过去分词）被卡住

的，不知所措的

rut刻板乏味的生活

feedback反馈，回复

cue提示，线索

perceive把…看做，认识

refresh刷新，更新

pivot以…为中心旋转

take sb seriously认真对待某人

approachable和蔼可亲的

stylish时髦的

SoHo休南区，索霍区（美国纽约

曼哈顿南面一地区）

characterization（对人或物的）特

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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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ropologist人类学家

look up to 钦佩，尊敬

enlist争取，谋取

stylist形象设计师

barber 理发师

spouse配偶

point目的，意图

vain自负的，虚荣的

fuss over 对某事过于关心

fatigue厌倦

go-to option可依赖的选择

at once 同时，一起

Section Ⅲ Translation
birthright与生俱来的权力

build into 使固定于；使成为…的

一部分

heal 长好，愈合

mend 愈合

reawaken重新唤起；再次引发（感

情、回忆等）

immune system免疫系统

nutrition营养（作用）；滋养

access 进入权；使用权；接触的

机会

temporarily暂时地

restore恢复

seed种子，籽

self-esteem自尊（心）

perspective 客观判断力，权衡轻

重的能力

take sb/sth seriously 认真对待某

人/某事

work out（问题）逐渐解决；（复

杂情况）逐渐化解

innate天生的，与生俱来的

unlearned 不学而能的，不学即会

的；天然的

sympathy同情，同情心

resolve解决（问题、困难）

manage合理安排，有效使用（时

间、金钱等）；经营，管理

surround 环绕，围绕

cure-all 万灵药，灵丹妙药

perfectly 完全地；非常；十分

mundane平凡的，平淡的；乏味

的

foe敌人，仇敌

conscience良心，良知

slow down 放慢速度，减缓；松

劲；放松

2015年考研英语一

Section Ⅰ Use of English
biologically有血亲关系

proceedings（讨论会、会议、大

会等的）报道，记录，公报

genome染色体组，基因组

geneticist遗传学家

immunity 免疫力

kinship血缘关系；亲属关系

evolve进化

befriend 对……以朋友相待；

和……交朋友

extraction血统；出身；家世

ancestry 世系；祖先

Text 1
abdicate退位，逊位

scandal 丑事

monarchy君主政体；君主政治

the writing is on the wall 不祥之

兆；不祥预感

polarise使两极分化

regime政治制度，政权，政体

embody 表现，象征； 使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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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endence 超越

infested遍布的

survive幸存，活下来

controversial有争议的；有争论的

downside负面，消极面

indefensible站不住脚的

inherited 通过继承得到的，遗传

的

bizarre离奇的；奇怪的

aristocratic贵族的，贵族气派的

intrusiveness干涉性；侵扰性；侵

入性

well-heeled富有的，穿着考究的

hierarchical 分层的；等级体系的

Text 2
warrant授权证；依据

refrain from忍住；制止；控制

sweeping 彻底的；影响广泛的，

全面的

assumption假定，设想

possession拥有；财产；占有物

suspect嫌疑犯

assess评定；估价

implication卷入；牵连

recklessly不在乎地，鲁莽地

discernable可辨别的，可认识的

guideline指导方针；准则

defendant被告

discard丢弃；抛弃

lame无说服力的；蹩脚的

rifle through到处搜寻

arrestee捕者

correspondence 通信

cloud computing 云计算

overtly过度地，极度地

onerous繁重的；麻烦的

invalidate使无效；使作废

pending 未定的；待定的；即将发

生的

entitle sb to sth 赋予某人……的

权利

disruptive分裂性的；破坏的

accessibility 易接近，可到达

domain范围；领域；领土

sort out解决

Text 3
statistical 统计的；统计学的

peer-review同行评审

editor-in-chief主编；总主编

contribute to 是……的原因；促成

irreproducibility不可复制性

editorial社论

manuscript手稿；原稿

flag up 引起对……的注意；标出

scrutiny细审查；细看

panel 专家咨询组；讨论小组

motivate促进；使有动机

biostatistician生物统计学家

advisory咨询的；顾问的

novel新奇的；异常的

model after效仿；模仿

methodology方法学；方法论

overdue过期的；早该有的

biomedical生物医学的

take a tough line 采取强硬立场；

采取果断措施

literate精通的

verify 核实；查证

Text 4
unsettling 令人不安的；使人担忧

的

dearth缺乏；稀少

integrity 诚实；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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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 one’s point home把论点讲

透彻；阐明观点

hacking 非法闯入（电脑等数据系

统）

conspire 密谋；共谋

predecessor前任；前辈

unfold 渐渐显露；逐步被揭示到

了解

astonishing 惊人的

revelation揭露的惊人内幕

accountable for在……方面负责

doctrine主义；信条

flexibility弹性；灵活性

circulation发行额；销售量

margin边缘

proportionality比例；均衡

accountability责任；义务

betray暴露；显露

quest追求；寻求

suspicion怀疑

Part B
proceed进行

identify认出；识别

work sth out设法弄懂某事

draw on sth（为某种目的）利用，

动用（信息、经验、知识等）

implicit隐性的；不言明的

entity实体

infer推断，推定

assimilation 吸收，领会（信息、

思想或文化）

retrieval重获；找回

ascribe sth to sb/sth 把……归因

于

obscure搞混；使难理解

overlapping（在关注的问题、承

担的责任等方面）部分地重叠，

部分相同

seminar 研讨会；培训会

dimension方面；部分

inform影响（某人的态度或观点）

counterbalance平衡因素；制衡力

2014年考研英语一

Section Ⅰ Use of English
hit 达到（某事物）；至

acquaintance 熟人；泛泛之交

occurrence 事件；事情；发生的

事

innocent 无害的

potentially 可能地；潜在地

neuroscientist 神经科学家

cognitive认知的；有关认识的

essentially 本质上；基本上

inherit 继承得来的；遗传的

fluctuate 波动；起伏

systematically 系统地；有条不紊

地

feedback 反馈信息

modify 使改善；使改进

routine 惯例；例行公事；固定程

序

resistance抵抗力

vary 使有变化；改变

Text 1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英

国）财政大臣

upfront预付的；先期的

CV（= curriculum vitae）简历；履

历

eligible合格的；符合条件的

fortnightly每两星期（发生）一次

allowance津贴；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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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off戒掉

complete with备有；具有

indulgent放纵的；纵容的

subsidise补助；资助

zeal热情; 热心:
deserving 应得的（尤指值得帮助

的）

claimant（申请福利）请求人，认

领人

embarrassing 令人尴尬的；使人

难堪的

crucial 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

instinct本能

permanent 永恒的；持久的；长

期的

welfare（给失业者和穷人的）福

利救济金

entitlement应得权益

EU（=European Union）欧盟

Text 2
generate 引发（某种情感）；造

成（某种情况）

ground充分的理由；根据

skyscraper摩天大楼

pile into 一窝蜂地进入（离开）某

处

nuisance <律>妨害，损害行为

tort <律>民事侵权行为

excessive过多的；过分的

path（达到或成就某事的）途径，

方式

the bar 法律专业（人士），法律

界

on top of 另外

sensible（声明，行动方针）明智

的，有益的:
conservative保守的；守旧的

implement实施；贯彻

sit for参加（考试）

stern严厉的；严格的

guild协会；行会

regulator 行业（或商业活动）管

理者；管理机构

liberalize 使自由化；放宽对……

的限制

resistance反对；抵制

rigid僵化的；一成不变的

aggravate使（问题）恶化；加剧

due应有的；正当的

Text 3
feature（尤指报刊、节目的长篇）

特写，特别报道

a string of 一系列（类似物件或事

件）

lucrative 可获利的；赚钱的

entrepreneur 企业家

benefactor 捐助者；赞助人

a handful of 少数；几个

upstart 突然发迹者；新贵

prestige 声望；威信

self-promotion 自我推销

cement 加强；巩固

status quo 现状

perpetuate使永存；使永久

scattered 分散的；稀疏的

legitimate 正当的；合理的

unrepresentative非代表性的；不

典型的

recipient 接收者；收受者

demonstrate 证明；证实

row 大声而激烈的争论; 吵架
Higgs boson
希格斯玻色子：即西子，是粒子

物理学标准模型预言的一种自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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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零的玻色子

legitimacy合法性；合理性

(as) much as即使，虽然

mechanism机制；机理

handsome （数量、金额或利润）

相当大的，可观的

controversy 争议

endurance 持续的存在；持久

do justice to sb/sth 承认某人/某
事物的价值；公平对待某人/某事

物

cast把（怀疑，轻视）加诸

Text 4
affirm肯定

humanities 人文学科（如文学、

语言、历史、哲学等）

prosperity 繁荣；昌盛；成功
liberal
自由主义的（政治上支持个人自

由、自由贸易和适度的政治和社

会改革）；文科教

的

democracy 民主；民主政治；民

主制度

address提出；提交（口头或书面

的报告）以引起……的注意

congressional（美国）国会的

foundation（用基金建立的）机构

（如学院或医院）

benefactor施惠者；捐助人

excellence优秀；卓越；杰出

scholarship学术研究；学术成就；

学问

commission（受权执行任务的）

委员会

top tier 顶层；高层

prominent 杰出的；卓越的；重

要的

diplomacy 外交职业；外交活动

representative代议制的

presuppose 预先假定（某事物）

属实; 预料

informed有学识的；有知识的

citizenry 公民：市民

literacy读写能力

call for呼吁；要求

craft精心制作

coherentadj （指看法、思想、言

语、推理等）有条理的

curriculum（全部的）课程

bring to bear 运用；应用

advocate拥护；提倡；支持

illiberal缺乏文化素养的；粗鄙的

be deprived of 缺乏……

inquiry 询问；疑问

publicize 引起公众对（某物）的

注意；宣传

progressive 崇尚（推进）变革（或

革新）的

left-liberal左倾自由主义的

propaganda（尤指偏狭误导的）

宣传；谣言

routinely 例行公事地；惯例地；

惯常地

portray描述；描写

legitimate正当的；合理的

intellectual 要动脑的；智力的

enthusiasm 热情；热忱

set back 阻碍；妨碍

obscure使……不分明；遮掩

illuminate阐明；澄清

appreciative 表示赞赏的

contemptuous 鄙视的；表示轻蔑

的

influential有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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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guard保护；维护；捍卫

exclusive单独的；排他的

emerging新兴的；新出现的

be biased against sb/sth 对某人/
某事存有偏见。

grasp全面理解；全面领会

2013年考研英语一

Section Ⅰ Use of English
on the whole大体上；总体来看

be poor at (doing) sth 不 擅 长

（做）……；在某方面不在行

at first glance乍一看；乍一想

strength优点；长处

speculate推测；推断

bias 使偏心；使有偏见

sample样本；样品

theorise创建理论；使理论化

soft(过分)有同情心的，心肠软的

sentence判决；宣判

defendant被告

community service社区服务

in theory 理论上而言；照理说

randomly随机地；随意地

suspect猜想；推测

scale等级；级别

in conjunction with sb/sth 与……

一起；连同

previous（时间或顺序上）先前的；

之前的

an average of平均

Text 1
scold训斥；责骂

imagine猜想；认为

affect影响；使发生变化

descend堕落；沦落

bargain bin廉价商品处理区

garment（一件）衣服

top-down自上而下的；等级的

be at odds with sth 与……不一

致，相矛盾

feverish极度兴奋的；狂热的

indictment控诉；谴责

mass-market销售量大的；面向大

众的

anticipate预见到（要发生的事或

需要做的事）而采取措施

turnaround周转时间

inventory存货；库存

disposable一次性的

wardrobe（个人的）全部衣物

on-trend时尚的

dirt-cheap非常便宜的

hijack把持；控制

knit编织物；针织物

volume大量

strain尽量使力；最大限度的施加

重担

chemical化学物质

answer（地位、作用等方面的）

对应物；相当的人

activist积极分子；激进主义分子

bestseller畅销书

omnivore杂食动物或杂食的人

dilemma（进退两难的）困境，窘

境

give away捐赠；赠送

excess过量；过度

ideal 模范；完美的典范

perfect使（接近）完美，使（接

近）完善

knock off 仓促或轻易地完成、做

完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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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b 抑制；控制

collection时装

line（产品的）类型，种别

effect使发生；实现；引起

idealism理想主义

advocate拥护者；倡导者

sustainability 可持续性；可持续

发展

vanity 虚荣；虚荣心

constant不变的事物

insensitivity 不敏感；感觉迟钝

obsession惦念；着迷

combat 试图减少、 减弱或消灭

（某事物）

shut out sth把（某物）挡在外面；

排除（干扰）

accusation控告；指责

idealist理想主义者

satire讽刺；讥讽

extravagant奢侈的；挥霍的

myth 想像的、 虚构或不可能存

在的事物、 人等

Text 2
budget预算

fraction 分数；小数

search for（文章中尤指使用计算

机在互联网或数据库中搜索）

click on（在计算机屏幕上用鼠标）

点击；单击
behavioral ad
行为广告（文中的“行为广告”

是指广告商通过追踪用户的上网

行为而投放的有针对性的广告）

illustrate 表 明 … … 真 实 ； 显

示……存在

fine-grained细致的；周密的

assume假设；假想

track追踪；观察……的进程

explicit详述的；明确的

permission准许；许可

commission委员会

propose提议；建议

browser（计算机）浏览器

due to do sth 预定做……；预期

做……

alliance联盟；联合

get cracking开始积极迅速地行动

set off激发；引发

row大声而激烈的争论；吵架

version（电脑软件的更新）版本

default【计】默认；系统设置值

horrified惊惧的；惊讶的

stick with坚持；继续

chief executive董事长；首席执行

官；行政长官

be worse off情况更坏；更糟

industry 产业

preference 偏爱的事物；特别爱

好的事物

oblige强制；强迫

ignore 不理；忽视

press on坚定地继续做……

comply with 遵从；服从

upset使心烦意乱；使混乱

guarantee保证；担保

norm标准；规范

compare… favorably with……比

得上……；……比……强

privacy隐私；秘密

Text 3
vision构想；想象

by no means 绝不；一点也不

uniformly一律地；一致地

glowingly 热情洋溢地；充满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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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fulfillment（尤指因做重要的事或

发挥才干而产生的）满足感；成

就感

utopia 理想社会；乌托邦

appreciation 对情况的充分了解；

理解

asteroid（尤指火星和木星之间

的）小行星

epidemic 流行性的

be tempted to do sth 使倾向于；

使很想做

assume认为；以为

gloominess悲观；沮丧

misplaced（感觉或看法）不恰当

的，不应有的

fossil化石

species 物种；种

endure继续存在；持续

if not要不是……﹙也是……﹚，

没有……﹙也有……﹚

Homo sapiens 人类；智人（现代

人的学名）

distributed分布的

result in sth 造成；导致

overall总的；整体的

flagship旗舰；标志产品

hence……之后；今后……（用于

一段时间之后）

willfully任性地；固执地

timescale时段；时间

dazzlingly惊人地；使迷惑地

futurologist未来学研究者

envisage想象；展望

launch 出版；发行

dedicate 把……专用于某课题

（或目的）

considerable相当的

assurance把握；自信

evidence-based基于证据的

descendant 后代；后裔

perspective（观察问题的）视角，

观点

pessimistic悲观的

a passing fad一时的流行

rosy乐观的；有希望的

knowledgeable有见识的；知识渊

博的

lot命运（一般用单数形式）

sustained持续的；持久的

dominant占统治地位的；（最）

强大的；（最）有影响的

futurological未来学的

on the rise在增加；在增长

immediate（时间）最近的，紧接

的

conceive想象；想出

be crucial to对……至关重要

draw on利用；吸取

curb抑制；约束

ever-一直；总是

prospects 前景

Text 4
the Supreme Court 美国联邦最高

法院

knock out 击败（在文中意为推

翻）

modest（数量、体积等）不大的，

适度的，中等的

defeat失败

upset打乱；扰乱

state（联邦或共和国的）州，邦

overturn推翻；使无效

provision规定；条文；条款

enforce实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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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ization归化；入籍； 引进

precede（级别、地位等）高于，

在……之上

fashion改革；改变

liberal自由主义者

hold相信；认为

deliberately 故意地；谨慎地；慎

重地

intrude侵入；闯入

verify核实；查对；查清

envision想象；预想

explicitly明白地；明确地

conflict不合；不一致；冲突；抵

触

statute成文法；法令，法规

robust强有力的；坚实的

go back to 自（某时候）起已存在；

追溯到

turn on显露出；流露出

priority 优先权

comply with sth遵守；服从

to the letter 严格地

in effect实质上；实际上

invalidate使（某事物）无效或作

废

legitimate依法的；合法的

exclusively专门地；独占地

in essence 本质上；实质；基本上

assert 断言；坚称；肯定有力地

说出事实（看法）

carry out执行；贯彻

deprive剥夺；使丧失

overstep超过（限度）；超越

withhold拒绝给

undermine 逐渐削弱或暗中破坏

（某事物[某人]）
in favour of赞成

outweigh胜过；超过

rarely 罕见地；少有地

Part B
flourish迅速发展；兴旺

as of 直到；到……时候为止

academia 学术界；学术环境

swell增加；增长

sustainable可持续的

humanity 人类；人文学科（尤指

文学、语言、历史和哲学）

agriculture农业；农业的

eradicate根除；消灭（某事物）

artificial人造的

fertilizer化肥；肥料

distribution分配；分发

prosperity（经济的）繁荣。

radical完全的；彻底的

destruction破坏；摧毁

disciplinary 有关学科的

scope（处理、研究事物的）范围

accumulation积累；积聚

trick技巧；窍门

category种类；类别

horizon地平线

enact发生；进行

evolve（使）逐渐形成

oriented 以 … … 为 方 向 的 ；

以……为目的的

brief概要；摘要

integrate（将某事物与另一事物

结合）构成整体，使结合

demographic人口结构的

marine海的；海中的

inclusive 不排斥其中任何团体

的；包容广泛的

mindset观念模式；思维倾向

stem阻止；遏制

consumption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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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uctant不情愿的；勉强的

(be) up in arms (about/over sth)强
烈反对

drop放弃；使停止

2012年英语一

Section Ⅰ Use of English
ethical 道德的；与伦理有关的

Supreme Court（美国各州或联

邦）最高法院

justice 法官（多用于法官的名字

前表示头衔）

legitimacy合法性；合理性

guardian维护者；保护者

the rule of law 法律原则；法治

instance 例子；实例；事例

impartial不偏不倚的；公正的

code行为准则；行为规范

at the very least至少；不管怎样；

无论如何

judiciary 司法制度；司法系统

framer 美国宪法的制定者；设计

者

envision预想；展望

constitutional 宪法的；与宪法有

关的

fundamental基本的；至关重要的

inescapably 不可避免地

split（尤指因意见相左而）分裂，

分化

ideological 思想体系的；意识形

态的

unjust不公正的；不合理的

ruling 裁决；判决

Text 1
stimulus促进因素；刺激物

undesirable不好的；有害的

probe细查；探究

evade规避；回避

illustrate（用示例、 图表等）说

明， 阐明（某事物）

behavioral行为的；行为方式的

desirable 合意的；理想的

profound深远的；深刻的

whispered低语的；细语的

peer pressure 朋辈压力（同龄群

体对个人的影响）

contend主张（某事物）；认为

group dynamics 群体动力（群体

中人们相互作用的过程）

recipient接受者

a host of 众多；许多

in action在工作；在运转

sponsor赞助；资助

rage狂怒；盛怒

haze雾气；薄雾

sets out to do sth（带着某目的）

开始做某事

uncool不流行的；不酷的

initiative计划；倡议

recruit吸收（某人）为新成员

promising 有前途的；有希望的

perceptive有理解力的；有洞察力

的

critique批评性的分析；评论；评

论文章

lameness令人不满意的地方

spot-on adj 对极了；准确的

fail to do sth 未能做某事

mobilize动用；利用

demonstrate显示；表露；表现

flawed有缺陷的；错误的

plead极力主张

billboard（户外）广告牌，广告

招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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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hing more than仅仅；只不过

fit in 被接受；相处融洽

convincingly 令人信服地

advocate拥护者，倡导者

take a page from学习；取经

apply 使用；运用

exploration探索；探究

biological 生物学的

glaring突出的，明显的

mixed有好有坏的

exert施加（影响）

a body of 大量、大批（知识、信

息等）

emerging刚出现的；新兴的

network联络网

via通过，借助于（某种手段或人）

subtle 细微的；微妙的；难以察

觉的

imitate模仿（某人的动作、言语

或行为）

bureaucrat官僚

steer指导；引导

virtuous有德行的；品行好的

break up断开

pair…with…使（人或物）成对或

成双

tactic手段；策略

engineer 安排；策划

Text 2
condemn 谴责；指责

dishonour违反；违背

enter into sth达成协议，合同等

vision构想；设想

defy违抗；蔑视

withdraw收回；撤回

apparently 似乎；看来

provoke激起，导致（某种感情等）

justified正当的；合理的

outrage义愤；愤慨

renege on sth 违约；背信

commitment承诺

abide by sth遵守某事物；忠于某

事物

regulation规章；法规；条例

precisely精确地；恰好

constitutionality 符合宪法；合宪

性

desperate孤注一掷的；奋力作最

后一搏（以寻求获救）的

stunning 令人惊奇的；令人震惊

的

surface引起注意；公开化

aging 变旧的；陈旧的

reactor反应堆

condition条件

approval赞成；同意；批准

permission许可；批准；同意

operate经营；管理

past晚于……；在……之后

extension延长期；放宽的期限

be subject to sth 取决于……；

视……而定

legislature立法机构

go along 遵照……的建议；追

随……的做法

intend to do sth 打算做某事；想

要做某事

live by 按照；遵守

foresee预见；预料

string 成列或成行的人；一连串的

事物

collapse突然倒下；倒塌

cooling tower冷凝塔

raise引起；使（某事物）产生或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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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kage渗漏；泄露

misleading 骗人的；误导人的

enrage使非常愤怒；激怒

vote against投票反对

invalid法律上不承认的；无效的

legislation法律，法规

regulatory管理的；控制的

obscure模糊的；不清楚的

whereas尽管

precedent先例

extend涉及（范围）；延伸（距

离）

patchwork拼凑的东西

debate考虑；思考

beside the point离题；不相干

have nothing to lose（即使不成功

也）不会损失什么，不会变得更

糟

go to war with sb与某人开战

consequence后果；影响

pledge发誓；作保证

Text 3
complexity 复杂性；错综复杂的

状态

misconception误解；错误想法

logicality 合逻辑；合理

regularity 规律性；规则性；经常

性

inspection审阅；审查

persistent持续不断的；不间断的

recognition认可；承认；确认

quote 引用；引述；引证

inspire赋予某人灵感；启示；启

迪

idealized理想化的；完美的

objective 客观的；如实的；无偏

见的

carry out执行；实施；落实

ambiguous 含糊不清的；不明确

的

complicated复杂的；费解的

context环境；背景；周围情况

prior（时间、顺序、重要性）在

先的，在前的

subsequent后来的；随后的

misinterpretation误解

self-deception自欺

abound大量存在

claim声称；主张；断言

protoscience准科学；原科学

stake立界标（以表明所有权）；

声明（对某物）拥有所有权

mining 采矿；矿业

collective集体完成（或进行）的；

集体的

scrutiny详细审查；仔细观察

credibility 可信性；可靠性
community
（由同宗教、同种族、同职业或

其他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组成的）

团体；界

credit称赞；赏识；表扬

reviewer复查者；审核人

publication出版；发表

accompanying 伴随的；陪伴的；

和…一起发生的

interaction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confrontation对抗；不和

competing（论据、主张、理论等）

相互冲突的

paradox自相矛盾的说法

prevailing 现存的；存在的

duplication复制；重复

confirmation证实；证明

convincing 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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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cation修改；更改

refutation驳斥；反驳

provoke激起；引起

physiologist生理学家；生理学研

究者

novel新奇的；新颖的；新的

appreciate认识到…的全部价值；

重视

correspond to 相当于……，符

合……

philosopher 哲学家；思想家

revise更正；修改；修正

conception 观点；想法；看法；

认识

Text 4
enlarge（使）扩大

prudent谨慎的

secure获得

augment 增大，增加

excessively 过多地, 过分地

barrier障碍，阻碍

dominant占支配地位的

disapproval 反对，不赞成

indifference漠不关心

trade unionist 工会主义者；工会

会员

civil servant（政府中的）公务员

prime全盛时期，盛年

public sector公共部门

private sector私有部门

unionize（使）加入工会

thrive繁荣，蓬勃发展

shut （sth） down（使工厂等）

停工，歇业，关闭

consequence结果，后果

dominate 在……中占主要地位，

处于支配地位

left-of-centre 偏左翼的，偏左派

的

tie联系，关系

associate with 与……联系在一

起；和……来往

owe （sth） to （sb/sth）将……

归功于……

fearsome吓人的，可怕的

budget预算

patrol巡查；巡逻

keep an eye on留意；密切注视

CCPOA （=California Correctional
Peace Officer Association）
加州惩教和平人员协会

benefit补助金，津贴

work practice 工作制度

backload【经】（金融协议）后

期费用增加

pay deal 工资协议

modest适度的，适量的

add to 增加

pension养老金

generous 慷慨给予的，大量的；

丰富的

vigorously 用力地；精力充沛地

egregiously 极其严重地，极坏地，

令人震惊地

charter school特许学校

academy专科院校

merit pay 绩效工资

drawn-out拉长了的，拖延了的

variable变量；可变的事物

get rid of 除掉，摆脱

promote晋升，提升

clamp down压制，强制

rally召集，集合

hardline强硬的，不妥协的

norm（尤指社会行为）准则，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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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civil service 公务员制度；行政机

构

stay put（人、物）留在原地不动

reward奖励

achiever获得成功的人

2011年考研英语一

Section Ⅰ

precious宝贵的； 可贵的

claim声称； 主张； 断言

to the contrary 相反的； 相反地

fitness健康； 健康状况

vessel（人或动物的）血管， 脉

管

oxygen consumption耗氧量

jogging 慢跑

strain拉紧； 绷紧

accomplish达到（目的）； 完成

（任务）

date back (to sth) 追溯到……

indicate指出； 表明； 显示

muscle tone 肌张力

up to sth 到达（某数量、 程度

等）； 至多有

die down减弱； 平息

reaction反应

conceivably可能

psychological心理的； 精神的

feedback 反应； 反馈（信息）

individual 个人； 个体

emotional情绪的； 感性的

emotion情绪； 情感

partially部分地； 不完全地

argue论证； 说理

response反应

artificial做作的； 虚伪的

enthusiastically 热情地； 极感兴

趣地

cartoon漫画

contract（使）收缩， 缩小

frown皱眉； 蹙额

rather than 而不是

mood情绪； 心态

2011 Text 1
philharmonic爱乐乐团

be the talk of sth (informal) 成为

大家的谈资；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for the most part通常； 多半

favorable表示同意的； 表扬的

to say the least 至少可以说； 最

起码

hooray（用于表示喜悦、 赞成）

好哇， 好； 万岁

sober-sided严肃的； 正式的

critic（尤指职业）评论家

come发生； 出现

comparatively比较地

advocate拥护； 支持

unpretentious 不炫耀的；谦逊的

with no/an air of sth 没有/有……

的神态

formidable可怕的； 引起恐惧或

不安的

hitherto迄今； 至今

strike sb (as sth) 给人……的印象

to be sure 确实； 当然

composition 作品（如乐曲、 诗

或书）

orchestral管弦乐团的

boot up 启动（电脑）

download下载

concertgoer 出席音乐会（尤指古

典音乐会）的人

recording（录制的）音像； 录音



【微信公众号：给力考研资料】免费分享

substitute for sth/sb 代替者； 代

替物

live（音乐表演）现场的

troupe表演团；（巡回）演出团

bring about 引发； 导致

institution惯例； 习惯做法

markedly清楚地； 显著地

vibrant 充满活力的； 活跃的

repertoire定期演出的全部节目；

经常演出的全部节目

criticism批评； 批判； 指责

suspicion怀疑

acclaim称道； 赞誉

influential有影响的； 有势力的

modest谦虚的； 谦恭的

exaggerate夸大； 言过其实

overestimate过高估计（某事物）

inferior to sb/sth 比……差

accessible 易得到的； 易使用的

masterpiece杰作

revitalize使（某事物）恢复生机；

使再兴

enthusiastic 感兴趣的； 热心的

2011 Text 2
depart 离开

straight up 坦率地； 真实地

cloak 隐藏； 覆盖； 掩饰

vague 含糊的； 不明确的； 不

清楚的

come right out and say sth 公开表

示

broadcast 宣布（某事物）； 传

播

board 董事会； 理事会

name 提名某人或指定某人任一

职务

line up 准备好； 就绪

reflect 沉思； 思考

executive 高级管理人员； 经理

scrutinize仔细或彻底检查（某事

物）

succession（对王位或者领导职位

的）继承， 继任

in response to sth 反应； 作为

对……的回应

get the nod 获选； 获准

move on变换（工作）

cloud 毁坏（某事物）； 威胁

take hold开始起作用

deputy（企业、学校等领导人的）

副手

quarter季度

turnover人员更替率

stick with sth（尤指为获得帮助或

保护而）紧紧跟着某人

pick up 好转； 改善

abound大量存在

headhunter 猎头

adhere to 遵守（法规、 法律或

协议）

poach 从某人（某处）挖走（人

员）

senior partner 大股东 （S3）
instruct 向（某人）下命令（或

指示）； 指导

sit在职；担任（职务）

land in抵达； 到达

recruiter 招聘人员

between jobs（委婉语）暂时失业

中， 字面意思为“在工作之间”，

即辞掉了原有的工作，但还未找

到新工作的状态

fundamentally 根本地

invert 使（某物）倒置、 倒转或

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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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ogant 傲慢的； 自大的

spur 激励； 刺激

strained（气氛、 形势、 关系等）

紧张的

approve 赞成；认可；批准（某

事物）； 通过

attend to sb/sth 处理， 对付（某

人或者某事）

cling to sb/sth 附着于某物； 牢

牢粘着

stick to sth 坚守， 信守（许诺、

信仰、 规则）

2011 Text 3
rough 粗略的； 大致的

guide有指导意义的事物； 准则

commercial（电视或电台播出的）

广告

exploit（为获取利益而）利用

alternative（仅用于名词前）供替

代的， 供选择的

passionate感情强烈的； 情绪激

昂的

earn赢得； 博得

promote 宣传； 推销

leverage充分利用（资源、 观点

等）

alert提醒； 通知

register注册； 登记（有关信息）

approach 处理； 对付

stem from sth 源于；是……的缘

故

control控制； 操纵

initiator 引发物

e-commerce电子商务

retailer零售商

traffic（通讯系统的）通信（量），

信息流量

engine引擎

infancy（发展或生长的）初期

stand-alone独立的； 孤立的

property所有物

complementary 补充的； 互补的

competitive竞争的

generate赚（钱）； 创造（财富）

presence 存在； 在场； 出席

objective客观的； 无偏见的

appeal 吸引力； 感染力； 魅

力

concerned（不用于名词前）相关

的， 有关的

dramatic 突然的； 巨大的； 令

人吃惊的

diverse多种多样的； 不同的

communications（用复数）通讯

voice 表达， 吐露（尤指消极情

绪）

damaging 伤害的； 有负面影响

的

hijack 控制； 操纵

asset（有用的或宝贵的）品质；

优点

campaign（电视广告、 海报等）

宣传活动

hostage 人质； 自由受到某物限

制的人（或物）

allegation（有待证实的）指责，指

控

boycott 拒绝处理或购买（货

物）； 抵制

at risk处境危险； 遭受危险

thoughtful 深思熟虑的

learning curve学习曲线；学习速

度

steep陡峭的； 陡直的

alleviate 减轻； 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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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hestrate（尤指秘密地）精心

编制， 周密策划

engage with sb/sth理会； 处理

obsess 使痴迷； 使迷恋

inspire激励； 刺激

quality（仅用于名词前）高质量

的， 优质的

enthusiastic热心的；热情的；极

感兴趣的

recommend推荐； 介绍

feature以……为特点（或特征）

random胡乱的； 无章法的

flexibility可变性； 灵活性

invite招致； 导致

dominance优势； 支配地位

2011 Text 4
insightful富有洞察力的；有深刻

见解的

provocative煽动性的

arouse引起（某事物）； 激发

chatter聊天；闲谈

rear养育；抚养

less than + adj 一点也不

fulfilling 令人心满意足的

think of sth as sth 认 为 … …

是……； 以为……是……

raise养育

crushing 彻底的； 压倒性的

dampen 使扫兴；使沮丧

gratification喜悦；满意

newsstand报摊；杂志摊

feature 特写；突出表现

celebrity 名人

persistently持续地；持久地

celebrate称赞；歌颂

procreation（人，动物）生育；

生殖

is it any wonder (that)…?……有

什么奇怪吗？

be equivalent to sth/doing sth 等

同于；相当于

provoke激起；引起

be bothered with sth 因为……而

烦恼

misery痛苦；不幸

gaping张开的；大而深地张开的

lean on依靠

on one’s own独立地；独自地

read写着

round-the-clock 昼夜不停的；全

天候的

dumb 愚蠢的

glamorous有魅力的；令人向往的

in a small way 稍微地；不太显著

地

subconscious潜意识的； 下意识

的

temporary 暂时的； 临时的

in progress 进行中

in retrospect 回顾起来； 事后看

来

permanent永久的；长期的

entertaining 有趣的

value重视

soothing 抚慰的；使人宽心的

ambiguous 含糊的；模棱两可的；

不明确的

compensatory补偿的；赔偿的

intensify（使某事物）变得更强烈；

加剧

2010年考研英语一

Section Ⅰ

supervise 监督；管理；指导

part（机器或结构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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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 工厂

shop-floor 车间；工厂

productivity 生产力；生产效率

instead反而；却

give one's name to 发明（或发现、

创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事物

influential有影响的

very 正是的；恰好的；仅仅的（用

于强调某事物看起来简单，却有

重要影响）

experiment on/upon 用……做实

验

subject 实验对象

arise（pt arose, pp arisen） 发生；

产生；出现

output产量

dim（pt, pp dimmed）使暗淡

alter 改变

decade 十年

econometric analysis【经】经济计

量分析

in store (for sb) 即将发生（在某

人身上）；等待着（某人）

on record （指事实、 事件等）

记载下来的

systematic有系统的；系统化的

turn out结果（是）；原来（是）；

证明（是）

interpretation解释；说明

comparison比较；对照

go up （价格、水平等）上涨；

上升；增长

slacken off松懈下来；减缓

alleged声称的；所谓的

pin sth down确切理解（说明）

far-reaching 具有深远影响的

inexorable不可阻挡的

decline衰退

coverage 新闻报道

to the point of达到……程度

criticism（文学、 艺术等的）评

论

considerable相当多的；相当大的

collection文集

marvel at sth感到惊奇；大为赞叹

learned有学问的；博学的

deem（formal）（尤用于被动语

态）认为；视为

publication出版物

circulation（出版物的）发行

removed远离的

unfocused无特定目标或方向的

newsprint新闻纸

dirt-cheap〈口〉非常便宜的

ornament装饰；点缀

far-off遥远的；久远的

critic评论员；评论家

at length详细地；全面地

cover（新闻记者）报道

reviewer评论家

wear one’s learning lightly 以轻

松活泼的方式显示某人的学识

journalism新闻业； 新闻工作

calling职业；使命

brains 头脑；智力

gift天赋；禀赋；才能
keep/hold one's end up (=hold up
one’s end) （面对困难等时）坚

持到底；勉力而行

tempt引诱；诱惑；吸引

term专门名词；名称；术语

contempt 轻视；蔑视

apply 应用；运用

virtually事实上；实际上；几乎

solely仅；只

essay散文；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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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of cricket板球比赛

foremost最杰出的； 首要的

stylist文体家

autobiography自传

best-seller畅销书

knight封（某人）为爵士

honor 给……以荣誉；向……表

示尊敬

in print（书）可买到的

body of 大批；大量

save〈文〉除了

specialist专家

revival 复苏；振兴

prospect希望；可能性；前景

postmodern后现代的

have little/no use for sth 用不着；

不需要

richly 华美地；堂皇地；华丽地

upholstered经过装饰的

specialize in sth 专门从事；专攻

amateur 业余爱好者

headlong 迅猛地；飞速地

retreat撤退；退却；改变主意

carry（指报纸或广播）登载，播

出

retain保持；保留

suitability 适合

characterize（常被动）使……具

有特点

theme 主题

casual 随意的

elaborate精心制作的

layout版面

radical激进的

viewpoint（=point of view）态度；

观点

fulfill 完成； 实现

contemptible可鄙的；卑劣的

appeal (to sb) 对某人有吸引力；

使某人感兴趣

reputation名声；名誉

in dispute处于争论中；在争议中

cater to迎合；满足需要

good old days当年；美好的往日

horizon地平线

mournful 悲哀的；令人悲痛的

prominent杰出的；卓越的；重要

的

Text 1
far-reaching 具有深远影响的

inexorable不可阻挡的

decline衰退

coverage 新闻报道

to the point of达到……程度

criticism（文学、 艺术等的）评

论

considerable相当多的；相当大的

collection文集

marvel at sth感到惊奇；大为赞叹

learned有学问的；博学的

deem（formal）（尤用于被动语

态）认为；视为

publication出版物

circulation（出版物的）发行

removed远离的

unfocused无特定目标或方向的

newsprint新闻纸

dirt-cheap〈口〉非常便宜的

ornament装饰；点缀

far-off遥远的；久远的

critic评论员；评论家

at length详细地；全面地

cover（新闻记者）报道

reviewer评论家

wear one’s learning lightly 以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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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活泼的方式显示某人的学识

journalism新闻业； 新闻工作

calling 职业；使命

brains头脑；智力

gift天赋；禀赋；才能
keep/hold one's end up (=hold up
one’s end)
（面对困难等时）坚持到底；勉

力而行

tempt引诱；诱惑；吸引

term专门名词；名称；术语

contempt 轻视；蔑视

apply 应用；运用

virtually 事实上；实际上；几乎

solely仅；只

essay散文； 随笔

game of cricket板球比赛

foremost最杰出的； 首要的

stylist文体家

autobiography自传

best-seller畅销书

knight封（某人）为爵士

honor 给……以荣誉；向……表

示尊敬

in print（书）可买到的

body of 大批；大量

save〈文〉除了

specialist专家

revival 复苏；振兴

prospect希望；可能性；前景

postmodern后现代的

have little/no use for sth 用不着；

不需要

richly 华美地；堂皇地；华丽地

upholstered经过装饰的

specialize in sth 专门从事；专攻

amateur 业余爱好者

headlong 迅猛地；飞速地

retreat撤退；退却；改变主意

carry（指报纸或广播）登载，播

出

retain保持；保留

suitability适合

characterize（常被动）使……具

有特点

theme主题

casual 随意的

elaborate精心制作的

layout版面

radical激进的

viewpoint（=point of view）态度；

观点

fulfill完成； 实现

contemptible可鄙的；卑劣的

appeal (to sb) 对某人有吸引力；

使某人感兴趣

reputation名声；名誉

in dispute处于争论中；在争议中

cater to迎合；满足需要

good old days当年；美好的往日

horizon地平线

mournful 悲哀的；令人悲痛的

prominent杰出的；卓越的；重要

的

Text 2
grant（尤指正式地或法律上）给

予； 授予

asset 资产

allocation分配

scale back/scale down缩减；减少

authorize授权；许可

move措施； 行动

intellectual-property 知识产权

abuzz嗡嗡的；嘈杂的

eliminate消除；清除



【微信公众号：给力考研资料】免费分享

class 种 类 ： a rare class of
butterflies 一类稀有的蝴蝶

curb 控制；约束

about-face（态度、 观点的）彻

底转变

pool (多人或组织）把（钱或其他

资金）集中共用

mutual-fund asset 共有基金资产

ruling 裁决；裁定；判决

filing 存档档案

stake out sth 明确界定对某物的

所有权（或使用权）

exclusive 独占的；排外的；唯一

的

transaction交易； 执行； 办理

if only仅仅； 即使只为了

issue发给；分发

arm...with 用……武装起来；装

备着……

take position采取……的立场、态

度

practice惯例； 常规

hedge保护……免受……；预防

evaluate 评估；赋值；评价

in the wake of 随着……而来；作

为……的结果

scope [单数] （处理、 研究事物

的）范围

attorney 律师

controversy公开辩论；论战

comply 遵守；服从

dismiss驳回；不受理

enhancement 增强；提高；美化

immune 不受……影响

esteem尊敬； 敬重

loom（未知、可怕之事）即将发

生

prevailing普遍的；盛行的；流行

的

Text 3
epidemic（传染病、风尚、思潮

的）传播，流行

influential 有影响力的人；有势力

的人

informed见多识广的

connected有来往的；有关系的

intuitive直觉的；凭直觉感知的

compelling 无法驳倒的；令人信

服的

derive源自；源于

plausible 貌似真实的；貌似有理

的

embrace欣然接受（或支持）（某

种信仰、 理论、 改变）

cursory粗略的；草率的

anecdotal轶事的；传闻的

come up with sth 想出，提出（想

法或计划）

stem from起源于； 由……造成

celebrity名人

outsize超大型的；极大的

interact互相作用；互动；互相影

响

precisely准确地；精确地

acquaintance 熟人（只相识但非

密友）

initial开始的；最初的

removed 离开的；远离……的；

与……无关的

cascade瀑布；连续传递的过程

propagate传播（观念、理论、知

识等）

dynamics 动力

simulation模拟；模仿

manipulate操纵；操作；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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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ble变量；可变因素

principal 主要的；首要的

a mass of sb/sth （常指混乱的）

一群，一堆（人或物）

cite（尤指在学术作品中）引用；

引证

exemplify 举出（某事物）的例子；

举例说明

solid可信的；可靠的

validity符合逻辑；正确（性）

go with sth 伴随

readiness愿意；乐意

inclination倾向；意愿

Text 4
accounting会计

standard-setter规则制定者

moan抱怨

enormous巨大的；庞大的

third party第三方

regulator（某行业的）监管者，监

管机构

fetch售得；卖得

lobby游说

capital market资本市场

essential 必要的；本质的；重要

的

compromise损害（名誉、原则）

carry 备有（货物）供销售

toxic assets有毒资产

revive使复兴； 复兴

bruising（对抗或斗争）十分激烈

的；令人紧张的

encounter冲突；抗争

rush through sth 使快速通过（成

为政策等）

illiquid非现金的；无流动资金的

flexibility适应性；灵活性

cry out against大声疾呼反对；强

烈抗议

instantly立即地；即刻地

likewise同样；也

overall总的；全面的；全部的

fold屈服；抵挡不住

commissioner 委员；行政长官；

理事

in a vacuum 与世隔绝；脱离现实

could may/might yet do sth 迟早

或总有一天会做某事（表示现在

似乎没有可能，但是未来还是有

可能发生）

be on the wrong planet脱离实际

account账单；账目

overvalue对……估价过高；过于

重视

bad debt 呆账(收不回的账)
book value 账面价值

skeptical怀疑的；多疑的

paralysis麻痹；瘫痪；停顿

or fear of为了避免；害怕

book记载；把……记录在册

bargain廉价品；减价货

combative好战的；好斗的

clean up 整顿；肃清

stock option 优先认股权， 在指

定时期内定价定额购股权

pension养老金；退休金；抚恤金

hostility敌意；反对；敌对

concession特许；让步

diminish贬低；贬损；轻视

evade躲避；回避

in that因为；由于

misinterpret误解

indicator指示物；标志物

skepticism怀疑论；怀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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