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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希腊罗马神话 

希腊神话故事是整个西方社会文明的基础，大约产生于公元前 8 世纪以前。它在希腊原

始初民长期口头相传并借鉴了流传到希腊的其他各国的神话的基础上形成基本规模，后来在

《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神谱》及古希腊的诗歌、戏剧、历史、哲学等著作中记录下来，

后人将它们整理成现在的古希腊神话故事，分为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 

罗马神话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直到罗马共和国末期罗马的诗人才开始模仿希腊神话编写

自己的神话，罗马人没有传统的、象希腊神话中那样的神之间的斗争之类的传说。 

（一） 原始神 

古希腊罗马神话的第一部分是创世阶段，即以神话方式解释世界的来源。在这一阶段出

现的神祇通常称为“原始神”或“创世神”，他们分别是世界某一部分的拟人化，后来被第

二代的泰坦神族推翻。 

1. 时间之神柯罗诺斯 

在古希腊神话中，柯罗诺斯（Chronos）是时间的神格化，象征着永远存在、无始无终、

自有永有的时间。古希腊神话中的俄耳甫斯密教（Orpheus）认为，柯罗诺斯是最初的神灵，

是宇宙的第一因，是混沌和秩序的来源，并从中诞生了定数女神阿南刻，成为他的配偶。 

柯罗诺斯是无形无象的超神，又或者化身为蛇的形象出现——拥有三颗头：人头、牛头

及狮子头，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的形象，如有翅膀的青须老者、环绕着混沌的龙……等等。他

与配偶阿南刻围著原始世界卵盘绕，然后将混沌分开，形成了天堂、大地、海与天空。 

在希腊语中，柯罗诺斯的名字 Chronos 就是时间的意思，由词干 chron-（时间）和名词

后缀-us 构成。英语中表示“时间”的词根 chron-就来源于此。 

 chron-：时间 

 chronic：['krɒnɪk] adj.慢性的，长期的，习惯性的 

 chronicle：['krɒnɪk(ə)l] n. 编年史，年代史 

 chronology：[krə'nɒlədʒɪ] n.年代学，年表 

 synchronous：['sɪŋkrənəs] adj. 同步的；同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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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混沌神卡俄斯 

卡俄斯（Chaos）是希腊神话中最早的的神灵，代表宇宙形成之前模糊一团的景象。根

据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赫西奥德（Hesiod）的《神谱》和早期希腊神话记载：宇宙之初只有

卡俄斯，祂是一个无边无际、一无所有的虚空。随后祂依靠无性繁殖从自身内部诞生了大地

女神、深渊神、黑暗神、黑夜女神和爱神等五大原始神，世界由此开始。 

卡俄斯（Chaos）在希腊语中拼写为 khaos，本意是“虚空、裂开”，由词干 kha（空洞）

和名词词尾-os 构成。该词在拉丁语中拼写变为 chaos，并经由法语进入英语，形成了英语单

词 chaos。现在，chaos 常常被用来表示“混乱、混沌”，该含义源自赫西奥德的说法。他将

chaos 描述秩序诞生之前的宇宙，与秩序诞生之后的宇宙 cosmos（希腊语为 Kosmos）相对

应。从 chaos 衍生出形容词 chaotic 就是“混乱的”之意。 

与 chaos 同源的单词还有 chasm（裂口、深坑），它源自希腊语 khasma。另外，常见单

词 gas（气体）也与 chaos 同源。它来自荷兰语，而在荷兰语中，字母 g 的发音十分接近希

腊语中的 kh。 

 chaos： ['keɪɒs] n.混沌、混乱 

 chaotic： [keɪ'ɒtɪk] adj.混乱的、无秩序的 

 chasm：['kæzəm] n. 峡谷；裂口；分歧；深坑 

 chasmal：['kæzml] adj. 似裂罅的；深陷的 

 gas：[ɡæs] n. 气体；瓦斯；汽油；毒气 

3. 大地女神盖亚/忒勒斯 

在古希腊神话中，掌管地球的女神称为“盖亚”（Gaia 或 Gaea），通常被翻译为“大地

女神”。她由混沌之神卡俄斯所生。盖亚通过自我繁殖诞生了天神（表示天）、海神蓬托斯

（Pontus，表示大地之凹陷）和山神乌瑞亚（Ourea，表示大地之凸起），并与天神结合生了

六男六女十二个泰坦巨神及三个独眼巨人和三个百臂巨神。并且，她还不断地与自己的子孙

们交配，繁衍出越来越多的子孙。 

《神谱》中这样描述盖亚：冲突与混乱来自于万神之母盖亚，也正是这位大母神生出了

所有光明宇宙的天神。在她的身上，我们既看到了创造，又看到了毁灭，既看到了秩序，又

看到了混乱，而总的说来，黑暗和混乱是她的本质。盖亚是世界的开始，所有的神都是她的

子孙后代。在后来三代神灵之间的争斗中，她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角色宛如宫廷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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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老太后。 

在希腊语中，盖亚的名字 Gaia 或 Gaea 的含义就是“地球、大地”，来自 ge（地球）。

英语中表示“地球、大地”的词根 ge-或 geo-就来源于此，并由此产生了许多与地球、大地

有关的单词。 

 geo-/ge-：地球，大地 

 geography：[dʒɪ'ɒgrəfɪ] n. 地理学 

 geology：[dʒɪ'ɒlədʒɪ]n. 地质学 

 geometry：[dʒɪ'ɒmɪtrɪ] n. 几何学 

 George：[dʒɔ:dʒ] n.（人名）乔治，意为“农夫、地里干活者” 

在罗马神话中，大地女神被称为 Tellus（忒勒斯）或 Terra（特拉）。在一些与农业、丰

产有关的祭祀活动中，大地女神常常被人和谷物女神刻瑞斯（Ceres）联系到一起甚至混为

一谈。在拉丁语中，tellus 或 terra 的意思就是“陆地”、“干地”（与“海洋”相对），源

自原始印欧语词根 ters-（干），等于英语单词 land（陆地）。英语词根 terr-/tellu-/tellur-就来源

于此，表示陆地（land），与表示“地球”的词根 geo-略有差异。在天文学专业领域中，人们

一般用专业单词 Tellus 来表示“地球”，而非通俗单词 earth。 

 terr/-tellu-/tellur-：陆地，大地，干地 

 territory：['terɪt(ə)rɪ] n.领土、领地 

 terrain：[təˈreɪn] n.地形、地势 

 terrace： [ˈterəs]  n. 平台；梯田；阳台 

 terrestrial：[tə'restrɪəl] adj.地球的，陆地的，人间的 n.陆地生物，地球上的人 

 subterranean：[,sʌbtə'renɪən] adj. 地下的；秘密的；隐蔽的 n. 地下工作者 

 Mediterranean：[,mɛdətə'renɪən] n. 地中海 adj. 地中海的 

 tellurian：[te'ljʊərɪən] adj.地球上的 n.地球人 

 Tellurium：[te'ljʊərɪəm] [化学] 碲（元素符号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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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泰坦神族 

在希腊神话中，天神乌拉诺斯和大地女神盖亚结合后，生下十二位身材巨大的神祇，被

称为“泰坦”（Titan，或译为“提坦”）。依据赫西俄德《神谱》，十二位泰坦神分别是：大

洋神俄刻阿洛斯（Oceanus）、大洋女神忒堤斯（Tethys）、智力神科俄斯（Coeus）、月亮女神

福柏、光亮神许珀里翁（Hyperion）、视力女神忒伊亚（Theia）、灵魂神伊阿珀托斯（Iapetus）、

生长神克利俄斯（Crius）、时光女神瑞亚（Rhea）、正义女神忒弥斯（Themis）、记忆女神莫

涅摩绪涅，以及后来的神王克洛诺斯。他们曾应母亲盖亚的要求，在最小的泰坦神克罗诺斯

的率领下，阉割了天神乌拉诺斯，推翻了他的统治，成为新一代统治者。但他们被同样克洛

诺斯的儿子、奥林匹斯诸神的领袖宙斯推翻。 

依据赫西俄德《神谱》的说法，“泰坦”（Titan）一词是天神乌拉诺斯对这些子女所起

的诨名，意思是“紧张者”：“伟大的乌拉诺斯父神在责骂自己生的这些孩子时，常常用浑

名称他们为泰坦（紧张者）。他说他们曾在紧张中犯过一个可怕的罪恶，将来要受到报应的。” 

航海史上最出名的邮轮“泰坦尼克号”（Titanic）的名字就来源于 Titan，意思是“巨大

的”。此外，极其坚固、可耐高温、强酸强碱的金属钛（titanium）以及身形庞大的雷龙

（titanosaur）的名字也来源于此。 

 Titan：['taitən] n.泰坦神，提坦神，巨人 

 titanic：[taɪ'tænɪk] adj.巨大的 n.泰坦尼克号 

 titanium：[taɪ'teɪnɪəm; tɪ-] n.金属元素钛 

 titanosaur：['taɪtənəsɔː] n.雷龙（白垩纪一种两栖食草大恐龙） 

4. 第二代神王克洛诺斯/萨图恩 

希腊神话中，克洛诺斯（Cronus）是第一代神王、天神乌拉诺斯和大地女神所生的最小

的儿子，最为精明能干，率领自己的兄弟姐妹阉割了父亲，成为第二代神王。乌拉诺斯在逃

离时预言克洛诺斯也将和他一样被自己的儿子推翻。为了避免重蹈老爸的覆辙，克洛诺斯采

取了看似更保险的做法——老婆的肚子不保险，那就放在自己的肚子里吧。于是他把妻子瑞

亚（Rhea）所生的子女全部吞进自己的肚子里，只有最小的宙斯由于母亲用石头代替才得以

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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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克洛诺斯就像无情的时间一样吞噬一切，所以后来很多人把他和希腊神话中代表时

间的原始神克罗诺斯（Chronus）合为一人。 

在罗马神话中，与克洛诺斯对应的是萨图恩（Saturn，拉丁语 Saturnus）。他原本是罗马

神话中的农神，继承希腊神话后，罗马人就将农神萨图恩和希腊神话中的第二代神王克洛诺

斯合二为一了，原因也许是因为克洛诺斯用石镰刀阉割了自己的父亲，而镰刀也是农神的武

器。根据罗马神话，萨图恩在被朱庇特（即宙斯）推翻后逃到了拉丁姆，并教会了那里的人

民耕种土地，因此被罗马人尊为农神。 

罗马人将星期六以农神命名，所以表示“星期六”的英语单词就是 Saturday，字面意思

就是 Saturn’s day。 

天文学上，土星（Saturn）就是以农神萨图恩的名字命名的，因为它排在木星（Jup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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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侧。太阳系中，土星距离太阳远，运行速度最慢。因此，占星学中认为，土星座的人性

情阴郁冷漠，从而产生了 saturinine（阴郁的）这个单词。 

农神节（saturnalia）是古罗马的一个大型的祭祀活动，是为了祭祀农神萨图恩，时间在

12 月中旬，相当于中国的庙会。古罗马人们在这一天向农神祈福，保佑一年风调雨顺，国泰

民安。 

 Saturn：['sæt(ə)n] n.土星，农神 

 Saturday：['sætədɪ; -de] n.星期六 

 saturnine：['sætənaɪn] adj.土星宫的，忧郁的，阴沉的 

 saturnalia：[,sætɚ'nelɪə] n.古罗马的农神节，狂欢喧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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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太阳神赫利俄斯 

赫利俄斯（Helios）是希腊神话中古老的太阳神，光亮之神许珀里翁的儿子。他的地位

后来被奥林匹斯神族中的光明神阿波罗取代，常被人混为一体。传说火神赫菲斯托斯为他打

造了太阳车，并铸造了金色的太阳神殿。 每天当曙光女神厄俄斯打开天门时，赫利俄斯便

驾着由四匹喷火神马所拉的太阳车，开始向西巡游，直到黄昏时才降临俄克阿诺斯彼岸。 

在希腊神话中，太阳神赫利俄斯的领地是罗得岛（Rhodes）。罗得岛上曾经矗立着一座

巨大无比的太阳神雕像，高达 30 米，被列为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 

 

赫利俄斯的名字 Helios 在希腊语中表示“太阳”，英语词根 helio-（太阳）就来源于此。

另一个更常见的词根 sol-（太阳）来自拉丁语，与 helio-同源，都源自原始印欧语。 

1868 年法国的杨森利用分光镜观察太阳表面，发现一条新的黄色谱线，并认为是属于

太阳上的某个未知元素，故名氦（helium）。古希腊人将一星期的第一天献给太阳神赫利俄

斯，称为 Hemera Heliou（太阳神之日）。古罗马人继承了古希腊人的这种传统，将星期日称

为 dies solis。古代英国人依葫芦画瓢，将星期日称为 Sunnandæg，到了现代英语中演变成了

Sunday。 

 helio-：太阳 

 heliosis：[,hilɪ'osɪs] n.中暑，日射病 

 helioscope：['hiːlɪəskəʊp] n.太阳观测镜，太阳望远镜 

 heliotherapy：[,hiːlɪə(ʊ)'θerəpɪ] n.日晒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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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ium：['hiːlɪəm] n.化学元素氦 

 heliolatry： [,hiːlɪ'ɒlətrɪ]  n.太阳崇拜 

 sol-：太阳 

 solar： ['solɚ]  adj. 太阳的；日光的；与太阳相关的 n. 日光浴室 

 solarium： [sə'lɛrɪəm] n. 日光浴室；日晷 

 insolate： ['ɪnsə'let] vt. 使曝晒 

 insolation： [,ɪnsə'leʃən] n. 日晒；日光浴；中暑；日射病 

 solstice： ['sɑlstəs] n. 至，至日；至点 

6. 月亮女神塞勒涅 

塞勒涅（Selene）是希腊神话中的第一代月亮女神。依据赫西俄德的《神谱》记载，她

是泰坦神许珀里翁与忒伊亚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女儿，是太阳神赫利俄斯和黎明女神厄俄

斯的姊妹。塞勒涅在神话中的传统形象是：长有双翼，头顶金色光环，乘坐一辆由两匹神马

拉动的马车在夜空中飞驰，当白昼来临时消失于俄刻阿诺斯中。在古典神话中，塞勒涅与其

兄弟赫利俄斯每天轮流驾车从天空经过，形成昼夜交替。 



读神话故事学英语单词——钱磊博士编著 

                 微信公众号 钱博士英语                9  

 
塞勒涅爱上了英俊的牧羊人恩底弥翁（Endymion）。每天夜间，塞勒涅都从空中飘下偷

吻熟睡中的牧羊人。然而女神的失职引起了主神宙斯的注意。为了消除凡人对女神的诱惑，

宙斯给了恩底弥翁两个选择：任何形式的死亡；或者在永远的梦幻中永葆青春。牧羊人选择

了后者。于是卢娜每天晚上，来到他沉睡的山洞，亲吻他的脸颊。最后她为自己的爱人生下

了五十个女儿。 

1817 瑞典化学家柏采利乌斯（Berzelius）在生产硫酸过程中发现一种红色粉末，发现它

是一种性质与碲相似的新元素。为了使之与罗马大地女神忒勒斯（Tellus）之意命名的碲

（Tellurium）相对应，便以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塞勒涅的名字命名，称为 Selenium（硒）。 

 selen-：月亮 

 Selene：[si'li:nə] n.塞勒涅，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 

 Selenium：[sə'linɪəm] n. [化学] 硒 

 selenology：[,selɪ'nɒlədʒɪ] n. [天] 月球学 

罗马神话中，对应的月亮女神叫做“卢娜”（Luna）。卢娜的名字 Luna 在拉丁语中就是

“月亮”的意思，源自原始印欧语 leuk-。英语中表示“月亮”的词根 lun-就来源于此。古人

认为满月拥有使人发狂的魔力，人狼会在月圆之夜变身为狼，因此就用由词根 lun-衍生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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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lunatic 来表示“疯狂的、精神错乱的”。 

与 Luna 同源的还有英语单词 light（光）、词根 luc-/lumin-/lustr-（光、光亮）等。英文名

字 Lucius（卢修斯）、Lucia（路西娅）、Lucas（卢卡斯）、Lucy（露西）等都来自词根 luc-，

含有“光明”之意。 

 lun-：月亮，月 

 Luna：['lju:nə] n.月亮，月神 

 lunar：['luːnə] adj.月亮的，阴历的 

 lunatic：['luːnətɪk] n.疯子，疯人 adj.疯狂的，精神错乱的，愚蠢的 

 lunacy： ['lunəsi] n. 精神失常；愚蠢的行为 

 lunate： ['lʊnet] adj. 新月状的；半月形的 

 lunation： [lʊ'neʃən] n. 阴历月 

 lux-/luc-/lumin-/lustr-：光，光亮 

 illustrate：['ɪləstret] vt. 阐明，举例说明；图解 vi. 举例 

 illuminate：[ɪ'lumɪnet] vt. 阐明，说明；照亮；使灿烂；用灯装饰 vi. 照亮 

 translucent：[træns'lusnt] adj. 透明的；半透明的 

 lucid：['lusɪd] adj. 明晰的；透明的；易懂的；头脑清楚的 

 Lucius：['lu:sjəs] n. 卢修斯（男子名），意为“光明” 

 Lucia：['lu:sjə] n. 露西娅（女子名），意为“光明” 

 Lucas：[lukəs] n. 卢卡斯（男子名，等于 Luke），意为“阳光男孩” 

 Lucy：['lusi] n. 露西（女子名），意为“阳光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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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奥林匹斯神族 

在希腊神话中，第三代神王宙斯及其兄弟姐妹居住在希腊的最高山峰奥林匹斯山

（Olympus）上，所以他们被称为“奥林匹斯神族”。奥林匹斯神族的主神共有 12 位，分别

如下： 

神祇 希腊神话名称 罗马神话名称 血缘关系 

天神、神王 宙斯 Zeus 朱庇特 Jupiter 第二代神王克洛诺斯的小儿子 

天后 赫拉 hera 朱诺 Juno 宙斯的姐姐和妻子 

海神 波塞冬 Poseidon 尼普顿 Neptune 宙斯的哥哥 

谷物女神 得墨忒耳 Demeter 刻瑞斯 Ceres 宙斯的姐姐，冥后的母亲 

战神 阿瑞斯 Ares 马尔斯 Mars 宙斯与赫拉的儿子，爱神的情人 

火神 赫淮斯托斯 Hephaestus 伏尔甘 Vulcan 宙斯与赫拉的儿子 

太阳神 阿波罗 Apollo 阿波罗 Apollo 宙斯与暗夜女神勒托的儿子 

月亮女神 阿尔忒弥斯 Artemis 戴安娜 Diana 阿波罗的孪生姐姐 

爱神 阿芙洛狄忒 Aphrodite 维纳斯 Venus 乌拉诺斯精血所生 

智慧女神 雅典娜 Athena 密涅瓦 Minerva 宙斯与聪慧女神墨提斯的女儿 

神使 赫尔墨斯 Hermes 墨丘利 Mercury 宙斯与女神迈亚的儿子 

酒神 狄俄尼索斯 Dionysus 巴克斯 Bacchus 宙斯与忒拜公主塞墨勒的儿子 

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有个地方叫“奥林匹亚”（Olympia），古代希腊每隔四年一

次在这个地方举办运动会，以此来纪念奥林匹斯神族。这个运动会就叫做“奥林匹克运动会”

（Olympic game）。值得注意的是，奥林匹斯山位于希腊北部，而举行古代奥林匹亚运动会

的奥林匹亚位于希腊南部，相隔千里，并不在一起。 

 Olympus：[əu'limpəs] n.奥林匹斯山，希腊最高山 

 Olympia：[əu'limpiə] n.奥林匹亚，希腊地名 

 Olympic：[əˈlɪmpɪk] adj.奥林匹克，奥林匹斯山的，奥林匹亚的 

 Olympian：[əu'limpiən] adj.威严的，奥运会的 n.奥运会选手 

7. 第三代神王宙斯/朱庇特 

希腊神话中，第二代神王克洛诺斯把妻子瑞亚所生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吞进自己的肚

子。瑞亚为了拯救自己的孩子，在请教了大地女神盖亚后，在生下宙斯（Zeus）时，用布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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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一块石头谎称是所生的婴儿。克洛诺斯接过石头一口吞下。小宙斯逃过一劫，被偷偷地送

到克里特岛被仙女抚养大。 

成年后的宙斯决心拯救自己的哥哥和姐姐。他娶了聪慧女神墨提斯（Metis）为妻，在她

的帮助下，诱使克洛诺斯误食催吐剂，吐出以前吞下的子女。以宙斯为首的奥林匹斯神与以

克洛诺斯为首的泰坦神展开了战争，最终在三位百臂巨人和三位独目巨人的帮助下，奥林匹

斯神族取得了胜利，将泰坦神族禁锢在地狱深渊。宙斯成了第三代神王，具体分管天空，尊

为天神。宙斯的武器是雷电，因此有时候也被称为雷神。因为他没有像他爷爷和爸爸那样被

人推翻，所以他一直是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王。宙斯的标志是公牛和鹰。 

 

名画《朱庇特与忒提斯》 作者：安格尔 

宙斯的最大特点是妻妾成群，光《神谱》中确认的就有 7 个，分别是聪慧女神墨提斯、

正义女神忒弥斯、大洋河流神女儿欧律诺墨、谷物女神德墨忒尔、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暗

夜女神勒托和最后的天后赫拉。宙斯娶前几任妻子时都没有大操大办，唯独娶赫拉时，赫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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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留了个心眼，坚持要大操大办、昭示天下。所以赫拉才拥有了“天后”的称号。虽然宙斯

娶了赫拉以后依然风流不改，但后面的女人都不再被看作是宙斯的妻子了。 

为了避免重蹈爷爷和父亲的覆辙，宙斯直接将怀孕的聪慧女神墨提斯吞进了腹中，从此

拥有了墨提斯的智慧。但后来，墨提斯和宙斯的女儿雅典娜延续了他们家小孩从父亲体内诞

生的传统，穿戴整齐地从宙斯的头颅中跳了出来。 

在希腊奥林匹亚城的宙斯神殿中有一座巨大的宙斯神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室内雕

像，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宙斯的名字 Zeus 来自希腊语，属格形式为 dios。它和拉丁语 deus（神）都来自原始印

欧语 dewos-（神）。与它们同源的还有英语词根 de-/div-（神）和英语单词还有 deity（神）、

deify（神化）、divine（神圣的）等。 

 Zeus： [zju:s]  n. 宙斯（希腊神话中的主神） 

 de-/div-：神 

 deity：['deəti] n. 神；神性 

 deify：['deɪfaɪ] vt. 把…奉若神明；把…神化；崇拜 

 divine： [dɪ'vaɪn] adj. 神圣的；非凡的；天赐的 v. 占卜；预言；用占卜勘探 

在罗马神话中，天神宙斯（Zeus）被称为 Jove。为了表示尊重，罗马人又称其为 Jupiter

（朱庇特），由 Jove+peter（父亲）组合而成，意思就是“诸神之父 Jove”。从朱庇特的名字

Jove 中产生了英语单词 jovian，表示“像朱庇特那样的”。木星（Jupiter）以朱庇特的名字

命名。由于朱庇特天性风流快活，与无数仙女、凡人美女有染，因此占星学认为出生于木星

宫的人天性快活，所以单词 jovial（木星宫的）也含有“天性快活的”的含义。一个常见的

英语单词 joke（玩笑）也来自 Jove，因为他天性快活，喜欢开玩笑。 

 Jupiter：['dʒuːpɪtə] n.朱庇特，木星 

 Jove：[dʒəuv] n.朱庇特，木星（等于 Jupiter） 

 jovian： ['dʒəuviən] adj.威风凛凛的，朱庇特的 

 jovial：['dʒəʊvɪəl; -vj(ə)l] adj.天性快活的，木星宫的。 

 joke：[dʒəʊk] n.玩笑，笑话 vt.开……的玩笑 vi.开玩笑 

 Julius：['dʒuljəs] n. 朱利叶斯（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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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天后赫拉/朱诺 

赫拉（Hera）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天后，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奥林匹斯众神中地位

及权力为最高的女神，掌管婚姻和生育，捍卫家庭。赫拉是第二代神王克洛诺斯和瑞亚的女

儿，宙斯的姐姐，后来与宙斯结婚，成为宙斯唯一的合法妻子。她的标志是孔雀。 

 

虽然风流成性的宙斯不断地背着他合法的妻子们勾引别的女人或女神，众神之母赫拉也

从没有背叛过她的丈夫。在忠于爱情的同时，赫拉是一个嫉妒心极强的女人，她憎恨每一个

与她丈夫有亲密关系的人，她利用她的权力和地位惩罚那些女人。如宙斯为了瞒过赫拉而把

情人伊俄变成了母牛，后被赫拉所识破，对她加以迫害。赫拉命令百眼巨人阿耳戈斯负责看

守着她，不但不能让她逃跑，更不许宙斯找到她。后来宙斯为了解救伊俄，派赫耳墨斯将阿

耳戈斯杀死，释放了伊俄。为了褒奖阿耳戈斯的忠诚，赫拉将阿耳戈斯的眼睛全部点缀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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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圣鸟孔雀的羽毛上。随后赫拉还派出大牛虻去叮咬伊俄，使她被迫逃离希腊。 

赫拉的名字 hera 在希腊语中的含义是“女主人、女保护者”，是 heros（hero，保护者）

的阴性名词形式。与英语单词 hero（英雄）同源。 

 Hera：['hiərə]  n. 赫拉（主神宙斯之妻） 

 hero：['hɪro]  n. 英雄；保护者；男主角，男主人公 

在罗马神话中，天后叫做朱诺（Juno）。在拉丁语中，Juno 的意思是“年轻的”，与单

词 junior（年少的、下级的）同源。 

六月正值初夏之际，莺飞草长、百花盛开，是婚嫁的绝好时机，罗马人常常选择在此月

内结婚，于是就用婚姻女神朱诺为其命名，称为 Junius mensis（Juno’s month）。英语中的六

月 June 就是从此而来。 

由于朱诺贵为天后，集美貌和高贵气质于一身，因此人们常常用 junoesque 一词（像朱

诺一样）来赞美女性高贵优美。 

 Juno： ['dʒu:nəu] n. 朱诺（主神朱庇特的妻子） 

 June：[dʒu:n]n.六月，琼 

 junoesque：[,dʒʊno'ɛsk] adj.高贵优美的，端庄的，像朱诺那样的 

 junior：['dʒunɪɚ] adj.年轻的，下级的 n.年少者，晚辈，后进入者，大三学生 

在罗马神话中，天后朱诺（Juno）曾多次警告罗马人即将出现的危险，帮助他们渡过难

关。因此罗马人把她看作是罗马的警告女神，尊称她为“Juno Moneta”（警告者朱诺），单

词 moneta 就是“警告者”、“监视者”的意思，来自拉丁语动词 monere（警告）。 

罗马人为 Juno Moneta 建了一座神庙，后来又把第一个造币厂设在了神庙里，希望女神

能守护他们的财富。因为货币最早是在 Juno Moneta神庙铸造出来的，所以罗马人就用moneta

来表示货币，英语中的 money（钱）和 mint（造币厂）都是源自“moneta”这个单词，而单

词 monetary（货币的）更是保留了 moneta 的拼写形式。 

同源的英语单词还有：monitor（监视器）、monitory（训诫的）、monition（忠告）、monument

（纪念碑）等。 

 money：['mʌnɪ]n.钱，货币，财富 

 mint： [mɪnt] n.薄荷，造币厂 vt.铸造，铸币 

 monetary： ['mʌnɪt(ə)rɪ] adj.货币的，财政的 

 monitor： ['mɔnɪtɚ] n. 监视器；监听器；监控器；显示屏；班长 vt. 监控 

 monitory： ['mɑnə,tori] adj. 训戒的 n. 告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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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tion：[mə'nɪʃ(ə)n] n. 忠告；法庭传票；宗教法庭的诫谕 

 monument： ['mɑnjumənt] n. 纪念碑；历史遗迹；不朽的作品 vt. 为…树碑 

9. 战神阿瑞斯/马尔斯 

希腊神话中，战神阿瑞斯（Ares）是主神宙斯和天后赫拉的儿子，爱神阿芙洛狄忒的情

人，掌管战争。他相貌英俊，孔武有力，性格残暴好斗，象征着战争的野蛮杀戮。阿瑞斯性

格暴戾，其他神祇和人类都不喜欢他。他的生身父母也不喜欢他。在《伊里亚特》中，宙斯

对阿瑞斯说：“在所有住在奥林匹斯山的神中，你最令我作呕，你除了争吵、战争和打仗之

外什么也不喜欢。你遗传了你母亲赫拉的固执和难管束的性情。”  

在希腊神话中，战神屡吃败仗。他曾被两个巨人塞进青铜大瓮，囚禁 13 月之久，若不

是他兄弟赫尔墨斯的营救，他早已丧生其中。他与两个妹妹，即智慧女神雅典娜和月亮及狩

猎女神阿尔忒弥斯经常发生矛盾，但基本上每次都被她们狠狠修理。在特洛伊战场，他主动

挑衅雅典娜，结果被雅典娜用一块石头砸伤脖子。凡人英雄赫拉克勒斯杀了他的儿子，阿瑞

斯向他挑战，结果被英雄打伤，呻吟着逃回奥林匹斯山。可以说，在崇尚和平和文艺的古希

腊，战神就是外强内干，备受嘲弄的草包。这也反映了当时希腊诸城邦之间的相互关系。战

神是斯巴达的保护神，雅典娜是雅典的保护神。与精于文艺的雅典人相比，沉默寡言的斯巴

达人对希腊神话的影响力极低，导致在希腊神话中战神屡屡被雅典娜欺负。 

阿瑞斯的名字 Ares 在希腊语中的含义是“伤害者、毁坏者”。由于在希腊神话中不受

人待见，来源于他的英语单词很少。 

不过到了古罗马时期，战神却时来运转了。在罗马神话中他被称为马尔斯（Mars）。因

为罗马人崇尚武力，所以战神在罗马神话中地位极高，火星（Mars）和三月（March）都以

他的名字命名。单词 march 还表示“进军”，因为古罗马人认为三月份是进军打仗的好季

节。从战神的名字中还产生了 martial（战争的）等单词。男性名字 Martin、Marcus 等都来

自战神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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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画《被维纳斯解除武装的战神》 作者：雅克•路易•达维德 

 Mars：[mɑːz] n.战神，火星 

 Martian： ['mɑ:ʃən] adj. 火星的 n. 火星人 

 March：[mɑːtʃ] n.三月 

 march：[mɑːtʃ] v.进军 

 martial：['mɑːʃ(ə)l] adj.军事的，战争的，尚武的 

 martial art：n.武艺 

 Martin： ['mɑːtɪn] n. 马丁（男子名） 

 Marcus：['mɑrkəs] n. 马库斯（男子名） 

10. 爱神阿芙洛狄忒/维纳斯 

阿芙洛狄忒（Aphrodite）是希腊神话中的爱与美之女神，简称爱神，奥林匹斯十二主神

之一，是爱情和女性美的象征。她是众神仰慕的对象，据说天神宙斯也追求过她，被她拒绝

后强行把她嫁给了丑陋的火神。阿芙洛狄忒与高大威猛的战神私通，生下了小爱神厄洛斯和

其他子女。她还跟美男子阿多尼斯相爱。希腊和罗马神话中流传着大量她的风流韵事。 

阿芙洛狄忒的名字 Aphrodite 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水泡中产生的”，其中词根 aphro

表示“水泡”。因为传说当乌拉诺斯被儿子克洛诺斯阉割后，其精血洒落在大海上，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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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泡沫，阿芙洛狄忒就从泡沫中诞生。 

由于阿芙洛狄忒代表着情欲和性爱，从她的名字 Aphrodite 产生了不少跟性爱相关的词

汇，如 aphrodisia（性欲）、aphrodisiac（春药）。表示“四月”的单词 April 也是以她的名字

命名的，因为四月是结婚的好季节。 

 April：['eɪprəl] n.四月 

 Aphrodite：[,æfrə'daɪti] n.阿芙洛狄忒 

 aphrodisia：[,æfrəu'diziə] n.性欲，（医学）性欲炽盛 

 aphrodisiac：[,æfrə'dɪzɪæk] n.春药 adj.激发性欲的 

 

名画《维纳斯的诞生》 作者：波提切利 

在罗马神话中，爱神被称为“维纳斯”（Venus）。在天文学上，金星就是用她的名字命

名的。维纳斯的名字 Venus 在拉丁语中就是“美、性爱、情欲、渴望”之意，并衍生出“崇

拜”之意。从她的名字衍生出一些跟性爱、崇拜有关的单词。 

 Venus：['viːnəs] n.金星，维纳斯 

 Venusian：[vi'nju:siən] adj. 金星的，太白星的 

 venereal：[vəˈnɪəriəl] adj.性欲的，性交的，由性交传染的 

 venery：['vɛnəri] n. 性欲，纵欲；狩猎 

 venerate：['vɛnəret] vt. 崇敬，尊敬 

 veneration：[venə'reɪʃ(ə)n] n. 尊敬；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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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火神赫淮斯托斯/伏尔甘 

赫淮斯托斯（拉丁语 Hephaestus，希腊语 Hephaistos）是希腊神话中的火及锻造之神。

他天生相貌丑陋，所以一出生就让老爸朱庇特很不爽，把他扔到海上一个岛上，并因此摔断

了一条腿，变成了瘸腿。 

赫淮斯托斯心地善良并且心灵手巧，是诸神的铁匠，制造了许多著名的武器、工具和艺

术品。他在奥林匹斯山上建筑了诸神的宫殿，为宙斯打造雷霆和铠甲，此外还制造了小爱神

的弓箭、赫拉克勒斯的马车、阿波罗驾驶的日车、捆绑普罗米修斯的铁链、阿喀琉斯的盔甲

等器具。他用斧子劈开宙斯的脑袋，让智慧女神雅典娜跳出来，从而治好了宙斯的头痛病。 

赫淮斯托斯的老婆就是大名鼎鼎的爱神阿芙洛狄忒。但他们的婚姻是宙斯包办的，阿芙

洛狄忒根本瞧不上这个瘸腿丑八怪，与英俊潇洒的战神勾搭上了，还生下了私生子小爱神厄

洛斯。有一次伏赫淮斯托斯制造了一张精巧的网，布设在床上，把正在床上偷情的爱神和战

神抓个正着，并让他们在众神面前出丑。 

赫淮斯托斯还暗恋智慧女神雅典娜。海神波塞冬骗他说雅典娜也喜欢你，一会儿就来找

你。过了一会儿，雅典娜果然来了，其实是来请赫淮斯托斯打造武器的。自作多情的赫淮斯

托斯欲火焚身，试图非礼雅典娜，被雅典娜挣脱开，射出的精液落在雅典娜大腿上。雅典娜

擦拭干净后扔在地上，结果让大地女神受孕，生下了一个半人半蛇的孩子，名叫刻克洛普斯

（Cecrops），雅典娜收养了这个孩子，后来他成为了雅典的第一个国王。 

在罗马神话中，赫淮斯托斯被称为伏尔甘（Vulcan）。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地底下打铁，火

山传说就是他的打铁铺，一旦看到火山又开始冒烟冒火了，那就是伏尔甘在下面开工了。因

此，人们就用伏尔甘的名字 Vulcan 来命名火山，这就是英语单词 volcano（火山）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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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画《火神的锻造工场》 作者：委拉士开兹 

 Vulcan：['vʌlkən] n.伏尔甘，火及锻造之神。 

 volcano：[vɒl'keɪnəʊ] n.火山。 

 volcanic：[vɒl'kænɪk] adj.火山的，猛烈的，容易突然发作的 n.火山岩 

 vulcanian：[vʌl'keniən] adj.火山的，金工的 

 vulcanize：['vʌlkənaɪz] vt.硫化，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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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暗黑神族 

希腊神话中，五大原始神当中的黑暗之神厄瑞玻斯（Erebus）和黑夜女神倪克斯（Nyx）

结合衍生出了一系列神祇，被称为“暗黑神族”。泰坦神族衰败后，暗黑神族成为一支能对

奥林波斯神族构成威胁的族系。经过时间的推移，他们中间慢慢开始分化瓦解，其中一部分

成为了奥林波斯的居民。譬如命运三女神、双子神桑纳托斯和许普诺斯成为了冥王的亲信；

还有一些黑暗系神族不知所踪，有传言说他们被宙斯秘密封印。 

12. 死神桑纳托斯/墨尔斯 

在希腊神话中，掌管死亡的是死神桑纳托斯（Thanatos）。他是黑夜女神倪克斯的儿子，

睡神许普诺斯的孪生兄弟。桑纳托斯住在冥界，手执宝剑，身穿黑斗篷，有一对发出寒气的

黑色大翅膀，他会飞到快要死亡的人的床头，用剑割下一缕那人的头发，那人的灵魂就会被

他摄走。桑纳托斯心地善良，不会采用暴力手段夺走人的生命，而是常常请他的孪生兄弟睡

神帮忙，先使人入睡，然后在睡梦中带走他的灵魂。 

桑纳托斯曾经被狡猾的凡人西绪福斯（Sisyphus）欺骗过。西绪福斯作恶多端、异常狡

猾。他见到桑纳托斯到来，假装好奇地询问死神带来的镣铐是如何工作的。桑纳托斯向他演

示镣铐的工作原理，结果反而把自己锁住了，西绪福斯因此逃过一劫。 

从桑纳托斯的名字 Thanatos 产生了英语词根 thanato，表示“死亡”。单词 euthanasia

（安乐死）、thanatology（死亡学）等就来源于此。 

 thanato-/thana-：死亡 

 Thanatos： ['θænətɔs] n. 死的愿望；自我毁灭的本能；桑纳托斯 

 euthanasia：[,juːθə'neɪzɪə] n.安乐死，安乐死术 

 euthanatize：[ju'θænətaiz] vt. 对…施无痛致死术；使安乐死 

 thanatology：[,θænə'tɒlədʒɪ] n.死亡学 

 athanasy：[ə'θænəsɪ] n. 不死；不灭；不朽（等于 athanasia） 

在罗马神话中，死神叫做墨尓斯（Mors），对应于希腊神话中的桑纳托斯。在西方文化

中，墨尓斯常被描绘为身着黑色长袍，手持长柄镰刀的阴森老人。墨尓斯的名字 Mors 在拉

丁语中就是“死亡”的意思，英语中表示“死亡”的词根 mor-/mort-就来源于此。 

 mor-/mort-：死亡 

 mortal：['mɔːt(ə)l] adj.凡人的，致死的，总有一死的 n.人类，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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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tality：[mɔː'tælɪtɪ] n.死亡数，死亡率，必死性 

 immortal：[ɪ'mɔːt(ə)l] adj.不朽的，长生不死的，神仙的 n.神仙，不朽人物 

 immortality： [,ɪmɔr'tæləti] n. 不朽；不朽的声名；不灭 

 morbid：['mɔrbɪd] adj. 病态的；由病引起的；恐怖的；病变部位的 

 moribund：['mɒrɪbʌnd] adj.垂死的，停滞不前的 n.垂死的人 

 mortician：[mɔː'tɪʃ(ə)n] n.殡葬业者，丧事承办人 

 mortuary：['mɔːtjʊərɪ; -tʃʊ-] n.太平间 adj.死的，悲哀的 

 mortify： ['mɔrtɪfaɪ] vt. 抑制；苦修；使…感屈辱 vi. 禁欲；苦行；约束 

13. 睡神许普诺斯/索莫纳斯 

许普诺斯（Hypnos）是希腊神话中的睡神，是黑夜女神倪克斯的儿子，死神桑纳托斯的

孪生兄弟。许普诺斯性格温柔，往往在人的死亡之际给予其恒久的睡眠。据说睡神总是身穿

白色的衣服，手上拿着一朵罂粟花，凡是被罂粟花扫过的人，就可以一夜安眠到天亮。睡神

的面颊两侧长有翅膀，据说是为了避免自己睡着后面朝下跌倒。有时候他还会手持一个上下

颠倒的火炬，能够让自己保持清醒。 

许普诺斯具有强大的使人入睡的能力，就连宙斯也能难逃其威力。在特洛伊战争期间，

天后赫拉计划催眠宙斯，趁他熟睡暗中帮助希腊人。赫拉找到了许普诺斯，让他帮忙催眠宙

斯。许普诺斯一开始不敢答应，怕宙斯发怒。于是，赫拉许诺把美丽的海仙女帕西提亚嫁给

他。色令智昏，许普诺斯就帮赫拉催眠了宙斯。事后愤怒的宙斯把许普诺斯从天上打入了冥

府。他住在一个阳光永远不会到达的阴暗山洞里。在山洞底部流淌着遗忘之河（勒忒河）的

一段支流，门前种植了大量的罂粟及具有催眠作用的植物。 

许普诺斯的名字 Hypnos 在希腊语中的含义就是“睡眠”。英语中表示“睡眠”的词根

hypno-就来源于此。 

 hypno-：睡眠 

 hypnosis： [hɪp'nəʊsɪs] n.催眠，催眠状态 

 hypnosia：[hɪp'nəʊzɪə] n.嗜睡症 

 hypnotize：['hɪpnətaɪz] v.施催眠术，使着迷，使恍惚 

 hypnology：[hɪp'nɒlədʒɪ] n. 催眠学 

 hypnotic：[hɪp'nɑtɪk] adj. 催眠的，催眠术的；易于催眠的 n. 安眠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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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notics：[hɪp'nɒtɪks] n.催眠药；安眠药 

在罗马神话中，睡神叫做索莫纳斯（Somnus），在拉丁语中就是“睡眠”的意思。在英

语中，somnus 还可以表示罂粟花。从他的名字衍生了词根 somn-（睡眠）以及许多与睡眠相

关的单词。 

 somn-：睡眠 

 somnolent：['sɑmnələnt] adj. 催眠的，想睡的 

 somnolence：['sɔmnələns] n. 困倦；想睡；嗜眠症 

 insomnia：[ɪn'sɒmnɪə] n.失眠，失眠症 

 insomnic：[ɪn'sɒmnɪk] adj. 失眠的 

 insomniac：[ɪn'sɒmnɪæk] n. 失眠症患者 

 somnambulate：[sɒm'næmbjʊleɪt] vi.梦游 

 somnambulism：[səm'næmbjʊlɪzəm] n.梦游症 

 somniloquy：[səm'nɪləkwi] n. 说梦话 

 somniloquous：[səm'nɪləkwəs] adj. 作呓语的；说梦话的 

 somniferous：[səm'nɪfərəs] adj. 催眠的；使爱睡的；想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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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旁系神祇 

14. 喜欢吓唬人的牧神潘/法乌努斯 

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叫做潘（Pan）的牧神，掌管山林、田园和羊群。他长相奇特，上半

身是人，下半身是羊，头顶还长着羊角。据说，他刚出生时，母亲看见他这副怪模样，吓得

大叫一声就逃走了。神使赫尔墨斯收养了他，还经常带他到诸神所在的奥林匹斯山上玩。潘

虽然长得丑陋，但性格很好，诸神都很喜欢他，因而得名为 Pan，在希腊语中就是“所有”

的意思。他和其它的森林之神及仙女在山林之间闲游，过着逍遥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因

此，英语习语 a freedom of Pan 表示“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意思。 

潘神喜欢搞恶作剧。他常常躲在隐蔽处，蓦地跳出，用丑陋的面目把路人吓得魂不附体。

他还会发出怪异的叫声，令人感到毛骨悚然，胆战心惊。这种恐惧感就称为“潘神之惧”

（Panic fear）。传说希波战争中，希腊人在马拉松战役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潘神把波斯军队

吓得惶恐而逃的。英语单词 panic 就源自“潘神之惧”，原本是个形容词，后来逐渐变成名

词和动词。 

 panic：['pænɪk] n.恐慌、惊慌 vt.使恐慌 vi.感到恐慌 adj.恐慌的 

在罗马神话中，与潘神对应的神祇叫做法乌努斯（Faunus），掌管农林畜牧。在拉丁语

中，法乌努斯（Faunus）的阴性形式是 Fauna，她被视为 Faunus 的妻子或姐妹，是女牧神。

18 世纪时，瑞典著名博物学家林奈用 fauna 一词来表示“动物区系”，与 flora（植物区系）

相对应。 

 fauna：['fɔːnə] n.某区域的动物群，动物区系 

 faunal：['fɔnl] adj. 动物区系的 

15. 双面门神雅努斯 

在远古罗马传说中，有一位名叫“雅努斯”（Janus）的天门神，他的头部前后有两副面

孔，一副回顾过去，一副眺望未来。他在早晨打开天门，让阳光普照大地；到了晚上他关上

天门，让黑夜笼罩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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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人在正月里祭祀雅努斯，罗马的执政官也在正月的第一天就职，并向雅努斯献祭。

西元前 46 年，古罗马凯撒把正月第一天定为罗马历新年的开始，用雅努斯的名字来命名第

一个月，在拉丁语中拼写为 Januarius（month of Janus） 英语中表示“一月”的单词 January，

便是由拉丁语 Januarius 演变而来的。英语中表示“看门人”的单词 Janitor 也是源自 Janus。 

 Janus：['dʒeinəs] n.雅努斯，两面神 

 Janus-faced：伪善的，口是心非的，有双面孔的 

 January：['dʒænjʊ(ə)rɪ] n.一月 

 janitor：['dʒænɪtə] n.看门人，门警，门房，清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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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宁芙仙女 

宁芙（Nymph）是希腊神话中一类具有不完全神性的生物，有时也被翻译成精灵和仙女，

常出没于山林、原野、泉水、大海等地，喜欢歌舞。她们是自然幻化的精灵，一般以美丽而

多情的少女形象出现。 

Nymph 一词在希腊语中来自 nymphe（新娘、年轻媳妇）。在英语中，nymph 被用来比

喻美丽多情的少女。 

在希腊神话中，美丽多情的宁芙仙女对男人具有一种魔力，任何男人只要和她四目相

对，立刻就会陷入对其不可抑制的强烈爱慕中。18 世纪，旅行家理查德·钱德勒（Richard 

Chandler）在其作品《希腊游记》中，根据这个传说创造了 nympholepsy 一词，由 nymph

（宁芙）和 lepsy（抓住、捕获）组成，字面意思就是“被宁芙仙女迷住”。 

希腊神话中有许多关于宁芙仙女的魅力传说。据说，大英雄赫拉克勒斯的同伴海拉斯在

山泉中打水时，遇到一群宁芙仙女，被她们引诱而成亲。该传说被西方画家描绘下来，成为

不朽的作品。 

 

名画《海拉斯和宁芙仙女们》 作者：沃特豪斯 

 nymph：[nɪmf] n.宁芙仙女，山林水泽仙女，美丽的少女，蛹 

 nymphaea： [nim'fi:ə] n.睡莲属 

 nymphaeaceous：[,nɪmfɪ'eʃəs] adj. 莲科植物的 

 nymphomania：[,nɪmfə'meɪnɪə] n.女色情狂，慕男狂，花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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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mphomaniac：[,nimfəu'meiniæk] n. 女色情狂；花痴 adj. 女子淫狂的 

 nympholepsy：['nɪmfə(ʊ),lepsɪ] n.狂热，着迷，狂乱 

16. 化为月桂树的达芙妮 

在希腊神话中，有一回阿波罗遇到丘比特在摆弄弓箭，便忍不住嘲笑了几句，说小娃娃

不应该摆弄大人的东西。受到嘲讽的丘比特决心报复，就趁阿波罗不注意，向其射出金箭，

点燃他的爱情之火，然后又用浇灭爱情之火的铅箭射中河神的女儿、美丽的宁芙仙女达芙妮

（Daphne）。于是，阿波罗疯狂地爱上了达芙妮，拼命追逐她。可怜的达芙妮四处躲避，眼

看阿波罗就要追上，便央求父亲河神将其变成一颗月桂树（laurel）。因此，在希腊语中，月

桂树就被称为 daph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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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雕塑：阿波罗与达芙妮 作者：乔凡尼·贝尼尼 

阿波罗伤心欲绝，却又无可奈何，于是便折下了月桂树枝编成花冠戴在自己头上，作为

对爱人的纪念，这就是“桂冠”（laurel）的由来。阿波罗同时是诗歌、音乐和体育之神，所

以希腊人将桂冠作为对那些领域内取得骄人成绩的人的奖励。 

在现实生活中，达芙妮（DAPHNE）是中国一个著名的女鞋品牌。 

 daphne：['dæfni] n.月桂树，达芙妮（女子名） 

 laurel： ['lɒr(ə)l] n.桂冠，殊荣，月桂树 vt.使戴桂冠，授予荣誉 

17. 爱你在心口难开的艾柯 

希腊神话中，艾柯（Echo）是一位美丽、善良而又能言善辩的宁芙仙女。有一次天神宙

斯下凡与其他宁芙仙女偷情，天后赫拉悄悄尾随，准备来个捉奸在床。没想到半路上遇到艾

柯，故意拉着赫拉絮絮叨叨说了半天话，耽误了赫拉的捉奸大事。赫拉迁怒于艾柯，罚她丧

失正常的表达能力，只能重复别人说过的话的最后一个词。 

后来艾柯爱上了超级自恋的花样美男纳西索斯，却又无法表达出自己的爱慕之情。伤心

的 Echo 终日在山谷中游荡，日渐消瘦。终于有一天，她的身体完全消失了，只剩下空洞的

回音在山谷中飘荡。这就是英语单词 echo（回音）的由来。 

 

著名油画：Echo and Narcissus 作者：约翰·沃特豪斯 

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的英文名就叫作 Echo。 

 echo：['ekəʊ] n.回音，效仿 v.重复，发出回音，随声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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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hoic：[ɛ'koɪk] adj.拟声的，回声的 

 anechoic：[,ænɛ'koɪk] adj. 无反响的，无回声的 

 echolocation：[,ɛkolo'keʃən] n. 回波定位；回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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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妖魔鬼怪 

18. 蛇足巨人族癸干忒斯 

天神乌拉诺斯被其子克洛诺斯阉割时，溅出的精血洒落在大地女神盖亚身上，使盖亚诞

生了巨人族癸干忒斯（gigantes），他们个个身材巨大，长发长须，大腿之上为人形，以两条

蛇尾为足，因此也称为蛇足巨人，相传共有 150 人。他们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法被神杀

死。 

第三代神王宙斯率领奥林匹斯诸神打败泰坦诸神以及提丰后，在大地女神盖亚的鼓动

下，癸干忒斯巨人以岩石和燃烧的栎树为武器，向奥林匹斯诸神发起了进攻，史称“癸干忒

斯之战”。在战争中，奥林匹斯诸神得到一个预言，说只能在一个凡人的帮助下才能击败巨

人族。因此，宙斯通过雅典娜找来了凡间最伟大的英雄赫拉克勒斯。大英雄赫拉克勒斯利用

精湛的射术，射杀了众多巨人。在他的帮助下，奥林匹斯诸神打败了癸干忒斯巨人。 

 

癸干忒斯（gigantes）在希腊语中的原意是“盖亚（Gaia）所生的”。英语单词 giant、gigantic

便来源于此。 

 giant：['dʒaɪənt] n.巨人 adj.巨大的，由 gigant 去掉中间的 g 直接产生。 

 gigantic：[dʒaɪ'gæntɪk] adj.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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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用歌声魅惑水手的海妖塞壬 

在希腊神话中，“塞壬”（拉丁语 Siren，希腊语 Seiren）是一种女海妖，人面鱼身，长

得美若天仙，并且拥有天籁般迷人的嗓音。她们住在海岛上，用歌声魅惑航海者，使他们的

船只触礁沉没，船员成为她们的腹中餐。在荷马史诗中，当奥德修斯将要经过塞壬所在海岛

时，得到女神的忠告，预先采取了防备措施。他命令手下把自己牢牢地绑在桅杆上，让手下

用蜡把各人的耳朵堵上。经过塞壬所在海岛时，果然从远处传来了迷人的歌声。歌声如此令

人神往，他不顾一切地想要挣脱束缚，向手下大喊大叫，让他们驶向海岛。但他的手下因为

事先得到指示，对此不闻不顾，驾驶船只一直向前，直到远远地离开了海岛才给他松绑。奥

德修斯就是这样利用自己的智慧，安全地欣赏了塞壬们的天籁之音。 

在 17 世纪，人们为了防止船只触礁，就在暗礁附近用汽笛发出警报，警示海员们塞壬

的故事。所以人们就把这种警报声叫做 siren。 

 
名画《奥德修斯和塞壬》 作者：德拉波 

 siren： ['saɪr(ə)n]n.汽笛，警笛，歌声迷人的女歌手，女妖塞壬 adj.迷人的 vt.引诱 vi.

响着警笛行驶 

 sirenian：[saɪ'riːnɪən] n.海牛目哺乳动物 adj.海牛目哺乳动物的 

 sirenomelus：[saɪ'əenəʊmɪləs] n.并肢畸形 

（八） 神之物品或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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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乳汁形成的银河 

在希腊神话中，据说天后赫拉的乳汁具有神奇的力量，吃后可以长生不老。一天，趁赫

拉熟睡之际，宙斯将自己和凡人结合所生的私生子赫拉克勒斯抱到赫拉身旁，让他吮吸赫拉

的乳汁。没想到赫拉克勒斯吮吸时用力过猛，惊醒了赫拉。赫拉猛地把孩子推开，但一些乳

汁飞溅到天上，形成了银河。所以银河被人称为“乳汁之环”。在英语中，人们还往往用

milky way（乳汁之路）来表示银河。 

 

英语单词 galaxy（银河）来自希腊语 galaxias（milky、乳汁的），是 galaxias kyklos（milky 

circle，乳汁之环）的缩写。希腊语 galaxias 来自原始印欧语词根 glakt-（乳），英语词根 galacto-

（乳的、奶的）就来源于此。同样来自原始印欧语词根 glakt-（乳）还有来自拉丁语的词根

lact-/lacto-（乳、奶） 

 galacto-：乳的，奶的 

 galaxy： ['gæləksɪ] n.银河，银河系，群英 

 galactic：[gə'læktɪk] adj. 银河的；乳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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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actose：[gə'læktos] n. 半乳糖 

 lact-/lacto：乳，奶 

 lactic：['læktɪk] adj. 乳的；乳汁的 

 lactose：['læktos] n. 乳糖 

 lactate：[læk'tet] vi. 分泌乳汁；喂奶 n. 乳酸盐 

 lactation：[læk'teʃən] n. 哺乳；哺乳期；授乳；分泌乳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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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英雄传说 

在古希腊神话中，神和凡人一样生性风流，经常和凡人发生关系。他们所生下的后代一

半是神，一半是人。在希腊语中，神和凡人结合所生的儿子被称为 heros，本意是“保护者”。

这就是英语单词 hero 的来源。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些被誉为“hero”的人其实就是勇气和

能力超群的英雄，因此，hero 一词自然常常用来表示“英雄”。 

 hero：['hɪərəʊ] n.英雄，男主角，男主人公 

 heroine：['herəʊɪn] n.女英雄，女主角，女主人公 

 heroic： [hə'roɪk] adj. 英雄的；英勇的 n. 史诗；英勇行为 

 heroism：['hɛroɪzəm] n. 英勇，英雄气概；英雄行为；勇敢的事迹 

21. 英仙座珀尔修斯 

珀尔修斯（Perseus）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同时也是英仙座的来源。珀尔修斯的外祖父

是阿尔戈斯的国王阿克里西奥斯，他从神谕那里得知自己将被女儿达那厄（Danae）所生之

子杀死，便把女儿囚禁在铜塔中。宙斯化成金雨和达那厄相会，生下珀尔修斯。阿克里西奥

斯将女儿达那厄和刚出生的珀尔修斯装在一只箱子里，投入大海。宙斯保佑着在大海中漂流

的母子，引导这只箱子穿过风浪，最后箱子一直漂到塞里福斯岛。岛上有两位兄弟发现了箱

子，收留了他们。 

珀尔修斯长大后，出门远行冒险。他夺走了福耳库斯的三个女儿共用的一颗牙齿和眼睛，

迫使她们给他指明前往仙女那里的路。珀尔修斯从仙女那里获得了三件宝物：一双飞鞋，一

只神袋，一顶狗皮盔。凭着这些宝物，珀尔修斯杀死了蛇发女妖戈耳工之一的美杜莎，并在

埃塞俄比亚杀死了海怪，救下了公主安德洛墨达，并与公主结婚。 

在一次比赛中，珀尔修斯掷出的铁饼不幸砸死了一位老人，而这位老人就是外出避祸的

阿克里西奥斯，珀尔修斯的外祖父。珀尔修斯继承了外祖父的国家，和安德洛墨达生下了 6

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的几个儿子都建立了丰功伟绩，使得珀尔修斯成为伯罗奔尼撒最有名

望的人，最伟大的英雄，也是最有权势的国王。珀尔修斯去世后，宙斯送他到天上成为“英

仙星座”，他的妻子安德洛墨达则成为“仙女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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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eus：['pə:sju:s; -siəs] n.英仙座，珀尔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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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凡人故事 

22. 超级自恋的美男子纳西索斯 

希腊神话中，纳西索斯（Narcissus）是河神 Cephisus 和宁芙仙女 Liriope 的儿子。当他

出生不久后，他母亲向盲先知提瑞西阿斯（Tiresias）询问儿子的命运。先知回答：“只要你

的儿子没有见过自己，就能长命百岁。” 纳西索斯长大后，成为了绝世美少年，引得无数

凡人与神女的爱慕，却将他们无情拒绝——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回声女神艾柯（Echo）。众女

神对他愤怒不已，向报应女神 Nemesis 祷告，诅咒他永远得不到自己所爱的东西。 

 

这个诅咒很快就生效了。有一天，纳西索斯去打猎，口渴后准备到河边喝水。悲剧发生

了，纳西索斯看见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立刻被这张无比英俊的脸庞迷住了，对其产生了狂

热的爱情。他一面追求，同时又被追求；他燃起爱情，又被爱情焚烧。他寝食难安，呆在湖

边不肯离去，最后奄奄一息，化为一株水仙花，依然留在水边守望着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水

仙的名字（narcissus）就来自纳西索斯的名字 Narcissus，该单词还是“自恋狂”的代名词，

并衍生了 narcissism（自恋）等英语单词。 

 narcissus：[nɑr'sɪsəs] n.水仙，自恋狂，纳西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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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rcissism：['nɑːsɪsɪz(ə)m; nɑː'sɪs-] n.自恋，自我陶醉，自恋症 

 narcissist：[nɑː'sɪsɪst] n.自恋者，自我陶醉者 

23. 让丘比特动心的美少女普绪克 

罗马神话中，普绪克（Psyche）是一名美貌的凡人少女。她长得如此美丽，以至于人们

都认为她是维纳斯下凡，不再去供奉真正的维纳斯了。维纳斯十分气愤，就命令儿子丘比特

下凡，用爱情之箭让普绪克爱上一名丑陋的怪兽。没想到丘比特一看到普绪克，惊为天人，

竟然爱上了普绪克。丘比特杀死了怪兽，并让普绪克住在自己的神殿里，每天夜里与她幽会，

但不许她点灯看见自己的脸。 

普绪克的两个姐姐妒忌她，怂恿她偷看这个每天与自己幽会的男人。普绪克也按捺不住

自己的好奇心，于是在一天夜里，乘丘比特熟睡后，偷偷点起油灯查看。当她看到与自己幽

会的竟然是一个异常英俊的男人时，不由得心旌摇荡，溅出一滴油落在丘比特脸上。丘比特

惊醒后大为恼怒，抛下普绪克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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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爱人的普绪克后悔莫及，四处寻找爱人。后来，她来到了维纳斯的神殿，成为了维

纳斯的奴隶。维纳斯想出各种法子来刁难她，安排她去完成一些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

把混在一起的谷物分开、从暴躁的绵羊上割取金羊毛、从恶龙守卫的山溪中汲水。但普绪克

都在神灵的帮助下完成了这些任务。维纳斯布置的最后一项任务是让她拿着一个黄金盒子，

到冥后那里带回一盒子“美貌”。在回来的路上，虽然神灵一直在警告普绪克不要打开盒子，

但她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打开了盒子想看看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没想到，从

盒子里面出来的是冥界的睡眠鬼，它爬到普绪克身上，使她陷入了永远的沉睡之中。 

最后，丘比特发现沉睡中的普绪克，原谅并解救了她。众神被她对丘比特执着的爱情感

动了，赐予她一碗长生不老水，使她升天成仙，掌管“灵魂”，还与丘比特结成了夫妻。 

普绪克的名字 Psyche 在希腊语中就是“灵魂”的意思。从她的名字中产生了表示“灵

魂、精神、心理”的英语单词 psyche 和词根 psych-。 

 psych-/psycho-：心理，精神，心智 

 psyche：['saɪkɪ] n.灵魂、精神、心智 

 psychology：[saɪ'kɒlədʒɪ] n.心理学，心理状态 

 psychotic：[saɪ'kɒtɪk] adj.精神病的 n.精神病人 

 psychiatry：[saɪ'kaɪətrɪ]n.精神病学 

 psychiatrist：[saɪ'kaɪətrɪst] n. 精神病学家，精神病医生 

 psychic：['saɪkɪk] adj. 精神的；心灵的；灵魂的；超自然的 n. 灵媒；巫师 

 psychopathic： [,saɪkə'pæθɪk] adj. 精神病的；精神错乱的 n. 精神变态者 

 psychoanalysis： ['saɪkoə'næləsɪs] n. 精神分析；心理分析 

24. 被宙斯拐骗的公主欧罗巴 

希腊神话中，腓尼基国王的女儿欧罗巴（Europa）长得美貌惊人。主神宙斯看见了，动

了春心，就化作一头帅气的白公牛来到欧罗巴玩耍的草坪上，温柔地趴在欧罗巴的跟前。欧

罗巴按捺不住好奇心，就骑上了公牛。等公主一坐好，公牛就奋蹄狂奔，从大陆奔入海中，

又从海中游到另一块大陆。在这块大陆上，宙斯化身为一帅哥，与公主相恋。欧罗巴公主为

宙斯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克里特岛的国王米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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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就以欧罗巴公主的名字来命名这片大陆。这片大陆就是现在的欧洲（Europe）。在

天文学上，科学家用 Europa 来命名木星的第二颗卫星。 

 Europa：[juə'rəupə] n. 欧罗巴；木卫二 

 Europe：['jʊrəp] n.欧洲，欧罗巴洲 

 European：[jʊərə'piːən] n.欧洲人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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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北欧神话 

25. 太阳神苏尔 

北欧神话中，太阳神是女的，名叫“苏尔”（Sunna 或 Sunne），英语中表示太阳的单词

sun 就来自她的名字。苏尔是巨人蒙迪尔法利（Mundilfari）的女儿，每天驾驶太阳车，和驾

驶月亮车的兄弟曼尼（Mani）在天空交替运行。 

 

在西方文明中，一周七天均以某位神灵命名。一周之首献给太阳神，以太阳神命名。因

此，古英语中，周日便以北欧神话中的太阳神苏尔命名，称为 sunnandæg，字面意思就是 sun's 

day（太阳之日），在现代英语中拼写演变为 Sunday。 

 sun：[sʌn] n. 太阳 

 Sunday：[ˈsʌnde; ˈsʌndi] n.星期日 

26. 月亮神曼尼 

在北欧神话中，月亮神是男的，名叫曼尼（Mani），古英语中称为 Mona，英语单词 moon

（月亮）、month（月）便来源于此。曼尼是太阳神苏尔的兄弟，他负责驾驶月辆车，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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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太阳车的苏尔每天在天空交替运行。在他身后是夜之女神诺特（Nott）所驾驶的黑色车

辆。他们出现在天际的时候，大地就进入夜晚。 

在西方文明中，一周的第二天献给月亮神，以月亮神命名。因此，在古英语中，周一便

被以北欧神话中的月亮神曼尼命名，称为 monandæg，字面意思就是 moon's day（月亮之日），

在现代英语中拼写演变成 Monday。 

 moon：[mun] n. 月亮；月球；月光；卫星 

 month：[mʌnθ] n. 月，一个月的时间 

 Monday：[ˈmʌnde; ˈmʌndɪ] n. 星期一 

27. 雷神托尔 

托尔 Thor 是北欧神话中的雷神，掌管战争和农业。他是主神奥丁的长子，其母为大地

女神。他是神族中最为强壮的勇士，具有呼风唤雨的能力。他的职责是保护诸神国度的安全

和在人间巡视农作。相传每当雷雨交加时，就是托尔乘坐马车出来巡视，因此北欧人称呼托

尔为“雷神”。托尔的武器是一只可以发出致命闪电的大铁锤，其实就是雷电的象征。无论

托尔把这只铁锤扔出去多远，它总是会像回旋飞镖一样飞回托尔的手上。另外，他还拥有一

条能够提升力量的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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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和巨人族的终极一战中，雷神托尔和他的宿敌巨蟒展开了惊天动地的决战。经历了

激战之后，托尔使出致命一击杀死了巨蟒，不过他也因碰到了从巨蟒的伤口里流出的剧毒液

体，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西方文明中，一周的第五天献给雷神。因此，在古英语中，星期四以北欧神话中的雷

神托尔来命名，称为。英语中表示星期四的单词 Thurresdæg，字面意思就是 Thor's day（托

尔之日），在现代英语中拼写为 Thursday。 

 Thor：[θɔ:] n.雷神托尔 

 thunder：['θʌndɚ] n. 雷；轰隆声；恐吓 vi. 打雷；怒喝 vt. 轰隆地发出；大声喊出 

 Thursday：['θə:zdi; -dei]n.星期四 

  



读神话故事学英语单词——钱磊博士编著 

                 微信公众号 钱博士英语                43  

三、 其他西方神话 

28. 半人半鱼的美人鱼 

在欧洲神话中有很多关于美人鱼（mermaid）的故事。传说中的美人鱼上半身是美丽的

女人，下半身是披着鳞片的漂亮的鱼尾。一般认为美人鱼的生物原型是儒艮或海牛。很多人

都是从安徒生的童话中认识了那个纯洁、美丽、善良的小美人鱼。今天，小美人鱼的雕像已

经成为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著名旅游景点，同时也已成为丹麦的象征。早在安徒生之前，就

已经有了人鱼的传说，那时侯人们心目中的美人鱼虽然同样有着超凡的美貌和魔力，但她会

诱惑经过的海员而使航船触礁毁灭，人们称之为 siren（塞壬、海妖）。 

 

mermaid 这个词由两部分构成，mer（海洋） 和 maid（少女）。mermaid 还有一个相对

应的 merman，表示男性人鱼。 

 mermaid：['mɜːmeɪd] n.美人鱼，女子游泳健将 

 merman：['mɜːmæn] n.男性人鱼，男性游泳健将 

 

免费试读部分到此结束。欲购买完整版本请加个人微信号 qianlei217217 并标明“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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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通广大的特工（agent） 

最近美剧看多了，发现 agent 这个单词可神奇啦。美国 FBI 或神盾局特工在介绍同事时

会说他是某某 agent；电脑上不了国外网站，高手们说装一个 agent 就行了；去网上租房子，

会有好多 agent 来电话约你看房；朋友创业，要帮忙招一些校园 agent。邻居家草坪里长野

草了，居然也说要去买一些 agent 来。同学们看到这里，是不是也看迷糊了？这个 agent，

究竟是啥玩意儿？咋就能干这么多事？ 

 

查了 agent 的词源后我才理解。agent 之所以无所不能，因为它的词根 ag-本意就是“做

事”，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做事者”。所以不管干什么事，做事的主体几乎都可以称为 agent。

最常见的是，agent 用来表示代理人、代理商、中介人、特工、化学药剂等等。与 agent 相

关的单词是 agency，表示开展代理或中介工作的机构，而 agent 通常指做这些事情的单个的

人或物。 

 

ag-这个词根看起来很陌生，其实它的变体形式我们再熟悉不过了，那就是词根 act-（做、

行动）。其实 ag-和 act-压根就是一母同胞，都源自拉丁语动词 agere（做、行动）。词根 ag-

直接来自 agere 的词干部分 ag-，而 act-则来自 agere 的过去分词 actus 的词干部分 act-。 

 告诉大家一个词根变形规律：有很多词根尾部的-ct，其实都是从-g 变化而来的。如 flict-

来自 flig-，fract-来自 frag-，lect-来自 leg-，pict-来自 pig-。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古人在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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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字母时，在 C 的中间添加一小横就变成了 G。所以字母 G 和 C 原本是一家，后来才区

分开的。将字母 g 替换为 c，然后在增加一个源自拉丁语过去分词后缀的 t，就变成了-ct。 

除了 act-外，词根 ag-还有一个变体形式：ig-。这是由于拉丁语元音音变造成的，元音 a

在单辅音 g 前变成了 i。 

  

词根 ag-：做，行动，驱动 

 

agent=ag-ent(形容词后缀)=正在做事的（人）：n.代理人，代理商，特工，药剂 adj.

代理的 

agency=ag-ency(名词后缀)=做事：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agenda=ag-enda(应…之事)=应做之事：n.议程；日常工作事项 

agile=ag-ile(易于)=善动的：adj.敏捷的；机敏的；活泼的 

agitate=ag-it(反复)-ate(动词后缀)=使其反复动：v.煽动，摇动，骚动，使激动 

 

词根 ig-：做，行动，驱动 

  

navigation=nav(船)-ig-at-ion(名词后缀)=驾驶船只：n.航海 

ambiguous=amb(四处)-ig-uous(形容词后缀)=四处走动的：adj.模糊不清的；有歧义

的 

castigate=cast(净化)-ig-ate(动词后缀)=使其净化：vt.严惩；苛评；矫正；修订 

 

词根 act-：做，行动，驱动 

 

act：v.行动，表现，扮演，起作用 n.行为，法令 

actor=act-or（者）：n.演员；行动者；作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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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act-ion(名词后缀)：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 

active=act-ive(形容词后缀)：adj.活跃的；积极的；主动的 

activate=act-iv-ate(动词后缀)：v.刺激，激活，使活跃，使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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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压力山大的赛会（agon） 

古希腊人喜欢举行各种比赛，称之为“赛会”（agon），意思是“很多人聚集到一起进行

比赛”，其中的 ag=act，表示“做、行动”。这种赛会既包括体育竞技，如古奥运会，也包括

演讲、诗歌、绘画、戏剧等文艺比赛。在古希腊戏剧中，尤其是喜剧中，剧中人物常常会按

照一种固定套路开展辩论，这种辩论也被称为 agon。因此，在现代，agon 一词还可以表示

戏剧中的人物冲突。 

 

古希腊人推崇“只有第一名才是胜利者”的理念，在赛会（agon）中只设冠军，没有亚

军和季军。在赛会中获得冠军将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而比赛失败则一无所获。所以，参加赛

会的人必须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竭尽全力来争取赢得胜利。这种在“赛会”（agon）承受

压力和痛苦，竭尽全力的努力奋斗在希腊语中就称为 agonia，后来直接进入拉丁语，最终辗

转演变为英语单词 agony。 

 
14 世纪时，英国神学家威克里夫首次用 agony 来表示耶稣蒙难前的所遭受的巨大痛苦，

以此形容耶稣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坚持到底，就像参加竞赛的选手一样从不放弃，直到献出自

己的生命。所以 agony 一词现在常被人用来表示极度痛苦和挣扎，尤其是人临死前的痛苦挣

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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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中，源自古希腊语 agon（赛会）的词根 agon-主要有“竞争、对抗、奋斗、痛苦

挣扎”等含义。除了 agony（极度痛苦）外，常见的单词还有 agonize（使极度痛苦）。 

另外，参加 agon（赛会）的人就是 agonist（竞争者），而他在赛会中遇到的对手就是

antagonist（敌手），前面加了个词根 ant-（对抗）。在戏剧领域，agonist 表示正面角色，而

antagonist 表示反派角色。单词 protagonist 指的就是戏剧或小说中的主角，由前缀 prot-（首

要的、第一）和 agonist（正面角色）组成。 

在生物学领域中，单词 agonist 表示收缩筋，而 antagonist 表示对抗肌。 

 

词根 agon-：竞争，对抗，奋斗、痛苦挣扎 

 

agon：n.竞赛，斗争，戏剧中的人物冲突 

agony=agon+y（名词后缀）=痛苦挣扎：n.苦恼，极大的痛苦，临死的挣扎 

agonize=agon+ize（动词后缀）：v.（使）感到极大痛苦，折磨，挣扎 

agonist=agon+ist（者）=参加竞争的人：n.竞争者；正面角色；激动剂；收缩筋 

antagonist=ant+agon+ist=竞争对手：n.敌手；反派；对抗肌，拮抗物 

antagonize=ant+agon+ize（动词后缀）：v.（使）对抗，（使）敌对，起反作用 

antagonism=ant+agon+ism（名词后缀）：n.对抗，敌对，对立，敌意 

protagonist=prot（首要的）+agon+ist=首要选手：n.主角，主演，领袖 

 

  



英语单词里面的秘密——钱磊博士 

微信公众号：钱博士英语                                9 

3. 可爱女孩阿曼达（Amanda） 

Amanda（阿曼达）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女子名，美剧里面经常见。在好莱坞，叫 Amanda

的女明星有 Amanda Seyfried（阿曼达·塞弗里德），1985 年生人，被誉为好莱坞四小花旦之

一，2004 年首次出演校园青春喜剧电影《贱女孩》一炮而红，2009 年《People》全球 100 名

最美丽的人排名第 4 名。 

 

在英语中，Amanda 的含义是“可爱的”，与它同源的女子名还有 Amy（艾米），含义是

“心爱的”。不管是 Amanda 还是 Amy，它们都含有词根 am-（爱）。这个词根来自拉丁语动

词 amare（爱），由此衍生了很多与“爱”相关的词语。 

我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这样一句歌词：爱是 love，爱是 amour，爱是 rak，爱是人类最

美好的语言，爱是正大无私的奉献。 

 

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叫做“爱的奉献”，演唱者是 80 年代的台湾女歌星翁倩玉。歌中，

love、amour 都是“爱”的意思，区别在于，love 是一个地道的英语单词，来自古英语，源

自原始日耳曼语；而 amour 则洋气多了，它来自法语，源自拉丁语，表示男女之爱，但常常

表示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风流韵事，如著名美国电影《廊桥遗梦》所描述的浪漫婚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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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词根 am-（爱）衍生出来的重要单词还有 amateur（业余爱好者），它由拉丁语动词

amere 的过去分词形式 amatus 加法语中表示施动者的名词后缀-eur（=or，者）组成。很多

词根后面跟着的-at 其实就来自拉丁语中表示过去分词形式的-atus。 

美国的墨西哥移民见面时往往相互称呼 amigo，意思就是“朋友”。久而久之，美国人也

常常称墨西哥移民为 amigo。这个词来自西班牙语，源自拉丁语名词 amicus（朋友）。与它

同源的还有单词 amicable（友好的）。 

 

 

词根 am-：爱，友好 

Amanda=am+anda（应……之人）=应去爱的人：n.阿曼达（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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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am+y=心爱的：n.艾米（女子名） 

amour=am+our（名词后缀）：n.恋情，奸情，偷情 

amorous=amor+ous（形容词后缀）：adj.恋爱的；多情的，风流的；色情的 

amateur=amat+eur（=or，者）=爱好者：n.业余爱好者，外行 adj.业余的，外行的 

amigo=am+igo（名词后缀）=友好者：n.朋友 

amicable=amic（朋友）+able=值得交朋友的：adj.友好的，友善的 

amity=am+ity（名词后缀）：n.友好，友善关系 

amatory=amat+ory（形容词后缀）：adj.恋爱的，情人的 

amiable=ami+able=值得爱的：adj.和蔼可亲的，亲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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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侧耳倾听的奥迪（Audi） 

喜欢汽车的朋友们肯定知道奥迪（Audi）这个著名汽车品牌。这家来自德国的汽车品牌，

曾经占据了中国公务轿车的大部分市场份额。关于它的品牌 Audi 的由来，有一段十分曲折

的故事。 

 

1899 年，德国汽车工业先驱者之一，奥迪之父，奥古斯特·霍希（August Horch）创建

了一家汽车公司，并用自己的姓氏霍希（Horch）来命名公司。在霍希的领导下，霍希汽车

公司不断推出创新车型，很快就在市场上脱颖而出，Horch（霍希）也成为了德国顶尖的豪

华汽车品牌。 

 

然而，十年后的 1909 年，霍希或公司其他投资人发生了激烈争吵。生性桀骜的霍希一

怒之下离开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司，并且另起炉灶，创建了另一家霍希汽车公司。两家同名

公司很快对峙公堂，争夺 Horch（霍希）这个品牌。大半年官司打下来，霍希本人居然败诉，

法院裁定他不得在公司名称或产品名称中使用 Horch（霍希）一词。 

输了官司的霍希到他的老搭档萨利赫兹家里讨论对策。由于霍希公司先下手为强地注册

了一大堆与 Horch（霍希）相近或相似的名字，他们讨论了半天仍没有找到能用的名字。萨

利赫兹正在上学的儿子这时一直在角落写拉丁文作业，他突然喊道：“爸爸，Audi！为什么

不叫 Audi 呢？”在座诸人立时茅塞顿开。原来，Horch（霍希）在德文中的意思是“听”，而

在拉丁语中，表示“听”的单词是 audi（奥迪）。两个单词意思一样，但 audi（奥迪）更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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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因此，霍希便将公司名称更改为 Audi（奥迪），并将其作为公司产品的新品牌。 

后来，在萨克森国家银行的主导下，奥迪公司、霍希公司、DKW 公司以及漫游者公司汽

车事业部四方合并，成为汽车联盟股份公司，最后演变为现在的奥迪公司。奥迪的四环车标

就代表了组成公司的四个子公司。 

 

既然公司的品牌 Audi 是“听”的意思，奥迪公司在品牌宣传上，就格外注重听觉元素

的运用。在奥迪的每一部广告片和宣传片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片尾出现的“奥迪心跳

之音”。这两声强劲有力的心跳声的识别度堪比奥迪的“四环”标志，已成为奥迪品牌在听

觉艺术上的标志。 

似乎奥迪对有关于“听”的一切都非常敏感，不仅体现在对自身产品音效、隔音等的改

良上，更体现在许许多多由其赞助的跨界音乐活动上，比如奥迪夏季音乐节、柏林歌剧节、

北京国际音乐节、青年音乐家计划。 

英语中表示“听”的词根 aud-/audi-就与 Audi（奥迪）同源，来自拉丁语动词 audire（听），

由此衍生出不少与“听”有关的单词。 

 

词根 aud-/audi-：听 

 

Audi：n.奥迪公司，奥迪汽车 

audience=audi-ence：n.听众，观众，读者 

audio=audi+o：adj.声音的，音频的 

audit=audi+t：n.v.审计，查账，旁听 

audition=audit+ion（名词后缀）：n.试听，试镜；听力 v.让其试唱，试听，试音 

auditor=audit-or：n.审计员，听者，旁听生 

audible=aud-ible：adj.听得见的 

auditory=audit-ory：n.听众，礼堂 adj.听觉的 

auditorium=audit-orium=听的地方：n.礼堂，观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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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神奇的长凳（bench） 

英语单词 bench 的基本含义是“可供多人坐的长凳或长椅”，包括有靠背的和无靠背的。

另外，还可以表示摆放物品的长几或工作台。 

基于单词 bench，衍生了不少有趣的固定短语或习语，如 warm the bench，字面意思是

“使长凳变暖和”，其实指的是“坐冷板凳、当替补”。对应的，bench-warmer 就是“替补队

员”的意思。 

 

短语 on the bench 的字面含义是“坐在长凳上”。在体育领域中，该词表示队员坐在候

补席上休息，不用上场比赛。而在法律领域中，该词却表示“当法官”，这里的 bench 就不

再是普通的长凳或长椅，而是代表法官职责和权威的“坐席”。 

单词 benchmark（基准、标杆）由 bench 和 mark（标记）构成，原本是一个测绘学术

语，指的是在测绘人员在石质材料上刻的标记，用作基准点。测绘人员可以使用角铁插在标

记处构成水准标尺，形如一条 bench，所以将该标记称为 benchmark。 

 

在中世纪，提供货币兑换服务的商人常常将各种货币堆放在一条长凳（bench）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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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顾客来兑换货币。这种堆放货币的长凳其实就是现代银行的前身。英语中表示银行的单词

bank 其实就与 bench 同源，原本指的就是堆放货币的长凳。 

 

《圣经》里就曾记载，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圣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

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作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

推翻他们的桌子。 

 

当货币兑换商因为资不抵债或其他原因无法继续经营时，市场管理人员就会当众将他的

长凳折断，以此方式宣布他已经丧失经营能力。这就是单词 bankrupt（破产）的来历，由 bank

（长凳）和 rupt（断裂）组成，字面意思就是“折断长凳”。 

古时候，西方人举办宴席时，在两顿正餐之间常常会提供各种点心。这些点心常常摆放

在长几上，被称为 banquet，由 banqu（=bank，长几）加指小形式后缀-et 组成，字面意思

就是“长几上的小点心”。该词后来被人们用来表示“宴席”本身。 

壕沟是战争中最常见的防御工事。为了保护士兵，壕沟的深度往往超过士兵的身高。这

样的话，士兵若想观察外部情况或对外射击就不方便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壕沟靠外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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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有一长溜平台。士兵站在这个平台上就可以探出脑袋来观察敌情或对外射击了。 

 
平时，这个平台还可以当成长凳，供士兵坐下来歇息。这个平台就是 banquette，由 banqu

（=bank，长凳）加指小形式后缀-ette 组成，现在常常用来表示贴墙的长凳或长沙发。 

 
 

词根 banc-/banqu-：长凳，工作台 

 

bench：n.长凳，长椅，工作台，替补队员 

warm the bench：坐冷板凳，当替补 

on the bench：坐在长凳上；当法官 

benchmark=bench（长凳）-mark（标记）：n.基准，标杆 

bank：n.银行 

banker=bank-er（者）：n.银行家，银行业者 

bankrupt=bank（长凳）-rupt（断裂）=折断长凳：vt.使破产 adj.破产的 n.破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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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quet=banqu（长凳）-et（指小形式）=长凳上的小点心：n.宴席，宴会 v.宴请，赴宴 

banquette=banqu（长凳）-ette（指小形式）=小长凳：射击壕沟，靠墙长凳或长沙发；

路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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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来自石灰岩的钙（calcium） 

很早以前，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就发现，石灰岩质地较软，很容易破碎，在其他平面上

摩擦时能够留下清晰的痕迹。在希腊语中，人们将这种岩石称为 khalix，意思是“容易破碎

的石头”。该词进入拉丁语后演变为 calx，其属格形式为 calcis。英语中表示“石灰岩、钙”

的词根 calc-就来源于此。 

人们最初用这种石灰岩碎片作为书写工具，在石板上写写画画，这其实就是粉笔的前身。

英语单词 chalk（粉笔）就来源于拉丁语 calx（石灰岩），原本指的就是这种用作书写工具的

石灰岩碎片。 

 

古人还用小石子来计数。在拉丁语中，小石子被称为 calculus，是 calx（石灰岩）的指

小形式。由此衍生出动词 calculate（计算）和动词 calculation（计算）。 

拉丁语单词 calculus（小石子）本身也进入了英语。在医学领域，它表示“结石”，而在

数学领域，它表示“微小的一份”，常用于 differential calculus（微分）和 integral calculus（积

分）当中，也可表示“微积分”。 

科学家们最早从石灰岩中发现了钙元素，所以将其命名为 calcium，由词根 calc-（石灰

岩）加化学名词后缀-ium 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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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在修建木船时，需要用特殊捻料来填补船板中的细小裂缝或结合处形成的细缝。

古人很早就发现，利用石灰和其他材质混合制成的捻料特别适合填补船体缝隙，可以随着船

板一起热胀冷缩，这样就可以保证船板不会透水。因此，英语中表示“填隙”的单词 caulk

也来自拉丁语 calx（石灰岩）。 

 

词根 calc-：石灰岩，钙 

  

chalk：n.粉笔 v.用粉笔写 

caulk：vt.填隙使不渗水；捻缝 

calculate=calc（石灰岩）+ul（小）+ate（动词后缀）=用小石子计数：v.计算，打算 

calculation=calc（石灰岩）+ul（小）+ation（动名词后缀）：n.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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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us=calc（石灰岩）+ul（小）+us（名词后缀）=小石子：n.结石，微积分 

calcium=calc（石灰岩）+ium（元素）=石灰岩中的化学元素：n.钙元素 

calcify=calc（石灰岩）+ify（使变成）=使变成石灰岩：v.（使）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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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平地上露营（camp） 

户外露营是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的活动，因为露营可以让我们更加亲近大自然，增添

了户外活动的乐趣。但是，露营也有很多注意事项，其中，营地的选择就很重要。英语中，

表示“露营”的单词是 camp，它的词源就包含了如何选择营地的信息。 

单词 camp（露营）来自拉丁语 campus，本意是“旷野、平地”。古罗马军队在扎营时，

通常会选择平坦开阔的旷野，既能避免敌人偷袭，又能远离各种自然灾害。所以我们在户外

露营时，也应该向古人学习，选择在平地上设置营地，尽量远离山坡、河谷等容易发生地质

灾害的区域。 

 

在英语中，大学校园就是 campus，直接来自拉丁语 campus（平地）。作为能容纳数万

人的大学校园，自然面积不小，需要占据一大片平地（campus）。所以大学校园就被称为

campus 了。 

英语词根 camp-就来自拉丁语 campus（旷野、平地），基本含义就是“旷野、平地”，在

此基础上衍生出“战场、营地”等含义。英语中，表示“扎营”的动词就是 encamp，字面

意思就是“进入旷野”；表示“撤营”的动词就是 decamp，字面意思就是“离开旷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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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词根 camp-（旷野、平地）衍生出的一个常见单词是 campaign（战役、竞选），字面

意思就是“在旷野中开展的活动”。古罗马时期，冬季因为天气寒冷，所以是自然休战期。

春天来了后，军队才会离开大本营，开赴前线，在旷野中开展军事活动。campaign 常常指一

年以内开展的军事活动，即“战役”。现在，campaign 一次还可以表示按年度开展的重大活

动，如竞选活动、市场营销活动。 

英语单词 champion（冠军）也由词根 camp-（旷野、平地）衍生而成，字面意思就是“在

战场上决斗的人”。在古代战场上，为了避免伤亡，对战双方常常会采取决斗的方式来决定

胜负。双方派出各自军队中最杰出的战士，代表全军进行决斗。这种决斗者就是 champion。 

 

因为他们是全军中最杰出的战士，所以 champion 可以表示“冠军”、“最优秀的”。另外，

champion 还表示“代表全军进行战斗”，由此引申出“拥护、为其奋斗”和“拥护者”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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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根：camp-（旷野，平地，战场，营地） 

 

camp：n.营地，露营 v.露营，扎营 

encamp=en（进入）+camp=进入旷野：v.露营，扎营 

decamp=de（远离）+camp=离开旷野：v.撤营，逃走 

campus=camp+us（名词后缀）：n.（大学）校园，大学生活 

campaign=camp+aign=在旷野中开展的活动：n.战役，（竞选、营销）活动 

champion=champ（=camp）+ion（者）=在战场上决斗的人：n.冠军，拥护者 adj.优胜的，

第一流的 vt.支持，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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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从马车到小汽车（car） 

英语中，小汽车被称为 car，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常见的单词。那么，在小汽车问世

之前，单词 car 是什么意思呢？原来，car 的本意是“有轮子的交通工具”，它来自法语，源

自拉丁语 carrum，最终源自古高卢地区的凯尔特语，原本指马拉的双轮战车。 

 

与单词 car 同源的单词还有 cart（二轮运货马车）、chariot（二轮战车）。它们的共同词

根是 car-/carr-/char-（车、承载、运输），由此衍生的常见单词有 carry（承载、运送）。负责

承载运送的人或工具就是 carrier（载体、运送者），而被运送的对象就是 cargo（货物）。 

单词 career 常被人翻译为“职业生涯”，实际上这是一种比喻说法。career 同样衍生自

词根 car-/carr-/char-（车、承载、运输），本意是指供 car（有轮子的交通工具）行驶的道路

或轨道，引申为 car 的行驶历程，最后比喻人在职场的发展轨迹，即所谓的“职业生涯”。 

源自词根 car-/carr-/char-（车、承载、运输）的英文姓氏有 Carter（卡特）和 Carpenter

（卡朋特），前者的字面意思是“马车夫”，后者的字面意思是“制作马车的人、木匠”。显

然，这两个姓氏都来自人的职业。姓 Carpenter（卡朋特）的名人中，我所认识的有演唱“昨

日重现”（Yesterday Once More）的“卡朋特乐队”，是上世纪 70、80 年代美国歌星理查德·卡

彭特和卡伦·卡彭特兄妹二人组成的演唱组合。 



英语单词里面的秘密——钱磊博士 

微信公众号：钱博士英语                                25 

 

单词 charge 其实也衍生自词根 car-/carr-/char-（车、承载、运输），本意是“往车上装

货”，所以它的很多义项都是从基本含义“装载、使承载”衍生出来的，如“充电”其实就

是“装载电荷”，“掌管”其实就是“使承载责任”，而“索费”其实就是“使承载债务”。 

单词 caricature（漫画）其实与 charge 同源，本意就是“超载”，引申为“夸张地表达”。

所以 caricature 指的是那种表现夸张的漫画，常将人物的特征加以夸大，从而达到讽刺的效

果。 

 

 

词根 car-/carr-/char-：车、承载、运输 

 

car：n.汽车 

cart：二轮运货马车 

chariot=char+iot：n.二轮战车 

carry=carr+y：v.携带，搬运，运送 

carrier=carri+er（者）：n.载体，运送者 

carriage=carri+age（名词后缀）：n.运输，运费，四轮马车，客车厢 

cargo=car+g+o=运送对象：n.货物，船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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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er=car+eer=供马车跑的道路：n.职业生涯，事业 vi.全速前进，猛冲 

carter=cart+er（者）=马车夫：n.卡特；马车夫，货运司机 

carpenter=carpent+er（者）=制作马车的人：n.卡朋特；木匠，木工 

charge=char+ge=装载：v.装载，使承担，使充电，索费，冲去 n.费用，电荷，掌管，负

载，命令 

discharge=dis+charge：v.排放，卸货，解雇 

caricature=car+ic+ature（动名词后缀）=超载，夸张表示：n.漫画，讽刺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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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勇往直前的骑士队（Cavaliers） 

克利夫兰骑士队（Cleveland Cavaliers）是美国男篮职业联赛（NBA）东部联盟中的一支

球队，当家球星为勒布朗·詹姆斯。 

 

2003 年，骑士队选中状元秀勒布朗·詹姆斯，在詹姆斯的带领下，骑士队于 2007 年首

次进入 NBA 总决赛，但以 0-4 负于马刺队。2010 年小皇帝詹姆斯加入迈阿密热火队，与韦

德、波什组成三巨头，并于 2012 年、2013 年连续两次获得 NBA 总决赛冠军。2014 年，詹

姆斯回归克利夫兰骑士队，与欧文、乐福组成三巨头。 

 

2016 年，骑士队在总决赛中，不可思议地逆转战胜金州勇士队，夺得总冠军。但在刚

过去的 2017 年总决赛中，骑士队最终还是负于金州勇士队。 

1970 年，克利夫兰在给新成立的职业篮球队起队名时，组织当地球迷投票表决，结果

6000 张选票中超过三分之一的票数选了 Cavaliers（骑士队）这个名字，缩写为 CAVS。 

单词 cavalier（骑士）来自意大利语，源自拉丁语名词 caballarius（骑马的人），后者由

名词 caballus（马）衍生而成。英语中表示“马、骑马”的词根 caval-就来源于此。由该词根

衍生的单词中，除了 cavalier（骑士）外，还有 cavalry（骑兵部队）和 cavalcade（骑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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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根 caval-常见变体形式为 cheval-和 chival-，是拉丁语 caballus（马）经由法语进入英语

时拼写发生变化造成的。由词根 cheval-衍生出的常见单词是 chevalier（骑士）。在法国，

chevalier 的含义并不是“骑马的人”，而是一种爵位，相当于英语中的 knight（骑士）。 

 

由词根 chival-衍生出的常见单词是 chivalry（骑士精神）。所谓“骑士精神”，最主要包

括：勇敢、忠诚、谦虚、爱惜名誉、公平竞争、保护弱者、注重礼仪（尤其是面对女士时）

等等。在后冷兵器时代，骑士精神转化成了绅士风度。这种由骑士精神转变而来的绅士风度，

已经成了现代文明生活中男人的基本人格准则，并推而广之蔓延到了全世界。 

 

词根 caval-/cheval-/chival-：马，骑马 

 

cavalier=caval+ier（者）=骑马的人：n.骑士，武士，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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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alry=caval+ry（名词后缀）：n.骑兵，装甲兵，装甲部队 

cavalcade=cavalc+ade（名词后缀）：n.马队，骑兵队，行列，队伍 

chevalier=cheval+ier（者）=骑马的人：n.骑士，武士，对女子献殷勤的人 

chivalry=chival+ry（名词后缀）：n.骑士精神，骑士制度 

chivalrous=chivalr+ous（形容词后缀）：adj.有骑士风度的，侠义的，骑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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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蜡烛商人钱德勒（Chandler） 

我很喜欢英文名 Chandler（钱德勒），原因有二：第一是因为我本人就姓钱，第二是因

为我最喜欢的美剧《Friends》（老友记）里面就有一个很搞笑的 Chandler Bing（钱德勒·宾）。 

 

Chandler 通常用作姓氏，其含义就是“蜡烛商”，由单词 candle（蜡烛）加后缀-er（者）

组合而成，只是开头的辅音 c 经由法语时变成了 ch。估计 Chandler 这一家的老祖宗是做蜡

烛或卖蜡烛的，故得名如此。 

同样由 candle（蜡烛）衍生而来的单词还有 chandelier（枝形吊灯），原本指可以同时插

多根蜡烛的枝形架子。后来电灯替代了蜡烛，所以 chandelier 的含义就变成了“枝形吊灯”。 

 

单词 candle（蜡烛）由拉丁语词根 cand-（发光，白亮）加名词后缀-le 构成，字面意思

就是“能发光的物品”。同根词还有 candid（坦白的）、candor（坦白）、candescent（白炽的）

等。 

古罗马的成年公民通常身穿一种称为“托加”的长袍，边角通常缝有彩色的装饰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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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选时，竞选公职者在竞选活动中，常常身穿没有任何装饰的纯白色托加，作为候选人的

标志，同时暗含品德清白无瑕之意。因此，在拉丁语中，这种人就被称为 candidatus（身穿

白衣者）。这就是英语单词 candidate（候选人）的由来。 

 
 

词根 cand-：发光，白亮的 

 

candle=cand+le（名词后缀）=能发光的物体：n.蜡烛 

candid=cand+id（形容词后缀）：adj.坦白的，直率的，公正的 

candor=cand+or（名词后缀）：n.坦白，直率 

candescent=cand+esc（起始形式）+ent（形容词后缀）=开始发光的：adj.白炽的，发白

热光的 

incandescent=in+cand+esc（起始形式）+ent（形容词后缀）=开始发光的：adj.白炽的，

发白热光的 

chandler=chandl（=candle，蜡烛）+er（者）=卖蜡烛者：n.蜡烛商；钱德勒 

chandelier=chandel（=candle，蜡烛）+ier（名词后缀）=插蜡烛的架子：n.枝形吊灯 

candidate=candid（白亮的，穿白衣的）+ate（形容词后缀）=穿白衣的：n.候选人 

candidacy=candid（=candidate，候选人）+acy（名词后缀）：n.候选资格，候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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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源自炼金术的化学（chemistry） 

作为现代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化学（chemistry），其实脱胎于历史悠久的炼金术。古代

炼金家在长期的炼金和炼丹的实践中，积累了很多的化学事实材料和经验知识，制造了许多、

各种类型的实验设备和器具，为现代化学的发展培育了土壤。 

 

很早以来，人们就希望能找到一种方法，将低贱的金属变为昂贵的金子。这种方法就是

所谓的炼金术。西方古代炼金术认为金属都是活的有机体，逐渐发展成为十全十美的黄金。

这种发展可加以促进，或者用人工仿造。 

 
据说炼金术最早在古埃及兴起，在阿拉伯语中叫做 al kimiya。其中，al 是定冠词，相当

于英语中的定冠词 the。kimiya 在埃及语中的意思是“黑土”。古埃及人认为创造之神库努

姆（Khnum）用一撮黑土创造了人。所以炼金术（al kimiya）意思就是“用黑土创造万物的

艺术”。炼金术认为，黑色象征着起初的混沌状态，炼金的第一步就是“黑化”，即使物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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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至原初状态，然后再转变为其他物质。 

炼金术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后，其名称 al kimiya 演变成拉丁语 alkimia，经由法语进入

英语后，演变为英语单词 alchemy（炼金术），炼金术士自然就是 alchemist，他们就是最初的

化学家。 

 

英语中表示“化学家”的单词 chemist 其实就来自 alchemist（炼金术士），仅仅是去掉了

前缀 al-而已。chemist（化学家）所从事的专业就是 chemistry（化学）。这些单词的共同成分

就是表示“化学、炼金”的英语词根 chem-。 

 

词根 chem-：化学，炼金 

 

chemical=chem+ical（形容词后缀）：adj.化学的 n.化学制品，化学药品 

chemist=chem+ist（专业人士）：n.化学家 

chemistry=chem+ist+ry（学科）=化学家的学科：n.化学 

alchemy=al+chem+y（名词后缀）：n.炼金术 

alchemist=al+chem+ist（专业人士）：n.炼金术士 

alchemical=al+chem+ical（形容词后缀）：adj.炼金术的，炼金的，炼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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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吃一条面包的好伙伴（companion） 

古罗马军队中，每十名士兵组成一个小组，在扎营时睡在同一顶帐篷中，吃饭时分享一

条面包。这十个人就被称为 companion，由前缀 com（一道）+词根 pan（面包）+名词后缀

ion 组合而成，字面意思就是“一起吃面包的人”。 

 

英语词根 pan-（面包、食物）来自拉丁语名词 panis（面包、食物），由此衍生出来的单

词还有 company。它和单词 companion（伙伴）同源，本意是“战友、伙伴”。在军事上，

company 表示步兵的常见建制单位“连”。14 世纪时，company 被用来表示“行业工会”，后

来表示“公司”。组成公司的不正是一群一块挣面包的人吗？ 

 

既然开公司是为了一块挣面包吃，公司里面自然少不了吃面包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

pantry（食品间），在外企中很常见，里面通常有咖啡和零食。员工们工作累了，可以来这里

喝点咖啡，吃点零食，放松精神，恢复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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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时期，贵族家中，只有长子有权继承爵位，那么其他儿子们如何养家糊口呢？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贵族常常会分给他们一些地产，作为他们将来的生活来源。这种封地就被

称为 appanage，字面意思就是“食物供给、养家糊口之物”。 

英语词根 past-（供养、放牧）与 pan-（面包、食物）同源，来自拉丁语动词 pascere（供

养、放牧）的过去分词形式 pastus。由它衍生的常见单词有 pasture（牧场）、pastor（牧人、

牧师）。 

在法语中，“一顿饭”被称为 repast，字面意思就是“再吃一顿”，与英语单词 meal（一

顿饭）同义。该词进入英语后，用作书面语，常用来表示“精致大餐”、“高档膳食”。与土

生土长的英语单词 meal 相比，明显“高大上”不少。 

 

词根 pan-：面包，食物 

 

company=com（一起）+pan+y（名词后缀）=一起吃面包者：n.伙伴，陪伴，公司，连队

v.陪伴，交往 

accompany=ac（=动词前缀 ad）+company：v.陪伴，伴奏，伴唱 

companion=com（一起）+pan+ion（名词后缀）=一起吃面包者：n.同伴，朋友 

pantry=pan+t+ry（名词后缀）=放面包的地方：n.食品间，餐具室 

appanage=ap（=动词前缀 ad）+pan+age（名词后缀）=食物供给：n.封地，封禄 

 

词根 past-：供养，放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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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ure=past+ure（名词后缀）=放牧之地：n.牧场，草地 

pastor=past+or（者）=放牧者：n.牧师，牧人 

repast=re（再次）+past=再吃一回：n.一餐，膳食，饭菜 

 

免费试读部分到此结束。欲购买完整版本请加个人微信号 qianlei217217 并标明“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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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然篇 

（一） 常见天体名称的由来 

1. Mercury（水星）：古罗马神话中的神使墨丘利 

水星是太阳系中离太阳最近、体积最小的行星。因为距离最近，所以受到太阳的引力也

最大，因此在它的轨道上比任何行星都跑得快，所以古希腊人就用希腊神话中跑得最快的神

使赫尔墨斯来命名它。古罗马神话中对应的神使墨丘利（Mercury），所以在拉丁语中将它称

为 Mercury。英语则直接照搬拉丁语的说法。 

Mercury：['mɝkjəri]  n. 水星；墨丘利 

2. Venus（金星）：古罗马神话中的爱与美神维纳斯 

金星是离地球最近的行星，也是是全天中除太阳和月亮外最亮的星，犹如一颗耀眼的钻

石，光彩夺目。所以古代希腊人便用神话中的爱与美神来命名它。罗马人所信奉的爱与美神

是维纳斯（Venus），所以在拉丁语中将金星称为 Venus。英语则直接照搬拉丁语的说法。 

Venus：['vinəs]  n. 金星；维纳斯 

3. Mars（火星）：古罗马神话中的战神马尔斯 

火星因为其橘红色外表而被中国人称为“火星”。古希腊人却由其联想至鲜血，因此以

希腊神话中好战嗜血的战神来命名它。古罗马神话中对应的战神是马尔斯（Mars），所以在

拉丁语中被称为 Mars。英语则直接照搬拉丁语的说法。 

Mars：[mɑrz]  n. 火星；马尔斯 

4. Jupiter（木星）：古罗马神话中的神王朱庇特 

木星是太阳星中体积最大的行星，质量为太阳系中其它七大行星质量总和的 2.5 倍，并

且拥有数量最多的卫星，特别像古希腊神话中妻妾成群的神王宙斯，便以宙斯来命名。在古

罗马神话中对应的神王是朱庇特（Jupiter），所以在拉丁语中就用朱庇特来命名它。英语则直

接照搬拉丁语的说法。 

Jupiter： ['dʒʊpətɚ]  n. 木星；朱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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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常见星座名称的由来 

5. galaxy（银河系）：天后赫拉的乳汁 

英语单词 galaxy（银河）来自希腊语 galaxias（milky、乳汁的），是 galaxias kyklos（milky 

circle，乳汁之环）的缩写。 

在希腊神话中，据说天后赫拉的乳汁具有神奇的力量，吃后可以长生不老。一天，趁赫

拉熟睡之际，宙斯将自己和凡人结合所生的私生子赫拉克勒斯抱到赫拉身旁，让他吮吸赫拉

的乳汁。没想到赫拉克勒斯吮吸时用力过猛，惊醒了赫拉。赫拉猛地把孩子推开，但一些乳

汁飞溅到天上，形成了银河。所以银河被人称为“乳汁之环”。在英语中，人们还往往用 milky 

way（乳汁之路）来表示银河。 

galaxy： ['gæləksɪ] n.银河，银河系，群英 

galactic：[gə'læktɪk] adj. 银河的；乳汁的 

6. Capricorn（摩羯座）：下半身变成了鱼的潘神 

英语中表示“摩羯座”的单词 Capricorn 来自拉丁语 Capricornus，后者借译自希腊语，

意思就是“山羊角”，由 capri（山羊）和 corn（角组成）。 

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位叫做“潘”（Pan）的牧神，他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羊，头顶还

长了一对山羊角。有一次他参加众神聚会。大家正玩得开心，突然一群妖怪闯了进来，众神

四散逃走。潘想变成一条鱼从河中逃走。但他吓得难以自制，只有水下的部分变成了鱼形，

水上的部分还是羊的样子，顶着一对羊角。这副滑稽形象被宙斯升到天上，变成了星空中的

摩羯座（Capricorn）。 

Capricorn：['kæprikɔ:n]  n. 摩羯座 

caprine：['kæp,raɪn]  adj. 山羊的；公山羊的 

（三） 大洋大洲名称的由来 

7. Atlantic Ocean（大西洋）：擎天神所在的大洋 

大西洋的英文名称为 Atlantic Ocean，字面意思就是“Atlas 所在的大洋”。Atlas（阿特

拉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擎天神。他属于泰坦神族，被宙斯带领的奥林巴斯神族打败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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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配至世界的最西边擎天。古代欧洲人以为大西洋就是世界的最西边，因此便将其称为“阿

特拉斯所在的大洋”，即 Atlantic Ocean。 

Atlantic：[ət'læntɪk] n. 大西洋 adj. 大西洋的 

8. Aegean（爱琴海）：跳海自尽的雅典国王埃勾斯 

希腊传说中，著名英雄忒修斯王子自告奋勇前往克里特岛猎杀公牛怪。出发前，他与父

亲、雅典国王埃勾斯（Aegeus）约好，如果他平安回来，就将船的黑帆换成白帆。忒修斯在

克里特公主的帮助下，成功地杀死了公牛怪，带着公主阿里阿德涅逃离了克里特岛。在途中，

忒修斯梦见神的告诫，告知他和阿里阿德涅不是命中注定的夫妻。忒修斯不敢违抗神的旨意，

就将阿里阿德涅抛弃，独自返回雅典。 

受此事影响，忒修斯心神不定，忘记了出发前的约定，没有将黑帆换成白帆。国王埃勾

斯远远地看到忒修斯的船只挂着黑帆而来，以为他已经遇害，万念俱灰，于是投海自尽。为

了纪念他，人们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片海。从此这片海就被叫做 Aegean（爱琴海）。 

Aegean：[i:'dʒi:ən] n.爱琴海 adj.爱琴海的 

9. Europe（欧洲）：被宙斯拐骗的公主欧罗巴 

希腊神话中，腓尼基国王的女儿欧罗巴（Europa）长得美貌惊人。主神宙斯看见了，动

了春心，就化作一头帅气的白公牛来到欧罗巴玩耍的草坪上，温柔地趴在欧罗巴的跟前。欧

罗巴按捺不住好奇心，就骑上了公牛。等公主一坐好，公牛就奋蹄狂奔，从大陆奔入海中，

又从海中游到另一块大陆。在这块大陆上，宙斯化身为一帅哥，与公主相恋。欧罗巴公主为

宙斯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克里特岛的国王米诺斯。 

后人就以欧罗巴公主的名字来命名这片大陆。这片大陆就是现在的欧洲（Europe）。在

天文学上，科学家用 Europa 来命名木星的第二颗卫星。 

Europa：[juə'rəupə] n. 欧罗巴；木卫二 

Europe：['jʊrəp] n.欧洲，欧罗巴洲 

European：[jʊərə'piːən] n.欧洲人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四） 常见矿物名称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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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methyst（紫水晶）：拒绝酒神追求的少女 

在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凡人少女，向她展开了

热烈的追求，但遭到了少女的拒绝。一日，酒神喝醉后，欲强行非礼少女。情急之下，少女

向月亮女神大声呼救。于是月亮女神将她变成了一块晶莹透体的水晶，保住了她的贞洁。酒

神伤心不已，就将葡萄酒浇灌在水晶身上，使其变为紫色。 

从此以后，希腊人便将紫水晶称为 amethystos，由 a（不）和 methyskein（喝醉）组合

而成，字面意思就是“不醉酒”或“拒绝酒神的追求”。那名凡人少女也因而得名“艾莫西

施”（Amethystos）。 

古希腊人相信，紫水晶（amethystos）具有防止醉酒的功效，因此在饮酒时喜欢使用紫

水晶做成的葡萄酒杯或在身上佩戴一块紫水晶做成的饰品，来避免自己喝醉。 

英语单词 amethyst（紫水晶）就来源于希腊单词 amethystos。 

amethyst：['æməθɪst] n.紫水晶，紫色 

11. bauxite（铝土）：最早发现于法国莱博的氧化铝矿石 

Les Baux（莱博）是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一个旅游小镇，坐落在 245 米高的石灰岩崖上

（Baux 就是悬崖峭壁的意思），是法国最美丽的村庄之一，以山顶村庄风光和古代军事要塞

堡垒为特色。人们首次在法国莱博发现矾土矿石，故将矾土称为 bauxite。矾土是一种氧化铝

矿石，常因含有氧化铁而呈黄至红色，故又称“铁钒土”，为炼铝的主要原料。bauxite 与 alumina

（氧化铝）的区别在于：bauxite 指的是含有 alumina 的矿石，alumina 则是 bauxite 的加工产

物。 

bauxite：['bɔksaɪt] n.矾土，铝土矿 

12. copper（铜）：塞浦路斯岛盛产的矿石 

塞浦路斯在古代是世界上主要的铜产地之一。公元前 6 世纪，古罗马人占领了塞浦路斯

岛，大量开采岛上的铜矿，用来铸造钱币。希腊语 Kypros（塞浦路斯）在拉丁语中拼写为

Cyprium，塞浦路斯岛上的铜就被称为 Cyprium aes（塞浦路斯矿石），后来在拉丁语中被缩

略为 cuprum。英语单词 copper 就来源于此。 

copper： ['kɒpə] n.铜，铜币 adj.铜的 vt.镀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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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prian：['sipriən] n.塞浦路斯人，塞浦路斯语 adj.塞浦路斯的，塞浦路斯人的，塞浦路

斯语的 

13. crystal（水晶）：石化的冰 

古代希腊人最初见到水晶这种矿物质时，不知为何物。他们看到这种物质和石头一样硬，

却又像冰一样晶莹剔透，因此认为是石化的冰，所以在希腊语中称之为 krystallos，来自 kryos

（frost，冰冻）。该词进入拉丁语后变成 crystallus，经由法语进入英语后变成了 crystal。crystal

不仅可以表示水晶，还可以表示其他各种结晶体。 

crystal：['krɪst(ə)l] n.结晶，结晶体，水晶 adj.水晶的，透明的，清澈的 

 

（五） 常见动物名称的由来 

14. alligator（短吻鳄）：西班牙殖民者对美洲鳄的称呼 

当西班牙殖民者初次踏上美洲大陆，遇到美洲特有的短吻鳄时，就用西班牙语称其为 el 

lagarto（the lizard，蜥蜴）。后来英国殖民者沿用了西班牙人对其的称谓，在英语中将其称作

lagarto。但在 16 世纪末期，有些人误将西班牙语中的定冠词 el 也看作该词的一部分，因此

就从西班牙语 el lagarto 中产生了英语单词 alligator。 

alligator：['ælɪgeɪtə] n.短吻鳄，美洲鳄 

15. armadillo（犰狳）：披盔甲的小动物 

英语单词 armadillo（犰狳，穿山甲）来自西班牙语，是 armado 的指小形式，而后者来

自拉丁语 armatus，是动词 armare（武装、穿盔甲）的过去分词形式，所以 armadillo 的字面

意思就是“披盔甲的小动物”。犰狳之所以得此名，是因为它身上披有坚硬的片状鳞甲，看

起来就像是披了盔甲一样。它的中文名称“穿山甲”也反映了它的这一特点。 

armadillo：['ɑrmə'dɪlo] n.犰狳，穿山甲 

armour：['ɑmɚ] n. 盔甲；装甲；护面 

armed：[ɑrmd] adj. 武装的；有扶手的；有防卫器官的（指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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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badger（獾）：额上戴徽章的动物 

獾之所以被称为 badger，是因为它的前额上有醒目的白色条纹，就像是一个徽章（badge）。

中世纪时流行一种残忍的狗咬獾游戏。人们将抓来的獾放到一个盒子里，然后将一只狗放入

盒子里，让狗反复去咬獾，每次咬住獾后，狗主人就将它们分开，如此反复，以在规定时间

内咬住獾次数最多为胜。由于在这种游戏中，狗会反复去咬獾，因此 badger 一词衍生出“烦

扰、纠缠不休”之意。 

badger：['bædʒə] n.獾 vt. 纠缠不休；吵着要；烦扰 

17. beetle（甲壳虫）：会咬人的小虫子 

单词 beetle（甲壳虫）来自古英语，与动词 bite（咬）同源，本意就是“会咬人的小虫

子”。 

beetle：['biːt(ə)l]  n. 甲虫；大槌 vi. 急忙来回；突出 vt. 用槌打 

bite：[baɪt] v. 咬；刺痛 n. 咬；一口；咬伤；刺痛 

18. buffalo（水牛）：北美殖民者对北美野牛的误称 

英语单词 buffalo 本来指的是水牛。欧洲殖民者到达北美洲后，发现北美洲有大量野牛

（American bison）。殖民者以前没见过这种牛，就将其误称为 buffalo。后来人们虽然知道这

种说法是错误的，但已经习惯成自然了。所以当你看到 buffal 一词时，需要注意区分该词出

现的地区。如果是在欧洲，指的是“水牛”，如果是在北美，指的是“北美野牛”。 

北美野牛曾经是当地印第安人主要的经济支柱。欧洲殖民者到达北美时，曾经大肆捕杀

北美野牛。曾经有一位猎手以善于捕杀北美野牛而闻名，被称为“Buffalo Bill”（野牛比尔）。

美国纽约州西部有座城市叫做 Buffalo（水牛城），就是因为此地盛产北美野牛，曾经是印第

安人的狩猎之地。 

buffalo：['bʌfələʊ] n.水牛，北美野牛 

19. butterfly（蝴蝶）：喜欢吃黄油的飞虫 

英语单词 butterfly（蝴蝶）由 butter（黄油）+fly（飞虫）构成。那么，蝴蝶跟黄油到底

有啥关系呢？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因为蝴蝶喜欢偷吃黄油和牛奶，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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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很多蝴蝶的颜色像黄油，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蝴蝶的粪便的颜色像黄油。 

butterfly：['bʌtəflaɪ] n.蝴蝶 

butter： ['bʌtɚ] vt. 涂黄油于；讨好 n. 黄油；奶油；奉承话 

fly：[flaɪ]  v. 飞；驾驶飞机；（使）飘扬 n. 飞行；苍蝇；两翼昆虫 

20. canary（金丝雀）：加那利群岛独有的鸟类 

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位于非洲西北部的大西洋中，属于西班牙，是欧洲人常去

的冬季度假胜地之一。 

公元前 40 年，毛里塔尼亚国王尤巴二世派远征队到此，见其中一个岛上有许多躯体巨

大的野狗，遂称该岛为 Canaria，意为“狗岛”，因为在拉丁语中 canis 就是“狗”的意思。

在英语中拼写为 Canary，整个群岛被称为 Canary islands。因为金丝雀的产地就在此群岛，

所以金丝雀也被称为 canary。由于金丝雀多为淡黄色，因此 canary 还可以表示“淡黄色”。 

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与其西班牙丈夫荷西的家就坐落在加那利群岛中大加那利岛的首

府拉斯帕尔马斯。 

canary： [kə'neərɪ] n.金丝雀，淡黄色 

 

（六） 常见植物名称的由来 

21. anemone（银莲花）：风的女儿 

银莲花是以色列的国花，它的名字 anemone 来自希腊语，意为“风的女儿”，词根是

anemos（风）。银莲花之所以得此名是因为古代希腊人认为它只在起风时才开花。在英语中，

还可以直接将其称为 windflower（风之花）。来自 anemos 的单词还有有 anemometer（风力

计）、animal（动物，“能喘气的生物”）等。 

anemone：[ə'nemənɪ] n.银莲花，银莲花属 

windflower：['wɪn(d)flaʊə] n.银莲花，风之花 

22. aster（紫菀属植物）：花如星状的植物 

aster 原本是一个拉丁单词，意思就是“星”。在英语中，单词 aster 表示“紫菀属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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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种植物的花瓣细长，伸展开后呈现星状，故此得名。 

aster： ['æstɚ] n. [植] 紫菀属植物；星状体 

23. cypress（柏树）：变为柏树的美少年赛帕里西亚斯 

柏树（cypress）在西方是悲哀和哀悼的象征。古人经常将柏树栽种在墓地，表达对前人

的怀念。有亲人去世不久的人家会在家门前摆上柏树枝以示哀悼，这一习俗在老普林尼的

《自然史》中有详细描绘。 

以柏树寄托哀思的习俗源自希腊神话传说。据希腊神话载，一名叫赛帕里西亚斯

（Cyparissus）的英俊少年，他是米西亚（Mysia）王忒勒福斯（Telephus）的儿子，长得英

俊非凡，平素爱好狩猎。光明神阿波罗爱上了他，送给他一头神鹿。小赛同志对被誉为“神

界第一帅哥”的阿波罗并不来电，却对他赠送的这头神鹿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感情，朝夕相处，

难舍难分。但不幸的是，在一次狩猎中，赛帕里西亚斯失手将神鹿射死。小赛同志像死了爱

人一样悲痛欲绝，竟然请求阿波罗让自己陪着神鹿一起死去。阿波罗没办法，只好将他变成

一棵柏树，终生孤独站立哀悼神鹿。因此，柏树名称（希腊语 kyparissos，拉丁语 cypressus，

英语 cypress）即从赛帕里西亚斯的名字 Cyparissus 演变而来。因为这个神话，柏树在西方观

念中就成了哀悼的象征。 

cypress：['saɪprəs] n. 柏树，柏木属植物；柏树枝（用作哀悼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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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星期名称的由来 

将 1 个星期分为 7 天的做法最早源自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化。公元前七百年左右，古

巴比伦出现了 1 个星期分为 7 天的制度，,4 星期合为 1 个月。古巴比伦人建造七星坛祭祀星

神。七星坛分七层，每层有一个星神，从上到下依次为日、月、火、水、金、木、土七个神。

七神每周各主管一天，因此每天祭祀一个神，每天都以一个神来命名。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

均模仿了古巴比伦人的这种命名方式，而英语中 1 星期 7 天的名称也来源于此。 

24. Sunday（星期日）：太阳神之日（日曜日） 

古巴比伦人将 1 星期之首献给太阳神沙玛什（Shamash），古希腊人将其献给希腊神话

中的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古罗马人将其献给罗马神话中的太阳神 Sol。古代英国人照

搬此做法，以北欧神话中的太阳神苏尔来命名周日，称为 sun's day（太阳之日），演变成现

代英语单词 Sunday（星期日）。古代中国人以及日本人、朝鲜人等将其称为“日曜日”。 

Sunday：[ˈsʌnde; ˈsʌndi] n.星期日 

25. Monday（星期一）：月神之日（月曜日） 

古巴比伦人将 1 星期的第 2 天献给月亮神辛（Sin），古希腊人将其献给希腊神话中的月

亮女神塞勒涅（Selene），古罗马人将其献给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女神卢娜（Luna）。古代英国

人照搬此做法，以北欧神话中的月亮神曼尼来命名这一天，称为 moon's day（月亮之日），

演变成现代英语单词 Monday（星期一）。古代中国人以及日本人、朝鲜人等将其称为“月曜

日”。 

Monday：[ˈmʌnde; ˈmʌndɪ] n. 星期一 

26. Tuesday（星期二）：战神之日（火曜日） 

古巴比伦人将 1 星期的第 3 天献给火星对应的战神涅伽尔（Nergal），古希腊人将其献

给希腊神话中火星对应的战神阿瑞斯（Ares），古罗马人将其献给罗马神话中火星对应的战

神马尔斯（Mars）。古代英国人照搬此做法，以北欧神话中的战神提尔（Tyr）来命名这一天，

称为 Tyr’s day（提尔之日），演变成现代英语单词 Tuesday（星期二）。古代中国人以及日本

人、朝鲜人等将其称为“火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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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尔是北欧神话中的战神，是北欧神话中主要神祇之一，是勇气和战争的象征，是主神

奥丁的儿子。战神提尔在好战的北欧人中得到极高的崇拜，甚至仅次于主神奥丁。北欧的勇

士常常在打仗前向提尔祈祷。 

Tuesday：['tjuːzdeɪ; -dɪ] n.星期二 

（八） 月份名称的由来 

英语中各个月份的名称全都来自拉丁语，沿用古罗马人对各月的命名。古罗马人最初采

用罗马历，法定一年有 304 日， 分 10 个月，以三月份（March）作为新年及一年之始。罗

马历的一年比太阳年 365 日相比少了 61 日，当时的罗马人似乎忽略这些日子，只把它当成

无名称及不定期的月份，成为年与年之间无一定规律的冬日。 

后来，凯撒修订古罗马历而制定儒略历。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在原来的十个月之前增

加了两个月（一月和二月）。 

27. January（一月）：双面门神雅努斯之月 

西元前 46 年，古罗马凯撒修订古罗马历，把正月第一天定为新年的开始，用远古罗马

神话传说中的双面门神雅努斯（Janus）的名字来命名第一个月，在拉丁语中拼写为 Januarius

（month of Janus）。 

雅努斯是远古罗马神话中的天门神。他的头部前后有两副面孔，一副回顾过去，一副眺

望未来。他在早晨打开天门，让阳光普照大地；到了晚上他关上天门，让黑夜笼罩大地。雅

努斯代表着新旧交替，因此用来命名新年第一个月非常恰当。 

英语中表示“一月”的单词 January，便是由拉丁语 Januarius 演变而来的。 

January：['dʒænjʊ(ə)rɪ] n.一月 

Janus：['dʒeinəs] n.雅努斯，两面神 

28. February（二月）：古罗马净化节所在之月 

在基督教传入罗马之前，每年 2 月 13 日至 15 日，古罗马人都要杀牲饮酒，欢庆净化节

（Februalia，菲勃卢姆节）。人们将这一天看作是一年的开始，因此，人们忏悔自己过去一年

的罪过，洗刷自己的灵魂，求得神明的饶恕，使自己成为一个贞洁的人，同时也希望洗掉一

切晦气和烦恼，在新的一年得到好运和好收成。这一天，人们常用一种名叫 Februa 的鞭子

抽打那些不孕妇女，以象征净化妇女的身体，使其更加容易受孕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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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节的名称 Februalia 来自拉丁语动词 februa（净化）。凯撒修订古罗马历，便用净化

节来命名二月，称为 Februarius（month of Februalia）。英语单词 February（二月）便由此演

变而来。 

February： ['fɛbrʊ'ɛri] n.二月 

29. March（三月）：战神之月 

源自古罗马神话中的战神马尔斯（Mars）之名。古罗马时期，每年的冬季由于天气寒冷，

所以是天然的休战期。每年到了冬季时，在外出征的军队都会返回营地过冬。等来来年春暖

花开之际，军队就会再次出发行军打仗。所以古罗马人就将春暖花开的三月份献给战神，希

望战神能够保佑罗马军队在战场上取胜。所以三月就被称为 March，本意就是“Mars's month”

（战神之月）。 

March：[mɑrtʃ]  n. 三月；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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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常见国名的由来 

30. Afghanistan（阿富汗斯坦）：山里人的国家 

阿富汗斯坦的英文名由 Afghan（阿富汗人）和波斯语后缀-stan（斯坦，国家）组成。单

词 Afghan（阿富汗人）来自古波斯语，意为“山里人”，因为阿富汗国土大多数为山地或高

原。所以 Afghanistan（阿富汗斯坦）的字面意思就是“山里人的国家”。 

Afghanistan：[æf'gænə,stæn] n. 阿富汗 

Afghan：['æfgən] n. 阿富汗语；阿富汗人 adj. 阿富汗人的；阿富汗的 

31. Argentina（阿根廷）：盛产白银的国家 

阿根廷的英语名称 Argentina 由 argent（银）演变而成，意思就是“白银之国”。1516

年，当西班牙殖民者登上南美大陆时，在一条大河附近看见当地土著穿戴很多的银饰，认为

这里盛产白银，便用西班牙语称这条河称为“拉普拉塔河”，意思是“白银之河”，将此地

称为“拉普拉塔国”，意思是“白银之国”。这条河就是阿根廷的母亲河拉普拉塔河，而

“拉普拉塔国”进入英语后变成了“Argentina”，音译就是“阿根廷”。 

Argentina：[,ɑ:dʒən'ti:nə] n.阿根廷 

Argentine： ['ɑrdʒən,taɪn] adj. 阿根廷的；银的 n. 阿根廷人；银 

argent： ['ɑrdʒənt] adj. 银的；似银的；银白色的；银制的 n. 银；银白色 

32. Australia（澳大利亚）：南方的大陆 

荷兰殖民者发现澳大利亚时，将其称为 new holland（新荷兰）。1814 年，曾经环澳大利

亚航行并确认澳大利亚为一块新大陆的英国航海家 Matthew Flinders 建议用罗马神话中的南

风神奥斯忒耳的名字 Auster 为澳大利亚命名，将其称为 Australia，意思就是“南方的大陆”。 

Australia：[ɔ'streljə] n. 澳大利亚，澳洲 

Australian： [ɑ'strelɪən] adj. 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的 n. 澳大利亚人 

Auster：['ɔstɚ] n. [气象] 奥斯特风；热南风；南风 

austral：['ɔstrəl] adj. 南的，南国的；南方的，南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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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Austria（奥地利）：法兰克王国的东方边疆 

奥地利位于德国东南方位，公元 788 年查理曼大帝征服了该地区。后来查理曼帝国一分

为三，包括奥地利地区在内的东法兰克由巴本堡王朝继承。由于奥地利位于东法兰克的东部，

故被称为“东方边区”，在德语中拼写为 Österreich，由 oster（东方的）和 reich（边疆）组

成。12 世纪时，Österreich 被翻译成拉丁语 Marchia austriaca，由 Marchia（边疆）和 austriaca

（东方的）组成。英语单词 Austria 便由拉丁语 austriaca 演变而来。 

Austria：[ˈɒstrɪə] n. 奥地利 

Austrian：['ɔstriən] adj. 奥地利的；奥地利人的 n. 奥地利人 

34. Brazil（巴西）：盛产红色染料木的国家 

巴西的英文名称 Brasil 来自葡萄牙语。葡萄牙殖民者到达巴西时，发现在海岸发现了一

种纹路细密、色彩鲜艳、坚固耐用的树木，不仅可制造各种精巧的家具，还可提取宝贵的染

料。染料为白色，暴露于空气中变成红色。这种红木（即巴西红木）在葡萄牙语中被称为 pau-

brasil，其中 brasil 意思是“像炭火一样红”。 

巴西红木所产生的深红色染料，引起了欧洲服装业的重视，并引起了巴西早期的商业性

开发。16 世纪期间，当地原住民采伐大量的巴西红木，由欧洲商人销往欧洲。贩卖红木的葡

萄牙商人多将此地称为“Terra de Brasil”（Land of Brazil），这一名称最终取代了原来的官方

名称，成为了巴西的正式国名。Brasil 进入英语后拼写变为 Brazil。 

Brazil：[brə'zil] n.巴西 

35. Britain（不列颠）：布列吞人的土地 

我们知道，英国所在的地方被称为“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主要包括英格兰、苏

格兰、威尔士等地区。那么，Britain 这个地名是如何产生的呢？ 

在罗马入侵不列颠之前，统治不列颠地区的是凯尔特人。至于凯尔特人迁徙至不列颠的

具体时间，尚存疑问。有些历史学家认为，首批凯尔特人约于公元前 8—前 5 世纪之间由莱

茵河下游和塞纳河流域分批迁入不列颠定居。而另一种观点则将之前推至公元前二十世纪早

中期，认为甚至钟形杯文化时期就有操原始凯尔特语的移民到来了。依照此说，凯尔特语言、

文化与民族播迁于不列颠诸岛，迄今已逾三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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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批移入不列颠地区的凯尔特人中，其中的一支自称为 Britto，即 Briton（布列吞人）。

也有人认为，布列吞人是移入不列颠地区的凯尔特人和不列颠的早期居民伊比利亚人混合后

形成的民族。罗马人则称他们为 Brittani，将他们所在的地方称为 Brittania（布列塔尼亚），

即“布列吞人的土地），英语单词 Britain 就来源于此。 

罗马帝国结束对不列颠的统治后，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一些布列吞人逃离不

列颠，越过英吉利海峡，来到了法国西部靠近英吉利海峡的一块土地。这个地方也因此被称

为 Brittany（布列塔尼）。 

Britain：['brɪt(ə)n] n.不列颠，英国 

British：adj.不列颠的，英国的，英国人的 n.英国人 

Briton：['britən] adj.布列吞人，不列颠人，英国人 

Brittany：['britəni] n. 布列塔尼（法国西北部一地区 

（十） 常见地名的由来 

36. Amazon（亚马逊）：割乳以便射箭的彪悍女战士 

希腊神话中，在赛西亚（Scythia）地区居住着一个亚马逊（Amazon）部落，由高大彪

悍、作战勇猛的女战士组成。为了不妨碍拉弓射箭，她们甚至将自己的右乳割去。她们的部

落名称Amazon在希腊语中的意思就是“没有乳房”，其中的 a=without（没有），mazon=breast

（乳房）。她们由女王统治，崇拜战神阿瑞斯，认为自己是战神的后代。为了传宗接代，她

们每年都会和附近的部落举行联姻大会，生下的女婴会留下，生下的男婴会被杀死或返还给

父亲。 

希波吕特（Hippolyta）和彭特西勒亚（Penthesilea）是亚马逊人的两位著名女王，经常

出现在希腊的神话之中。 

16 世纪西班牙探险家 Francisco de Orellana 在南美洲的一条大河河畔与当地一土著部落

交战，发现该部落的女战士英勇异常，与传说中的亚马逊人非常相似，遂根据希腊神话，将

该河命名为 Amazon（亚马逊河）。 

Amazon： ['æməzən] n.亚马逊，古希腊神话中的女战士 

37. Amsterdam（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尔河上的大坝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是荷兰的首都和最大城市，其名称源于 Amstel dam（阿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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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尔河大坝），这表明了该城市的起源：一个位于阿姆斯特尔河上的水坝，即今水坝广场所

在。水坝广场位于阿姆斯特丹老城区的中心，是阿姆斯特丹的地标性建筑。 

Amsterdam： [,æmstɚ'dæm] n. 阿姆斯特丹（荷兰首都，美国纽约东部城市） 

38. Athens（雅典）：雅典娜之城 

雅典（Athens）是希腊的首都，其名来自古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a）的名

字。据说，很久以前，希腊人在爱琴海边建立了一座新城，雅典娜和海神波塞冬都希望成为

这座城的保护神。他们互不相让，争吵起来。后来，宙斯裁定，谁能给这座城市一件最好的

礼物，该城就归属谁。波塞冬用三叉戟敲了敲岩石，从里面跑出了一匹象征战争的战马。而

雅典娜用长矛一击岩石，石头上生长出一株枝叶繁茂、果实累累的橄榄树。橄榄树象征着和

平与丰收，人们欢呼起来。于是，雅典娜成为了这座城的保护神。人们也就用她的名字将这

座城命名为 Athens（雅典），并将橄榄树栽满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Athens：['æθɪnz] n. 雅典（希腊首都） 

Athena： [əˈθiːnə] n. 雅典娜（智慧与技艺的女神） 

39. Atlanta（亚特兰大）：大西洋之城 

亚特兰大（Atlanta）是美国乔治亚州首府，其地名来自 Atlantic（大西洋）。但实际上，

亚特兰大距离大西洋尚有 300 多公里。美国还有一个城市叫做 Atlantic City（大西洋城），位

于新泽西州，濒临大西洋，这才是真正的“大西洋之城”。 

Atlanta：[æt'læntə] n. 亚特兰大（美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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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活篇 

（一） 一日三餐名称的由来 

40. breakfast（早晨）：打破斋戒的一顿饭 

有很多人相信，短暂地禁食有益于身体健康。因此，很多宗教以及地方习俗中都有“斋

戒”（fast）的做法，如佛教就讲究“过午不食”，即过了中午就不应该再吃饭。这种做法当

然是不科学的。古代西方人则认为夜晚不应该进食，直到第二天早晨方可进食，所以早晨这

顿 breakfast，字面意思就是“打破斋戒的一顿饭”。 

breakfast：['brekfəst]  n.早餐 vt.为……提供早餐 vi.吃早餐 

41. supper（晚餐）：浸泡在汤汁里的面包 

来自古法语名词 soper（晚餐），源自原始日耳曼语 sup-，与单词 soak（浸泡）同源，原

本指浸泡在汤汁里的面包。同源单词还有 sop（面包片）及 soup（汤）等。 

古人晚餐一般不如午餐那么正式，通常吃一些浸泡在汤汁里的面包就行了。所以单词

supper 就衍生出“晚餐”之意。 

supper：['sʌpɚ] n. 晚餐，晚饭；夜宵 

42. dessert（甜点）：收拾餐桌后再吃的东西 

在西方，人们喜欢在餐后吃甜食或甜点心，表示甜食或甜点心的英语单词 dessert 的本

意就是“收拾餐桌以后吃的”。dessert 源自法语，原为法语动词 desservir 的过去分词形式，

而 desservir=des（等于英语否定前缀 un）+servir（等于英语中的 serve，上菜），字面意思就

是“收拾桌子”。收拾完桌子后再吃的自然就是甜食了。 

dessert：[dɪ'zɜːt] n.餐后甜点，甜食 

 

（二） 常见蔬菜瓜果名称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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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acorn（橡子）：中世纪时用来喂猪的坚果 

英语单词 acorn 原本指的是林木所结的任何一种坚果。它在古英语中写作 acern，由 acer

（空旷土地) + n（nut，坚果）构成，字面意思就是“空旷土地中的坚果”。其中 acer 就是

单词 acre（英亩）的词源。中世纪时，欧洲人在空旷林地里养猪，橡子是猪所吃的主要食物，

因此 acorn 后来专指“橡子”。直到现在，著名的西班牙黑毛猪在屠宰前 5 个月必须放牧在

纯天然的橡树林下，以树上跌落的橡子为食。 

acorn：['ekɔrn] n. 橡子，橡实 

acre：['ekɚ] n. 土地，地产；英亩 

44. apricot（杏）：早熟的水果 

杏最早发源于中国，经丝绸之路传入欧洲。古罗马人第一次看到杏时，还以为它是一种

桃子。因为杏比桃成熟得更早，所以古罗马人用拉丁语称其为 praecoquum（早熟的，是单词

precocious 的词源）。该拉丁语历经拜占庭式希腊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最终

演变成了英语单词 apricot 中的 pricot，而词首的 a-则源自阿拉伯语定冠词 al-（等于英语中

的 the）。英语单词 apricot 的正确分割方式应该是 a（定冠词）+pri（=pre，提前）+cot（=cooked，

成熟的）。同源单词有 precocious（早熟的）。 

apricot：[ˈeprɪˌkɑt] n. 杏，杏子；杏树；杏黄色 adj. 杏黄色的 

precocious：[prɪ'koʃəs] adj. 早熟的；过早发育的 

cook：[kʊk] v. 烹调，煮 n. 厨师，厨子 

45. avocado（鳄梨）：形如睾丸的美洲水果 

avocado（鳄梨）是一种美洲的热点水果，在当地语言中称为 ahuacatl，意为“睾丸”，

因其果形似睾丸，而且据说能激发男人的性欲。西班牙探险家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es）

等人第一次来到美洲时，当时的美洲阿兹特克人的皇帝蒙提祖马二世（Montezuma II）曾以

鳄梨招待他们，并向其详细解释这种水果的名称及其由来。鳄梨传入欧洲后，立即成为人们

特别喜爱的水果，它的原名 ahuacatl 一词在西班牙语中逐渐演变为 avocado，并于 17 世纪传

入英语。英国人觉得 avocado 一词难以理解，便给它取了个俗名叫做 alligator pear（鳄梨），

因为它的原产地美洲还是短吻鳄（alligator）的故乡。汉语名称“鳄梨”便是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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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ocado：[,ævə'kɑdo] n.鳄梨，牛油果 

46. broccoli（西兰花）：有很多小苗芽的蔬菜 

英语单词 broccoli（西兰花）来自意大利语，是 brocco（小钉子、突出物）的指小形式。

后者源自拉丁语 broccus（尖的、突出的），同源单词有 broach（钻头、凿子）等。西兰花之

所以得名如此，是因为它有很多小苗芽。 

broccoli：['brɑkəli]  n. 花椰菜；西兰花 

broach：[brotʃ] n. 钻头；凿子；胸针 vt. 提出；钻孔；开始讨论；给…开口 

 

（三） 常见食物名称的由来 

47. bacon（培根）：用猪后臀肉腌制而成的食物 

英语单词 bacon 指的是用盐、香料腌制或用烟熏制而成的猪肉，是西式猪肉制品三大品

种（火腿、培根、灌肠）之一，其词源与单词 back（背、后）相同，本意为“猪的背部、后

部的肉”，从拼写上还能看出与 back 的联系。该词在 14 世纪之前既可以指熏腌肉，也可以

指新鲜肉。后来，由于人们常常用猪的背部和后部的肉来制作培根肉，所以 bacon 一词的词

义缩小了，专指经过腌制或熏制而成的猪肉。 

英国的两位大哲学家罗杰·培根和弗朗西斯·培根的老祖宗都是制作培根的，故以 Bacon

作为自己家族的姓氏。 

bacon：['beɪk(ə)n] n.培根肉，腌猪肉、熏猪肉 

48. barbecue（烧烤）：古代海地人用来睡觉和烤肉的木架 

英语单词 barbecue 源于美洲海地语 barbakoa，指的是一种由木桩支撑的木架，当地印第

安土著人用它当床睡觉，也用来烧烤大块的肉，一般是烤全羊。西班牙人来到海地后，将其

称为 barbacoa。后来经由法语进入英语，演变为英语单词 barbecue，表示烧烤，既可用来烧

烤架，也可表示烧烤这种做法，还可以表示烧烤食物。还可以写作 barbeque、BBQ。 

barbecue：['bɑːbɪkjuː] n.烤肉，烧烤野餐 vt.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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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biscuit（饼干）：烘烤两次的干面包 

古代西方人在航海时，为了解决漫长的海上旅行的饮食问题，发明了一种制作干粮的方

法，就是将烘烤好的面包，回炉再烘烤一次，使其变干变脆。这样处理过的干面包就可以保

存很长时间而不会变质腐烂，特别适合长时间的海上旅程。这种烘烤两次的干面包就是

biscuit（饼干）的前身。 

英语单词 biscuit 源自法语 bescuit，由 bes（twice，两次）和 cuit（cooked，烘烤过的）

组成，字面意思就是“烘烤过两次的面包”。同源单词有 cuisine（烹饪），词根 cuit-或 cuis-

其实都是拉丁词根 coc-/coct-（cook，煮，烹饪）在法语中的变体。 

biscuit：['bɪskɪt] n.饼干，小点心。 

 

（四） 常见饮料名称的由来 

50. beer（啤酒）：可以喝的东西 

啤酒在英语中叫beer，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的叫法极其相似，如在荷兰语和德语中是bier，

在法语中是 biere，发音都基本相同，因此在中文中称为“啤酒”。关于这一名称的来源有很

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认为它来自拉丁语 biber（饮料、喝的东西），由动词 bibere（喝）衍生

而来，与单词 beverage（饮料）、imbibe（喝）等同源。 

beer：[bɪr] n. 啤酒 

beverage：['bɛvərɪdʒ] n. 饮料 

imbibe：[ɪm'baɪb] vt. 吸收，接受；喝；吸入 

51. brandy（白兰地）：葡萄酒蒸馏浓缩后制成的烧酒 

13 世纪那些到法国沿海运盐的荷兰船只将法国干邑地区盛产的葡萄酒运至北海沿岸国

家，这些葡萄酒深受欢迎。约在 16 世纪中叶，为便于葡萄酒的出口，减少海运的船舱占用

空间，同时也为避免因长途运输发生的葡萄酒变质现象，干邑地区的酒商把葡萄酒加以蒸馏

浓缩后出口，然后输入国的厂家再按比例兑水稀释出售。这种把葡萄酒加以蒸馏后制成的酒

即为早期的法国白兰地。当时，荷兰人称这种酒为“brandewijn”，在英语中拼写为

brandywine，字面意思是“烧过的葡萄酒”（Burnt Wine）。英语单词 brandy 就是 brandyw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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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缩写。 

brandy：['brændɪ] n.白兰地酒 

52. champagne（香槟）：法国香槟地区所产的白葡萄酒 

香槟酒是产于法国香槟（Champagne）地区、按照严格的法律规定酿造的的一种葡萄气

泡酒。香槟酒需要在葡萄酒瓶中进行二次发酵，产生二氧化碳，从而产生气泡。根据法律，

只有在法国香槟区，选用指定的葡萄品种，根据指定的生产方法流程所酿造的气泡酒，才可

标注为香槟（Champagne）。 

香槟地区（Champagne）在法国巴黎以东，兰斯市周围，包括马恩省（Marne）、埃纳省

（Aisne）和奥布省（Aube）的一部分区域。Champagne 的意思是“开阔的田野”，与 campaign

（战役）同源。香槟地区拥有葡萄种植的独特气候环境，出产的葡萄香味更为精致，酿出的

葡萄酒的丹宁含量也较低，因而能够酿造出口味独特、香醇迷人的香槟酒。 

champagne：[ʃæm'peɪn] n.香槟酒，香槟酒色，香槟地区 

campaign：[kæm'pen] n. 运动；活动；战役 vi. 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五） 常见服饰名称的由来 

53. bikini（比基尼）：美国试爆核武器的太平洋小岛 

比基尼（Bikini）原本是太平洋中一个小岛的名称，位于马绍尔群岛。1946 年 7 月，美

国在比基尼岛附近进行第一次水下核试验，从而使得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岛成为世人瞩

目的焦点。就在原子弹爆炸后 18天，一位大胆的法国时装设计师路易斯·里尔德（Louis Reard）

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两截式泳衣，由胸罩样式上衣和三角裤组成，用料之少，令世人震惊。

在替自己的作品命名时，设计师希望名称既能体现作品的轰动效应，又能体现热带风情。刚

在报纸上频频提及的太平洋小岛“比基尼”一名恰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于是，设计师毫

不犹豫地选择以 bikini 作为这种两截式泳衣的名称。 

bikini：[bɪ'kiːnɪ] n.比基尼，两截式泳衣 

54. blanket（毛毯）：制作服装的白色呢绒 

英语单词 blanket 最初并不是表示“毛毯”，而是一种服装原料。该单词源自古法语单



这些单词都是怎么来的——钱磊博士编著 

                 微信公众号 钱博士英语                21  

词 blanchet，是 blanc（白色的）的指小形式，指的是一种带有细毛的白色呢绒，可用来制作

各种衣物。英语单词 blank（空白）与此同源。 

据传，在英国最早的纺织工业中心布里斯托尔市，一名叫 Thomas Blanket 的人于 1320

首先使用了 blanket 这种布料来制作毛毯。Thomas Blanket 是一名毛纺品制造商。在一个寒

冷的冬夜，Blanket 家的木柴恰好用完了，家里冷得像冰窖一样。于是，Blanket 把从工厂带

回家的一些白色呢绒铺在床上，意外发现这种呢绒的保暖效果特别好。于是，Blanket 开始

使用这种白色呢绒制作御寒用的毛毯，并在市场上取得了很好的销量。 

因为这个传说，有人认为 blanket 一词来自 Thomas Blanket 的姓氏。但据语言学家考证，

单词 blanket 出现的时间比 Thomas Blanket 生活的时代更早，因此，更有可能是 Thomas 

Blanket 因为使用白色呢绒发明了毛毯而被人称为 Blanket，毛毯得名于 blanket 这种原料而

非他的姓氏。 

最初 blanket 仅仅表示用白色呢绒做成的毛毯，后来该词的含义逐渐泛化，可以表示用

各种材质做成的毯子。 

blanket：['blæŋkɪt] n.毛毯，毯子 vt.覆盖，掩盖，用毯子盖 

blank： [blæŋk] n.空白，空虚 adj.空白的，空虚的 v.（使）成为空白 

blanch：[blæntʃ] v. 漂白；（使）变白 adj. 漂白的；银白色的 

55. bloomer（女式灯笼裤）：女权主义者布鲁姆夫人提倡的长裤 

bloomer 是一种宽松的女式裤，指裤管直筒宽大，裤脚口收紧，裤腰部位嵌缝松紧带，

上下两端紧窄，中段松肥，形如灯笼的一种裤子。灯笼裤大多用柔软的绸料或化纤衣料裁制，

轻松舒适，多为休闲时穿着。中式练功裤和运动裤也常采用这种造型。 

灯笼裤的名称 bloomer 来自 19 世纪美国女权主义活动家艾米莉亚·布鲁姆（Amelia  

Bloomer）的名字。布鲁姆夫人是一位热心的女权主义活动家，大力提倡女性从传统的长裙

束缚中解放出来，改穿更加舒适、使用的裤装。1851 年，布鲁姆夫人在自己的杂志上大力宣

扬由另一名女权主义者伊丽莎白·史密斯·米勒所设计的“土耳其式裤子”，即现在所谓的

“灯笼裤”。很快，这种舒适实用的女裤被越来越多的女性采用，并被称为 The Bloomer 

Costume（布鲁姆服装），后来简称为 bloomers。 

bloomer：['bluːmə] n.女式灯笼裤 

（六） 常见生活用品名称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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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abacus（算盘）：古人用来计算的沙板 

古代希腊人等很早就学会了使用表面覆盖有细沙的平板来进行书写、画图和计算，尤其

是在教育中供学生使用。考古学家挖掘出土的一个古希腊花瓶上的绘画中，就描绘了波斯国

王大流士一世的司库官利用沙板计算贡品的场面。后来，这种沙板逐渐演变，增加了算珠、

柱子或沟槽等，甚至连沙子也取消了，变成了算板、算盘，如古罗马的槽式算盘（Roman 

abacus），它是一种带槽的金属算盘，槽中放着石子，上下移动石子进行计算。 

作为算盘前身的沙板虽然已经消逝在历史长河中，但它的名称却是英语单词 abacus（算

盘）的来源。这种沙板在希腊语中称为 abax，假借自希伯来语 abaq，本意是 dust（沙尘）。

英语单词 abacus 就是希腊语 abax 经拉丁语演变而来的，通常用来表示从沙板演变而出的各

种算板、算盘，几乎没有人记得它原本指的是沙板了。 

abacus：['æbəkəs] n.算盘，算板 

57. antenna（天线）：昆虫的触角 

来自拉丁语。中世纪有位名叫 Theodorus Gaza 的学者在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动物志》

从希腊语翻译为拉丁语时，遇到一个希腊语 keraia （触角）找不到对应的拉丁单词。由于

该希腊词兼有“帆桁端”之意，所以他将其译为拉丁语 antenna（帆桁）。antenna 从此被赋予

了“触角”一义。 

现在 antenna 常被用来表示“天线”，因为天线就相当于是电视机等设备的触角。 

antenna：[æn'tenə]n.天线；触角，触须 

58. book（书）：用山毛榉做成书 

在古代日耳曼人生活的北欧区域，山毛榉是当地最常见的树种，因此古代日耳曼人使用

山毛榉作为书写的材料。他们把山毛榉削成一片一片的木片，在木片上刻字，这就是他们最

早的“书”。所以，英语单词 book（书）与 beech（山毛榉）同源。单词 book 在古英语中

拼写为 boc，它源自日耳曼语 bokiz，意思就是“山毛榉”。在德语中，表示“书”的单词是

buch，表示“山毛榉”的单词是 buche。这也是日耳曼人用山毛榉作为书写材料的证据。 

book：[bʊk] n.图书，书籍 vt.预订，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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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battery（电池）：像火炮组一样能连续发射电荷的物品 

英语单词 battery（电池）原本是动词 bat（击打）的名词形式，源自中古法语名词 batterie，

其中的 batt 来自拉丁语动词 battuere（击打）。battery 最初表示“连续重击”，后来衍生出“轰

炸”之意，后来又被用来表示包含一组火炮或炮台，因为包含多门火炮的火炮组能够不间断

地连续发射炮弹。电池问世后，还没有合适的名称。美国科学家本富兰克明便将电池也称

为 battery，因为电池能像火炮组一样连续发射电荷。跟 battery 同源的单词有 bat（击打、球

棒）和 batter（击球手、猛击）、battle（战役）等。 

battery：['bæt(ə)rɪ] n. 电池，蓄电池 n. 殴打 n. 炮台，炮位 

bat：[bæt]  n. 蝙蝠；球棒；球拍 v. 用球棒击球；击球率达…；轮到击球 

batter：['bætɚ]  n. 击球手；（用鸡蛋、牛奶、面粉等调成的）糊状物；墙面的倾斜 vt. 猛

击；打坏；使向上倾斜 vi. 接连猛击；向上倾斜 

battle： ['bætl] n. 战役；斗争 vi. 斗争；作战 vt. 与…作战 

（七） 常见交通设施名称的由来 

60. ambulance（救护车）：战场上的流动医院 

英语单词 ambulance 来自法语，源自拉丁语，由前缀 amb-（四处、周围）加词根 ul-（走）

及名词后缀-ance 组成，字面意思就是“四处走的东西”，同源单词是 ambulant（走动的）。 

在 18 世纪之前，ambulance 指的是战场上的流动医院。后来，在拿破仑发动的对欧战争

中，他手下有位随军外科大夫 Dominique Jean Larry 设计了一种用于急救的快速运载工具。

随后，英国军队也采用了类似的伤员救护及运载工具，人们用英语 ambulance cart 或

ambulance cargo 来表示这种伤员救护及运载工具，进而将它们简称为 ambulance。从此以后，

ambulance 可以用来表示各种用于急救的交通工具，如救护车、急救船或急救飞机。当然，

用的最多还是“救护车”之意。 

ambulance： ['æmbjʊl(ə)ns] n.救护车，流动医院，谐音“俺不能死” 

ambulant：['æmbjələnt] adj. 走动的，流动的；可走动的 

ambulate：['æmbjʊleɪt] vi. 走动；步行；移动 

ambulatory：['æmbjələtɔri] adj. 流动的；走动的；非固定的 n. 回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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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barge（驳船）：古埃及人发明的拖船 

古埃及人生活在尼罗河畔，很早就学会了造船航行的技术。为了充分利用尼罗河水的自

然力量，他们还发明了最早的驳船，在科普特语中称为 baris。这种船用橡胶树的木板做成，

宽敞结实，据古代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名著《历史》一书中记载，一次可以装载上千塔兰

特（古代重量单位，大约 60 公斤）的货物。古埃及人用柳木和芦苇编织成筏子，将其系在

baris 前面，为它提供牵引力，并在 baris 的尾部用绳子绑块石头来保持方向，轻快的筏子就

会拖着沉重的 baris 沿尼罗河顺流而下。 

英语单词 barge 就源自古埃及人制造的这种 baris，用来表示平底、宽大，通常依靠其他

船只来牵引的货船，即所谓的驳船。这种船行动迟缓笨拙，所以 barge 一词又衍生出“笨拙

或粗鲁地闯入”之意。 

barge：[bɑːdʒ] n.驳船，拖船 vt.用驳船运输，笨拙或粗鲁地闯入 vi.蹒跚，闯入 

62. boat（小船）：掏空树干做成的小船 

在古代，人们最初把树干的中部掏空，制作成小船，这种小船就是 boat。英语单词 boat

与 bite（咬）、bait（诱饵）、beetle（甲虫）的词源相同，都来自印欧词根 bheid（分离、撕、

咬）。所以在英语中，boat 专指小船、艇，是用一节树干做成的船。 

boat：[bəʊt] n.小船，小艇 

（八） 常见建筑设施名称的由来 

63. academy（学院）：帮助寻回海伦的农夫阿卡德摩斯 

在希腊神话传说中有一位绝世美女海伦，是宙斯和斯巴达王后勒达所生。当她还是一名

少女的时候，来自雅典的英雄忒修斯与朋友偶然在神庙中看见海伦跳舞。两人惊为天人，就

闯进神庙将海伦劫走。两人决定扔骰子来确定海伦的归属，并约好赢的人要帮输的人再去抢

个妻子。结果忒修斯抽中了，于是忒修斯把海伦带回老家，嘱咐母亲好生照顾。然后，两个

好朋友再次出发去作采花大盗。这回他们看上了冥王的妻子珀耳塞福涅，可惜行动失败，被

冥王关押在冥府中。后来另一个英雄赫拉克勒斯在冥府遇到他们俩，救出了忒修斯一人。 

海伦的两个哥哥率人四处寻找海伦。他们来到雅典，要求雅典人归还自己的妹妹。但雅

典人说不知道海伦在哪里。两兄弟威胁要动用武力。正在这危急时刻，一个名叫阿卡德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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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demos）的农夫站出来告诉了海伦的位置。两兄弟很快就夺回了自己的妹妹，而

Akademos 也因为使雅典避免了一场战争而成为英雄，得到神灵的庇佑，他的橄榄树林年年

丰收。这片橄榄树林也因此得名 Akademeia，意思是“Akademos 的果园”。 

后来，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在这片橄榄树林里创建了学园。人们将他的学园也称为

Akademeia。英语单词 academy 就来源于柏拉图创建的 Akademeia 学园，原本专指柏拉图所

创建的学园，但后来词义进一步扩充，泛指各种学术研究性机构。 

academy：[ə'kædəmɪ] n.学院，研究院，学会，专科院校 

academic：[ækə'demɪk] adj.学术的，学院的，理论的 n.学者，大学教师，大学生 

64. asylum（收容所）：提供庇护的神庙或教堂 

在古代西方，神庙、教堂等宗教场所被看作是非常神圣的地方，是神祇所在之处。在这

些场所杀人或抓人将被看作对神的大不敬。因此，罪犯、逃亡者进入神庙或教堂后就获得了

神的庇护，世俗司法机构不得进入这些场所执法。在政治斗争或战争中失败的一方也可以躲

进教堂寻求庇护。英语单词 asylum（庇护）最初就表示这种宗教场所提供的庇护。它来自希

腊语 asylon，由否定前缀 a+sylon（逮捕权）构成，字面意思就是“无权逮捕”。 

18 世纪中期后，asylum 开始用来表示“精神病院”，也许是因为人们将精神病院看作

是精神病患者的庇护和救济所。 

asylum：[ə'saɪləm] n.庇护，避难，庇护所，收容所，精神病院 

65. bank（银行）：货币兑换商堆放货币的条凳 

最早的埃及银行家和英国货币兑换商是坐在寺庙内或圣殿庭院内的条凳上经营业务的。

在中世纪，意大利的放债者也是用一张小条凳在市场上开展业务。《圣经》中提到耶稣清理

圣殿，其实就是掀翻了这些货币兑换商在圣殿中的条凳。表示“银行”的英语单词 bank 源

自拉丁语 banca，意思是“条凳”，与英语单词 bench（条凳）同源。 

当货币兑换商因资金缺乏而被迫中断业务时，他们的条凳就会被拆掉。这种做法在拉丁

文写作 banca rupta，英语中表示破产的单词 bankrupt 正是由此而来的，其中 rupt 相当于

broken。习语 break the bank（倾家荡产）也源于此。 

bank：[bæŋk] n.银行，河岸 vt.将存入银行 vi.堆积 

banker： ['bæŋkɚ] n. 银行家；银行业者；掘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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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rupt：['bæŋkrʌpt] vt.使破产 adj.破产的 n.破产者 

bankruptcy：['bæŋkrʌptsi] n. 破产 

break the bank：倾家荡产 

bench： [bɛntʃ] n. 长凳；工作台；替补队员 vt. 给…以席位；为…设置条凳 

66. barn（谷仓）：存放大麦的仓房 

英语单词 barn 来自古英语 bereærn，由 bere（barley，大麦）和 aern（house，房子）组

成，字面意思就是“barley house”（存放大麦的仓房）。barley（大麦）是古代英国最普遍的

农作物，与小麦的营养成分近似，但纤维素含量略高。大麦麦秆柔软，多用作牲畜铺草，也

大量用作粗饲料。后来，随着农作物品种的丰富，barn 一词的含义也随之丰富，可以表示存

储各种农作物的仓库，还可以表示畜棚、车库等。 

barn：[bɑrn] n.谷仓，畜棚，车库 vt.把……存储入仓库 

barley：['bɑrli]n.大麦 

67. boudoir（闺房）：欧洲贵妇心情不佳时独处的内室 

在中世纪欧洲的上流家庭中，妇女或成年女子的闺房通常都是套间，包括好几个连在一

起的房间。其中一些房间可以用来接待客人，但那些用来就寝、洗浴、更衣的房间是女主人

的私人空间，客人不应该进入。女主人心情不佳、想独处时就躲到这种内室中。因此法语中

将这种房间称为 boudoir，来自法语 bouder（生气、撅嘴），字面意思就是“生气、不想见客

时的房间”。英语单词 boudoir 直接来自法语，在维多利亚时代用得最多，指的是上流家庭

中女子晚上休息的内室，与此相对的是 drawing room，指女性闺房中的会客室。 

在现代社会中，除了少数富豪家庭外，很少有人为家中的每一名女眷提供一套闺房，所

以 boudoir 一词现在通常只表示女性的卧室。除此以外，boudoir 还可以表示复古而华丽的卧

室装饰风格。 

boudoir：['budwɑr] n.闺房、内室，古代贵妇的卧室 

68. drawing-room（客厅）：女宾退出饭厅后待的地方 

很多人学习 drawing-room 这个词时，大概都会觉得奇怪：drawing 是绘画，drawing-room

该是绘画室，为什么却是“客厅”呢?莫非英国人喜欢在客厅里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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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 drawing 这里不是指绘画，而是 withdrawing（退出）的缩写。古时英国人宴客之

后，女主人会和所有女客人一起退出饭厅（dining-room），让留在饭厅里的男人可以痛痛快

快抽烟喝酒，或者说些很可能“妇女不宜”的话。妇女“退出”之后坐下来闲聊的地方，当

然就是 withdrawing-room 了，后来缩写为 drawing-room，其实就是客厅。 

今天，男女平等呼声响亮，drawing-room 这个词在“性别歧视”指责之下是日渐式微了.

在英国，不少人已经把 drawing-room改称为 sitting-room；在美国，客厅一般叫做 living-room。 

drawing-room：n.客厅，休息室 

69. cafeteria（自助餐厅）：咖啡馆 

来自墨西哥西班牙语，由 cafe（=coffee，咖啡）加名词后缀-teria（=-tery，场所）组成，

字面意思就是“咖啡馆”。20 世纪 20 年代后在美国被用来表示小型自助餐厅。这种餐厅提

供饮料和快餐食品，服务员很少，顾客需要自行去柜台点餐并取餐。 

cafeteria：[,kæfə'tɪrɪə] n. 自助餐厅，食堂 

（九） 常见节日名称的由来 

70. Advent（耶稣降临日）：基督的两次降临 

根据基督教的教义，耶稣基督一共两次降临世界，第一次是诞生之时，以自己的生命为

人类赎罪。第二次是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他将再度降临世界。为了纪念耶稣基督的降临，

在圣诞节前四个星期，从第一个周日到圣诞夜，基督教徒将这段时间称为“耶稣降临节”

（Advent），用于筹备庆祝耶稣的降临。英语单词 advent 在基督教中有特殊含义，表示“耶

稣的降临”。它来自拉丁语 adventus，由 ad（to）+venire（come）组合演变而成。后来，该

词逐渐应用与其他领域，用来表示不同寻常的人或事物的来临或发生。英语单词 adventure

（冒险）与此同源，来自拉丁语 adventurus，是 adventus 的未来式，本意是“即将发生的事

情，运气”，现在一般表示“冒险、投机”。 

advent：['ædvɛnt] n.到来，降临，基督降临，基督降临节 

adventitious：[,ædvɛn'tɪʃəs] adj. 外来的，偶然的 

adventure：[əd'ventʃə] n.冒险，冒险精神，投机活动 v.冒险 

adventurous：[əd'vɛntʃərəs] adj. 爱冒险的；大胆的；充满危险的 

adventurer：[əd'vɛntʃərɚ] n. 冒险家；投机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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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Christmas（圣诞节）：庆祝耶稣诞生的弥撒 

在英语中，圣诞节是 Christmas，它是 Christ’s Mass（基督的弥撒）的缩写。基督教会在

每年 12 月 24 日的子夜即 25 日凌晨举行子夜弥撒，庆祝耶稣诞生，该子夜弥撒就被称为

Christ’s Mass（基督的弥撒），到 14 世纪左右被缩写为 Christmas。这就是 Christmas（圣诞

节）一词的来历。 

Christmas：['krɪsməs] n.圣诞节 

Christ：[kraɪst] n. 基督；救世主 

72. Easter（复活节）：古代的黎明女神节 

复活节是为了纪念耶稣被钉上十字架，3 天后死而复活的基督教节日。它是基督教与古

代异教风俗的结合物。“复活节”（Easter）一词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神话中黎明女神的名

字 Eastre，本意是“黎明”，与表示“东方”的 east 同源。 

古代英国人庆祝黎明女神的节日在春分左右，与基督教中庆祝耶稣复活的节日在时间上

很接近。基督教传入英国后，教会就用“复活节”来替代原来的黎明女神节，但沿用了原来

的名字。因此在英语中复活节就被称为 Easter。 

在英国，人们庆祝复活节的很多活动都源自以前庆祝黎明女神节日的传统做法，如著名

的复活节彩蛋。 

Easter： ['i:stə] n.复活节 

east：[iːst] n. 东方；东方国家 adj. 东方的；向东的；从东方来的 adv. 向东方，在东方 

eastern：['istɚn] adj. 东方的；朝东的；东洋的 n. 东方人；（美国）东部地区的人 

（十） 常见体育运动名称的由来 

73. arobatics（杂技）：高空行走表演 

高空走绳索等杂技表演在古希腊就早已有之，希腊语用 akrobates 来表示这些高空走绳

索的演员，字面意思是“在高空行走的人”。其中，akro 来自 akros（顶端、最高点），英语

词根 acro（顶端）也来源于此；bates 表示“行走者”。英语单词 acrobat（杂技）正是从此

而来，并随着杂技表演形式的丰富，词义扩展为表示各种杂技表演。 

词根 acro-：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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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bat：['ækrəbæt] n.杂技演员，特技演员 

acrobatic： [ækrə'bætɪk] adj.杂技的，特技的 

acrobatics：[,ækrə'bætɪks] n. 杂技；巧妙手法 

acrophobia： [,ækrə'fəʊbɪə] n.高空恐惧症 

74. badminton（羽毛球）：从英国庄园诞生的运动 

在英语中，羽毛球运动被称为 badminton。这个单词原本是一个地名，是 19 世纪中期英

国一位鲍菲特公爵在格洛斯特郡一座庄园的名称。有一天，公爵的手下从当时英国的殖民地

印度带回一种叫做 Poona 的玩具，它是一块插有羽毛的圆形软木，由两人手持木板相向拍

打。公爵见后很感兴趣，就把球拍从木板改成由牛筋编织而成的轻巧拍子，然后在庄园中作

为招待宾客的一项娱乐手段。从此，羽毛球这种运动迅速在英国发展起来。由于它起源于

badminton 庄园，所以人们把它称作 badminton。 

值得注意的是，badminton 指的是羽毛球运动，而在羽毛球运动中被来回击打的那个球，

在英语中被称作 shuttlecock，shuttle 的意思就是“来回，往返”。而羽毛球拍和网球拍一样

都被称作 racket，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同一种拍子，略有变化而已。 

badminton：['bædmɪnt(ə)n] n.羽毛球运动 

shuttlecock：['ʃʌt(ə)lkɒk] n.羽毛球，毽子 

racket： ['rækɪt] n.（网球或羽毛球）球拍 

75. baseball（棒球）：使用“垒”的运动 

很早以来，人们就发明了各种用棒子击球的运动。但在英语中，baseball 指的是美国人

所发明的一种棒球运动。据考证，baseball（棒球运动）诞生于 1839 年，由美国人阿布那·德

布尔迪于 1839 年在纽约的库柏斯镇发明。之所以称为 baseball，是因为这项运动的场地中设

有若干个 base（垒），击球员用棒击打球后，进攻方队员将尽力争取在防守队员接住球之前，

从一个垒快速跑至下一个垒。 

垒球（softball）是棒球运动的变种。与棒球相比，垒球的场地较小，所用的球较大较软，

从而降低球飞行的速度和距离，故此称为 softball。 

其实准确来说，baseball 应该翻译为“垒球”，而 softball 应该翻译成“软球”。但“软球”

这个说法让人难以理解，所以中文就将其翻译成“垒球”，而将 baseball 译成了“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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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ball：['besbɔl] n. 棒球；棒球运动 

base：[bes] n. 基础；底部；垒 

softball： ['sɔftbɔl]  n. 垒球；垒球运动 

76. basketball（篮球）：将球投入篮子中的运动 

篮球运动（basketball）诞生于 1891 年，由美国麻省一所学校的体育老师詹姆士·奈史

密斯博士发明。当时，由于在寒冷的冬季，人们缺乏室内进行体育活动的球类竞赛项目，奈

史密斯从工人和儿童用球向桃篮投准的游戏中得到启发，设计将两只桃篮分别钉在健身房内

两端看台的栏杆上，以足球为比赛工具向篮内投掷，入篮得 1 分，按得分多少决定胜负。因

为这项游戏最初使用的是 basket（桃篮）和 ball（球），遂取名为 basketball（篮球）。 

basketball：['bæskɪtbɔl] n. 篮球；篮球运动 

basket：['bæskɪt] n. 篮子；篮筐 

77. chess（国际象棋）：连续将军的游戏 

关于国际象棋，大部分历史学者认为起源于古印度，后来流传至波斯，再经过阿拉伯、

流传至欧洲。至今见诸于文献最早的记录是在萨珊王朝时期用波斯文写的。国际象棋中向对

方的国王“将军”，英语叫 check，它是从古波斯语 shah（国王）演变来的，意思是提醒对

方我下一步就要吃掉你的国王了。当对手发出 check 的提醒时，自己就要仔细检查本方棋盘

中国王的安全，所以 check 一词延伸出现在的“检查”、“核查”等含义。 

英语单词 chess（国际象棋）和 check 一样，都来自古波斯语 shah（国王），是 check 的

复数形式，字面意思就是“连续将军的游戏”。 

check：[tʃek] n.支票，核对，检验 v.检查，核查，制止，打勾，将一军 

chess：[tʃes] n.国际象棋 

78. gymnastics（体操）：古希腊的裸体健身运动 

古希腊人崇尚强壮体魄的各种运动，更崇尚裸体运动，因为他们崇尚人体美，认为人体

的健美只有通过不着服装才能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古希腊人把各种健身运动称为

gymnastike，由名词 gymnos（裸体）演变而来。英语中的 gymnastics（体育、体操）就源自

希腊语 gymnast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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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mnastics：[dʒɪm'næstɪks] n.体操，体育 

gymnastic：[dʒɪm'næstɪk]adj.体操的，体育的 

（十一） 常见文艺名称的由来 

79. ballad（民谣）：中世纪法国人跳舞时的伴奏歌曲 

英语单词 ballad（民谣）来自法语 ballade，与英语单词 ballade（叙事曲；三节联韵诗）

同源，原本指的是中世纪法国舞会中演奏的一种常见歌曲，其中的 ball 就是“舞蹈”的意

思，整个单词的字面意思就是“舞曲”。这种歌曲的歌词通常是三节，每一节由八行构成，

称为 ballade，中文译为“三节联韵诗”。 

这种诗歌一般是关于各种英雄传说的叙事诗歌，也就是民谣，因此 ballad 就被翻译成

“民谣”，在中世纪，这种适合跳舞的音乐属于世俗流行音乐，对其相对的是诸如宗教音乐

一类的严肃音乐。因此，ballad 还含有“流行叙事歌曲”的含义。 

ballad：['bæləd] n.歌谣，民谣，叙事歌谣，流行叙事歌曲 

ballade：[bæ'lɑd] n. 叙事曲；三节联韵诗 

80. ballet（芭蕾）：意大利宫廷宴会中的舞蹈表演 

英语单词 ballet（芭蕾）来自意大利语，由词根 ball-（舞蹈）加指小名词后缀-et 组成，

字面意思就是“一小段舞蹈”，原本指的是 15 世纪时流行于意大利宫廷中的一种舞蹈表演，

在宫廷宴会中，经常会有这种舞蹈表演来娱乐宾客。 

17 世纪时，芭蕾舞的狂热粉丝，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将芭蕾舞发扬光大。路易十四本人

就是一位卓越的芭蕾舞蹈家，他创办了历史上第一家皇家舞蹈学校，确立了芭蕾的五个基本

脚位和七个手位，使芭蕾有了一套完整的动作和体系。 

ballet 源自意大利，兴旺于法国，经由法语进入英语，所以发音也具有法语特点，最后

一个 t 不发音。 

ballet：[bæ'le] n.芭蕾舞，芭蕾舞剧 

ball：[bɔːl] n.舞会，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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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cartoon（卡通）：画在硬纸板上的画 

英语单词 cartoon 来自古法语，源自意大利语 cartone（硬纸板），与英语单词 card（卡

片）及 carton（纸板箱）同源。该词原本表示艺术家在硬纸板上大致画出的初级草图，1843

年开始被用来表示用寥寥数笔快速勾勒出的漫画，中文音译为“卡通”。现在 cartoon 一词常

用来表示各种漫画或动画片。 

cartoon：[kɑr'tun] n. 卡通片，动画片；连环漫画 vt. 为…画漫画 vi. 画漫画 

82. choir（合唱）古希腊悲剧中的舞蹈队 

英语单词 choir 和单词 chorus 同源，来自希腊语 khoros（舞蹈队），原本指的是古希腊

悲剧中的舞蹈队。在古希腊悲剧中，khoros（舞蹈队）原本仅仅负责舞蹈，后来为了表达戏

剧中的情感而增加了合唱功能，因此 khoros 增加了“合唱队”的含义。 

英语单词 chorus 和 choir 的区别在于，choir 常用来特指教堂里的合唱队，即所谓的“唱

诗班”，还可以表示教堂中唱诗班所在区域。而 chorus 仅仅表示一般的合唱队，很少用来表

示教堂里的唱诗班。 

choir：['kwaɪə] n. 唱诗班；合唱队；舞蹈队 v.合唱 

chorus：['kɔrəs] n. 合唱队,歌舞队,齐声 v.合唱，异口同声地说（话） 

 

（十二） 常见品牌名称的由来 

83. Amazon（亚马逊）：以世界最大河流命名的公司 

1994 年，贝佐斯在美国华盛顿州贝尔维尤的车库中一手创立了亚马逊公司。贝佐斯希

望能将新公司以A开头进行命名，这样在按字母排序的列表中就能更快地跃入人们的眼帘。

在翻阅字典后，贝佐斯决定使用“亚马逊”这个名字，因为他觉得这是个“富有异国情调且

与众不同”的地方，同时，按流域面积和水流量计算，亚马逊河是世界上最大的河流，这与

贝佐斯希望公司成为世界之最的期望不谋而合。自从 2000 年起，亚马逊公司的品牌标志中

出现了一条从字母“A”指向字母“Z”的微笑箭头，象征着其旗下的商品包罗万象。 

Amazon：['æməzən]  亚马逊；古希腊女战士 



这些单词都是怎么来的——钱磊博士编著 

                 微信公众号 钱博士英语                33  

84. Audi（奥迪）：德语“听觉”的拉丁语 

1899 年 August Horch 创立 A Horch 汽车公司，后来与合伙人意见不合另外又创立 August 

Horch 汽车公司，但因公司名称雷同被控告，所以改用 Horch（德文“听觉”之意）的拉丁

文 Audi 为公司名称。奥迪汽车的商标“四环”系源自创立早期的四家公司，即 1932 年德国

四大车厂 Audi、DKW、Horch 及 Wanderer 合并为"汽车联盟"（Auto Union）。 

audition：[ɔ'dɪʃən] n. 听力，听觉；试听 vi. 试听；试音 vt. 对…进行面试；让…试唱 

audience：['ɔdɪəns]  n. 观众；听众；读者；接见；正式会见；拜会 

audible：['ɔdəbl]  adj. 听得见的 

85. Coach（蔻驰）：匈牙利小镇出产的四轮马车 

英语单词 coach 一词诞生于 15 世纪的匈牙利，来自匈牙利语 kocsi，指的是最早出现于

匈牙利小镇 Kocs 的四轮马车，到现在还保持该词义，不过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后来又衍

生了“长途公交车”、“旅客经济舱”等含义。不过现在该词最常用的含义却是“教练”之

意。这显然是一种比喻用法，比喻教练就像马车一样，可以帮助学生快速成长，到达目的地。 

Coach（蔻驰）是美国著名的皮革品品牌，1941 年成立于纽约，主营男女精品配饰及礼

品，其标识就是一辆四轮马车。 

coach： [kəʊtʃ] n.教练，四轮马车，长途公交车，旅客经济舱 v.训练，指导 

coachman：['kotʃmən] n. 马车夫 

86. cologne（古龙水）：诞生古龙水的德国城市科隆 

在 18 世纪的德国城市科隆（Cologne），有一位名叫吉欧凡尼·玛丽亚·法利纳（Giovanni 

Maria Farina）的意大利理发匠。他的理发店生意十分火爆，因为他不仅擅长理发，更重要的

时，他家有一个祖传秘方，可以用来调制一种特别的盥洗用水。用这种盥洗用水洗头和脸后，

令人神清气爽，还留有一种淡淡的香味。法利纳的盥洗用水在整个科隆城都出了名，顾客们

络绎不绝。甚至有一位顾客特意登门拜访，希望购买一些这种盥洗用水，因为他第二天需要

出席一个重要场合，希望用法利纳的盥洗用水来帮助自己显得更加精神。受此触动，法利纳

先生找到了另一条致富途径。从此以后，他致力于生产这种盥洗用水，并与 1709 年正式推

向市场。由于这种盥洗用水最早问世于科隆市，人们便将其称为“科隆水”，后来简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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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cologne），中文译为“古龙水”。 

欧洲的男士们特别喜欢古龙水的香气，他们喜欢在洗澡后往身上喷洒这种清新爽快价格

又不太高的“香水”，因此早期的古龙水被看作是“男用香水”。法国皇帝拿破仑就特别喜

欢古龙水，据说每个月要用掉 60 瓶古龙水。 

cologne：[kə'ləʊn] n.古龙水，科隆香水 

87. Hermès（爱马仕）：神使赫尔墨斯 

爱马仕（Hermès）是法国著名时装及奢侈品的品牌，1937 年由 Thierry Hermès（蒂埃

里·爱马仕）在巴黎创办，以马具产品起步。 

Hermès（爱马仕）来自其创始人的姓氏，最终源自古希腊神话中的神使赫尔墨斯

（Hermes）。Hermès 是个法语单词，所以拼写和发音都是法式的，第一个字母 h 不发音，和

英语单词 Hermes（赫尔墨斯）的发音有很大不同。 

Hermes：['ɛrmɛs] n. 赫耳墨斯 

88. Volvo（沃尔沃）：业务滚滚向前的汽车公司 

著名汽车品牌 Volvo（沃尔沃）的名称来自拉丁语动词 volvere（滚动，词根 volv-的词

源），与英语单词 evolve（进化）、involve（牵涉，陷入）、revolve（旋转、循环）等同源。公

司取此名字，寓意着沃尔沃汽车的车轮滚滚向前和公司兴旺发达。 

Volvo：['vɔlvəu]n. 沃尔沃 

evolve：[ɪ'vɑlv] vt. 发展，进化；进化；使逐步形成；推断出 vi. 发展，进展；进化；逐

步形成 

involve：[ɪn'vɑlv] vt. 包含；牵涉；使陷于；潜心于 

revolve：[rɪ'vɔlv] vi. 旋转；循环出现 vt. 使…旋转；使…循环 

89. Yahoo（雅虎）：名著《格列佛游记》中的低等动物 

互联网公司“雅虎”的英文名称 Yahoo 的含义是“粗鲁的人”。它源自著名幻想小说

《格列佛游记》。在该书中，主人公格列佛有一回被放逐到一个叫做“慧骃国”的国家。在

这个国家里，和人类一样的高等生物是一种外形像马的生物，称为“慧骃”（也有人翻译为

“贤马”），而外形像人的生物却是低级动物，被称为 yahoo（译为耶胡、列胡或野胡）。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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骃们品德高尚，聪明理智，而耶胡却是慧骃圈养和役使的畜生，生性卑劣，毫无理性。也就

是说，在这个国家，人成了牲畜，牲畜反而成了人。 

格列佛在这个国家里，因为长得跟耶胡一模一样，因此被慧骃们看作是一只有理性、有

礼貌的耶胡。在慧骃国各种美德的感化下，格列佛一心想留在慧骃国，然而慧骃国决议要消

灭那里的耶胡。无奈之下格列佛只好乘小船离开了该国。格列佛在慧骃国里经历的一切给他

留下了深刻的回忆，他从此拒绝与任何人类交往，因为他觉得所有的人类都是肮脏的，因为

他们和耶胡太像了。从此以后，人们就用 yahoo 一词来表示粗鲁、粗俗、不懂人情世故的人。 

据说，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和 David Filo 选择这个名字的原因就是他们觉得自己就是

Yahoo，即“不懂人情世故、没文化的粗人”。Yahoo 在确定中文译名时，选择了“雅虎”

二字，要在中国做“文雅的老虎”，可以说与 yahoo 的本意是反其道而行之。 

yahoo： ['jɑhu] n.粗鲁、粗俗、不懂人情世故的人、没文化的人 

（十三） 常见球队名称的由来 

90. Arsenal（阿森纳）：兵工厂 

单词 arsenal 源自阿拉伯语 dar-as-sina，意思是“制造车间”。在 15 世纪时，该词广泛

流传于地中海周边多个国家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都借用了它，拼写为 darsena，用来表

示船坞、码头。当时在威尼斯有一个规模巨大的造船厂，威尼斯人将 darsena 改头换尾，改

写为 arzenale，用来表示这个造船厂。该词进入英语后，拼写改为 arsenal，含义也发生了变

化，用来表示船坞中用来存放海军装备和武器的仓库，后来又泛化为任何各种军械库和兵工

厂。 

1886 年，一群来自伦敦市伍尔维奇区的皇家兵工厂（Royal Arsenal）的工人组建了一支

足球俱乐部，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英超俱乐部“阿森纳”（Arsenal）。所以人们常称阿森纳队

为“兵工厂”，称其队员“枪手”。 

arsenal：['ɑrsənl]  n.兵工厂，军械库 

91. Juventus（尤文图斯）：青春女神 

Juventus 一词来自拉丁语，是古罗马神话中的青春女神，是 juventas（青春）的人格化。

后者源自名词 juvenis（年轻人）。英语词根 juven-（年轻，年轻人）就来源于此。 

青春女神（Juventus）是罗马神话中神王朱庇特和天后朱诺所生的女儿，相对应于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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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中宙斯和赫拉的女儿赫柏（Hebe）。她被古罗马人视为青少年的守护神，所有罗马少年

在即将成年之时都要前往神庙中祈求青春女神的庇佑。 

1896 年，意大利都灵市的一些中学生成立了一支足球俱乐部，起名就叫做 Juventus，寓

意像青春女神那样永远蓬勃向上，充满年轻活力。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尤文图斯”的由来。 

Juventus：[ju.ˈvɛn.tus] n.尤文图斯；青春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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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会篇 

（一） 常见人名的由来 

92. Aaron（亚伦）：住在山里的人 

男子名，源自希伯来语，在《圣经》中是摩西的哥哥，他协助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任祭司长。 

93. Adam（亚当）：泥土做的人 

男子名，源自希伯来语，字面意思就是“泥土（做成的人）”，在《圣经》中是上帝用泥

土所造的第一个男人，是人类的始祖。 

94. Alexander（亚历山大）：人类的保护者 

男子名，来自拉丁语，源自希腊语 Alexandros（保护者），由 alexein（保护）加 andros

（人类）组成。简化形式有 Alex（亚力克斯）、Sandro（桑德罗）等。 

95. Alexandra（亚历山德拉）：人类的保护者 

女子名，是男子名 Alexander（亚历山大）的阴性形式，简化形式为 Sandra（桑德拉）。 

96. Alfred（阿尔弗雷德）：神奇的顾问 

男子名，来自古英语，由 ælf （=elf，精灵，巫师）和 ræd（顾问）组成。历史上，Alfred 

the Great（阿尔弗雷德大帝）是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韦塞克斯王朝的国王。由于其英勇

地统帅臣民对抗北欧维京海盗民族的入侵，被后世尊称为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

同时也是英国唯一一位被授予“大帝”（the Great）名号的君主。 

97. Allison（艾莉森）：小爱丽丝 

女子名，源自法语 Alison，是 Alice（爱丽丝）的指小形式。它还可以表示姓氏“艾里

逊”，意思是“爱丽丝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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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Amanda（阿曼达）：可爱的 

女子名，来自拉丁语形容词 amandus（可爱的，讨人喜欢的），源自拉丁语动词 amare

（爱），与英语词根 am-（爱）和单词 amateur（爱好者）等同源。 

99. Amy（艾米）：心爱的 

女子名，来自法语 Amee（心爱的，挚爱的），源自拉丁语动词 amare（爱），与 Amanda

（阿曼达）同源。 

 

（二） 常见姓氏的由来 

100. 源于职业的姓氏 

英文 中文 含义 

Baker 贝克 面包师 

Barber 巴伯 理发师 

Bell 贝尔 敲钟人 

Butcher 布彻 屠夫 

Butler 巴特勒 男管家 

Carpenter 卡朋特 木匠 

Carter 卡特 马车夫 

chandler 钱德勒 蜡烛商 

Clark 克拉克 文书 

Coleman 科尔曼 烧炭工人 

Cook 库克 厨师 

Cooper 库伯 制桶匠人 

Currier 科利尔 制革匠 

Dean  迪恩 修道院小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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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源于居住环境的姓氏 

英文 中文 含义 

Barnes 巴恩斯 谷仓（barn） 

Bush 布什 灌木丛 

Brook 布鲁克 小溪 

Churchill 丘吉尔 山丘 

Cliff 克利夫 悬崖 

Clinton 克林顿 带树篱的住所 

Cruz 克鲁兹 交叉路口（cross） 

Field 菲尔德 田野 

Ford 福特 浅滩 

Forest 福雷斯特 森林 

 

（三） 常见官职名称的由来 

102. emperor（皇帝）：古罗马军队的统帅 

很多人区分不了单词 emperor（皇帝）和 king（国王）的差异。英语单词 emperor（皇

帝）源自拉丁语 imperiator，意思是“指挥官”。最开始只是罗马军队对战功显赫的将军的

称号，后来被长老院用在凯撒，屋大维和他们的继承人身上。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教皇曾经

封法兰克国王查理曼为罗马帝国的 emperor，但只是一个虚名。随后主要由德意志诸侯国组

成的神圣罗马帝国继承了西罗马帝国的衣钵，所以神圣罗马帝国也有 emperor，从各个德意

志诸侯国的国王中推选出。东罗马帝国也使用 emperor 这个头衔。欧洲历史上后来只有拿破

仑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使用了 emperor 这个头衔。 

由此可见，emperor 指的是由多个民族和国家组成的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并常常特指古

罗马帝国的皇帝。一般国家的国王都是 king 而不是 emperor。中世纪时，emperor 一词还被

用来表示中国的皇帝、日本的天皇。emperor 所统治的国家就是 empire（帝国）。 

emperor： ['emp(ə)rə] n.皇帝，君主 

empire： ['empaɪə]n.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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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rial： [ɪm'pɪərɪəl]adj.帝国的，皇帝的，至高无上的 

103. king（国王）：氏族部落的首领 

在现代英语中，单词 king 往往被翻译为“国王”，表示“一国之君”，然而古代，king

其实并没有这么高的地位，仅仅是氏族部落的首领，相当于“酋长”。king 来自古英语 cyning，

与单词 cynn（kin，家族，种族）相关，仅仅是“一族之长”（leader of a kin），指的是公元

4 世纪时入侵不列颠的日耳曼民族的部落首领。 

当时入侵不列颠的日耳曼民族包括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后来，这些人在不列

颠东南部（即英格兰）建立了七个小国家，或者说是七个部落，包括三个撒克逊人的、三个

盎格鲁人的和一个朱特人的。这些部落的首领就是 king，这些部落因而被称为 kingdom（王

国）。后来，这些部落统一为英格兰后，其首领依然被称为 king。从此以后，英格兰的男性

首领都被称为 king，该词也就被译为“国王”了。 

kin：[kɪn] n.家族，同族，亲戚 adj.同类的，有亲戚关系的 

king：[kɪŋ] n.国王 

kingdom：['kɪŋdəm] n. 王国；界；领域 

104. queen（王后）：国王的妻子 

英语单词 queen 常常被译为“王后”或“女王”。该单词来自古英语 cwen，原本仅仅

表示“妻子”，专指“国王的妻子”，因此衍生出“王后”的含义。后来，由于在英国历史

上，曾经有女性担任国家元首即“女王”一职，而英语中又没有与 king（国王）对应的阴性

词，因此女性国家元首也被称为 queen，该词也就产生了“女王”的含义。在印欧语系中，

只有英语和北欧语言等少数语言缺乏与“国王”对应的阴性词。 

在需要严格区分时，英语通过以下词组来区分与 queen 相关的各种头衔： 

queen regnant（女王）：执掌政权的女性君主。 

queen consort（王后）：男性君主的妻子，consort 表示“配偶” 

queen regent（摄政太后）：未成年君主的母亲，临时执掌政权。 

有意思的是，国王的妻子被称为 queen consort，虽然不执掌权力，但享有与国王一样的

待遇和级别，而女王的丈夫却很少被称为 king consort，而是被称为 prince consort，对应中文

是“亲王”，所享受的待遇和级别都比女王低。这和中国的“驸马”地位低于公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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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kwiːn] n.王后，女王，皇后，蜂后 vt.使……成为女王或王后 vi.做女王 

105. marshal（元帅）：西方国家的“司马” 

单词 marshal 源自古日耳曼语 marahscalc，由“马”和“仆人”组成，也就是“马夫”

的意思。随着骑兵在军事历史上的日益重要，“marshal”这样一个职务变得越来越重要，逐

渐升级，先后演变为“御马总管”、“骑兵队长”、“王室军务总管”、法官、消防队长等

诸多职务，最终升级为最高军衔“元帅”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的“司马”一词跟英语单词 marshal 有异曲同工之妙，原本都是负责伺候马匹的小

吏，逐渐升级为掌管全国军队的高级官职。更巧的是，国外有 Marshall（马歇尔）这个姓氏，

中国也有“司马”一姓。可以说，marshal 和“司马”是天生一对。 

美国上世纪著名的军事家，曾任陆军参谋长的马歇尔（Marshall）将军，因为功勋卓绝

而被国会授予“元帅”军衔。然而，马歇尔却拒绝了。为什么？原来，英语中表示“元帅”

的单词是 marshal，跟马歇尔的姓氏Marshall只少了一个字母。“马歇尔元帅”就是“Marshal 

Marshall”，会很别扭。 

marshal：['mɑːʃ(ə)l] n.元帅，陆军元帅 

106. admiral（海军上将）：阿拉伯人的船队首领 

英语单词 Admiral 一词源自阿拉伯语 amir。amir 是某些穆斯林国家的酋长、王公、统帅

的称号。这个词本身在 17 世纪进入英语，中文音译为“埃米尔”。12 世纪之前，阿拉伯人

就把海上船队的头领叫作 amir-al-bahr，意思就是“海上船队的首领”，其中的 al 原本是定冠

词。这个词组流传至欧洲后，最早被简写为 amiral。后来，受到单词 admirable（令人敬佩的）

的英雄，拼写方式逐渐变成了 admiral，用来表示海军中一支舰队的最高指挥官，即舰队司

令。 

admiral：['ædm(ə)r(ə)l] n.海军上将，舰队司令 

amir： [ə'miːə] n. 埃米尔（穆斯林国家的酋长等称号）；贵族，也可写作 emir 

（四） 常见职业名称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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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agent（代理人）：代表他人做事的人 

来自拉丁语，由词根 ag-（做）加形容词后缀-ent 组成，字面意思就是“做事的（人）”。

在英语中，agent 除了可以表示中介、经纪人、代理人外，还可以表示“特工”，因为特工其

实就是“替政府办事的人”。看了 007 这样的谍战片你会发现，那些特工在自我介绍或介绍

同事时，往往会自称为 agent，而非 spy（间谍）。 

另外，agent 还可以表示“药剂”，也就是“能发挥作用的东西”。与 agent 同源的还有单

词 agency（代理处），表示“做事的机构”。二者的区别在于：agent 指个体，而 agency 指机

构。 

agent：['edʒənt] n. 代理人，代理商；药剂；特工 

108. anchor（新闻主播）：新闻制作流程中跑最后一棒的人 

英语单词 anchor 的本意是“锚”，即泊船时用来稳定船只的钩状工具。由于 anchor 起着

稳定船体的重要作用，所有在体育领域，人们常常把拔河比赛时队伍最后一位选手称为

anchor，寓意他就像锚一样，起着固定整个队伍的重要意义。在接力比赛中，负责跑最后一

棒的选手也常常被称为 anchor，因为他常常是实力最强的，对于能否获胜具有关键意义。 

1952 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制片人唐休伊特首次将新闻主播称为 anchorman 或

anchorwoman，简称为 anchor。因为新闻主播坐镇演播厅，负责组织串联记者的现场采访和

其他新闻报道内容，就像是接力赛中的最后一棒一样，对于整个新闻报道业务至关重要。 

anchor：['æŋkɚ] n. 锚；抛锚停泊；靠山；新闻主播 v. 抛锚；使固定；主持节目 adj. 末

棒的；最后一棒的 

109. architect（建筑师）：掌管建筑施工的首席工匠 

在现代，architect（建筑师）指的是负责建筑的平面和结构设计的专业人员，通常并不

参与建筑的施工过程。然而在古代，architect 可没这么轻松，他也必须参与建筑施工过程。

英语单词 architect 来自希腊语 arkhitekton，由 arkhi（首席、首领）和 tekton（建筑者）组成，

字面含义就是“首席建筑者”，指的是参加建筑施工的工匠中经验最丰富、充当首领的人。 

后来，随着人们对建筑设计的重视度不断提高、建筑设计工具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建筑

设计人员才从建筑施工过程中脱离开，成为专业的设计人员，被称为 architect（建筑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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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施工过程的高级专业人士被称为 constructor（建造师），其实这个词更接近 architect 的

本意。 

architect：['ɑrkɪtɛkt] n.建筑师 

architecture：['ɑːkɪtektʃə] n.建筑，建筑物，建筑学，建筑式样，架构 

architectural： [,ɑrkɪ'tɛktʃərəl] adj. 建筑学的；建筑上的 

110. astronaut（宇航员）：在星际航行的人 

英语单词 astronaut（宇航员）最早是 1929 年出现在科幻小说里，由词根 astro-（星）和

-naut（航行者）组成。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美国航天计划的火热发展，astronaut 一词得以

流行，用来表示搭乘各种航天飞行器进入太空的人。当时的苏联在航天领域与美国展开了激

烈竞争。为了以示区别，苏联将自己的宇航员称为“космонавт（宇宙航行者），翻译成英语

就是 cosmonaut。因此，在英语中，人们就用 astronaut 表示美国的宇航员，而用 cosmonaut

表示苏联的宇航员。 

astronaut：['æstrə'nɔt] n. 宇航员，航天员；太空旅行者 

cosmonaut： ['kɔzmənɔːt] n. （俄）宇航员（等于 astronaut） 

111. athlete（运动员）：争夺奖品的人 

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在祭祀神祇时，往往会举办各种比赛，如赛跑、格斗等体育活动，

还有戏剧、演讲等其他类型的比赛。比赛往往设有奖品，如桂冠。参与比赛、争夺奖品的人

在希腊语中就被称为 athletes，字面意思就是“争夺奖品的人”，源自名词 athlon（奖品）及

动词 athlein（争夺奖品）。英语单词 athlete 就来源于此，原本表示参与各种比赛的选手，后

来词义缩小，仅仅用来表示参与体育比赛的选手。 

athlete：['æθliːt] n.运动员，体育家 

athletic：[æθ'lɛtɪk] adj. 运动的，运动员的；体格健壮的 

112. attorney（律师）：受人委托办理经济或法律事务的人 

英语单词 attorney 来自古法语 atorné（被委托人），是动词 aturner（委托、指定）的过去

式，与单词 attorn（转让）、turn（转向）同源。attorney 的本意就是受人委托办理经济或法律

事务的人。在英国法律体系中，attorney 分为 private attorney（私人代理）和 public atto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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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代理）两种。private attorney（私人代理）是受私人委托、替人办理经济或法律事务的

人；而 public attorney（公共代理）则是有执照的律师，负责为 barrister（出庭律师、大律师）

准备案件材料，只有 barrister 才有资格出庭辩护。 

不过现在在英国，public attorney 已经与 solicitor（事务律师）合并，attorney 通常只用

来表示“私人代理”。但在美国，attorney 依然可以表示“律师”，尤其是有资格出庭辩护的

律师。更重要的是，在美国 attorney 还可以表示“检察官”，因为检察官实际上就是受政府

委托的律师。 

attorney：[ə'tɜːnɪ] n.代理人，律师 

attorn：[ə'tɜːn] vt.转让 vi.承认新地主 

113. baker（面包师）：烘烤面包的人 

单词 baker（面包师）来自古英语，是动词 bake（烘烤）的施动者名词形式，指的就是

“烘烤（面包）的人”。相应的，烘烤面包的场所就是 bakery（面包店）。 

bake：[bek] vt. 烤，烘焙 vi. 烘面包；被烤干；受热 n. 烤；烘烤食品 

baker：['bekɚ] n. 面包师；面包工人；（便携式）烘炉 

bakery：['bekəri] n. 面包店 

114. barber（理发师）：古代负责修剪胡须的匠人 

古希腊人是不修剪胡须的，所以我们看到古希腊名人如苏格拉底的画像都是一脸的大胡

子。因为修剪胡须需要锋利的剃刀，而古代无法制造能够达到这种要求的刀具。古埃及人最

早用石块后来用青铜刀具刮胡子，但这种做法并没有流传至希腊。到了亚历山大时期，他要

求所有士兵都要剃须，以免在战斗中被敌人揪住胡须。从此后，剃须的做法才在希腊开始流

行。公元前 299 年，Ticinius Mena 首次将一位剃须匠人带到罗马。随后，修剪胡子和剃须的

做法在罗马人中迅速普及，剃须被看作是文明、进步的象征。 

那时候剃须需要专业的匠人，因为剃须所需的锋利剃刀只有专业匠人才有。他们的工作

范围除了剃须和理发外，甚至还包括给病人实施放血这样的外科手术，因为他的剃刀可当手

术刀使用。现在理发店门口红白相间标识以前其实是“本店可做外科手术”的暗示。 

英语单词 barber 就反映了古代理发师的剃须职责。barber 来源于拉丁语中表示“胡须”

的单词 barba，英语单词 barb（倒刺、钩子）、beard（胡须）都与此同源。现在随着家用剃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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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的普及，人们早已经习惯了在家中剃须，所以 barber 的职责也已不再包含剃须了，但它的

拼写依然在提示它曾经的含义。 

barber：[bɑːb] n.理发师 v.理发，修剪，当理发师 

barb：[bɑːb] n.（鱼钩、箭头上的）倒钩 vt.装倒钩 

beard：[bɪəd] n.（嘴唇上下及下巴的）胡须。 

115. barrister（大律师）：有资格越过围栏上庭辩护的大律师 

在英国，律师分成两种：barrister 和 solicitor。barrister 是出庭律师、大律师，具有上庭

辩护的资格，常根据其发音称为“巴律师”；solicitor 是事务律师，只能办理法律事务，不

能上庭辩护，常根据其发音称为“沙律师”。barrister 由 bar 和表示“人”的后缀-ster 组成，

其中的 bar 指的是庭审现场中将法庭和旁听席分开的围栏，因此 barrister 的字面意思就是有

资格越过围栏，上庭辩护的律师。 

在中世纪英国培养律师的律师学院中，经常采用模拟法庭的方式进行教学。模拟法庭中

也设置有将法庭和大厅分开的围栏（bar）。模拟时，只有满足一定条件的学生才有资格坐在

围栏里面（call to the bar），参加模拟开庭。坐在围栏里面的学生就被称为 barrister，还可以

按照资质深浅进一步划分为 inner-barrister 和 utter-barrister。inner-barrister 通常译为“内席律

师”，字面意思就是“坐在内侧的律师”，指资历较浅的学徒，坐在模拟法庭长凳的中间；

utter-barrister 通常译为“外席律师”，字面意思就是“坐在外侧的律师”，指资历较深的学

徒，坐在模拟法庭长凳的外侧。 

在法律领域，原本表示法庭围栏的 bar 衍生出“法庭、律师群体、律师行业”等含义，

而 call to the bar 就是“获得出庭律师资格”的意思。 

barrister：['bærɪstə] n.出庭律师，大律师 

solicitor：[sə'lɪsɪtə] n.事务律师，法律工作者，法律顾问 

bar：[bɑː] n.法庭，律师群体，律师行业 

call to the bar：获得（出庭）律师资格 

116. broker（经纪人）：打开酒桶卖酒的人 

在古代欧洲的酒吧或其他零售酒水的地方，卖酒的小贩会批发采购一桶一桶的啤酒或其

他酒类，然后打开酒桶，装上龙头，然后一杯一杯地卖给喝酒的人。打开酒桶的工具在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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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叫 broche，后来演变为英语单词 broach（钻头、凿子）。而表示“打开酒桶”的法语动词

brochier产生了名词 brocheor，后来演变成英语中的 broker，字面意思就是“打开酒桶的人”，

原本用来表示零售酒水的小贩，后来泛指各种经销商，在金融行业中，则用来表示经纪人、

掮客。虽然中文叫法不同，但其实都是经销商、中间人的意思。经纪人其实就是把股票、证

券等金融产品贩卖给个体投资者的中间人。 

broker： ['brəʊkə] n.经纪人，中间人，掮客 v.以中间人身份来谈判、安排 

brokerage：['brokərɪdʒ]  n. 佣金；回扣；中间人业务 

broach： [brəʊtʃ] n.钻头，凿子，胸针 vt.提出，给……钻孔、开口，开始讨论 

117. butcher（屠夫）：屠宰山羊的人 

英语单词 butcher 来自法语 boucher，字面意思就是“屠宰山羊的人”，其中的 bouc 表

示“公山羊”。英语单词 buck（雄鹿）就来源于 bouc，原本表示“雄山羊”，后来才表示

“雄鹿”。在中世纪时，屠夫的地位很高，据说 13 世纪时有一位法国公主就嫁给了一位屠

夫。 

butcher：['bʊtʃə] n.屠夫，肉贩 vt.屠杀 

118. chef（厨师）：厨房里的首领 

英语单词 chef（主厨）来自法语，是 chef de cuisine（厨房里的首领）的简略表示。它

来自古法语 chief（首领），源自拉丁语 caput（头）。chef 原本表示“主厨”，即饭店或宾馆里

的厨师长，但现在也可以表示任何厨师。 

chef：[ʃɛf] n. 厨师，大师傅；主厨 

chief：[tʃif]  n. 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 首席的；主要的 adv. 主要地；首要地 

（五） 常见头衔称谓的由来 

119. patrician（贵族）：统治古罗马的氏族首脑 

古罗马建城之初，创建者罗慕路斯召集各氏族中德高望重的首脑人物，由他们组成元老

院，担任各种公职，协助他治理罗马。这些人被称为 patres，是 pater（father，家长、家父）

的复数形式。英语词根 pater-/patri-（父）就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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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建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所有公职都只能由 patres 的后代来担任，因此形成了一

个专门的统治阶级，被称为 patricius。该词经由法语进入英语后演变为 patrician（贵族）。罗

马公民中，patrician 以外的人被称为 plebeian（平民）。最初，贵族和平民之间不得通婚，平

民不能担任任何公职。经过平民阶级的长期抗争后，最后才迫使贵族们废除了这些不平等制

度。 

与 nobleman 不同，patrician 是由血统决定的，具有封闭性和世袭性。patrician 的后代永

远是 patrician，而 plebeian 的后代永远不能成为 patrician，但如果能取得执政官这样的高位

后，就变成了 nobleman，他的后代也能世袭为 nobleman。所以 patrician 算是老牌贵族，而

nobleman 算是新兴贵族。 

pater-/patri-：父 

patrician：[pə'trɪʃ(ə)n] n.贵族，古罗马氏族贵族 adj.贵族的，显贵的 

Patrick：['pætrɪk] n. 帕特里克（男子名），意为“高贵的” 

Patricia：[pə'triʃə]  n. 帕特丽夏（女子名），意为“高贵的” 

paternal：[pə'tɝnl]  adj. 父亲的；得自父亲的；父亲般的 

paternity：[pə'tɝnəti] n. 父权；父系；父系后裔 

patrimony： ['pætrɪmoni] n. 遗产；祖传的财物；继承物；教会的财产 

patriarch：['petrɪɑrk] n. 家长；族长；元老；创始人 

120. noble（贵族）：平民通过仕途晋升而成的贵族 

在古罗马，原本只有 patrician（贵族）和 plebeian（平民）。所有官职均有贵族担任，平

民不能和贵族通婚，无能担任官职。后来，经过长期抗争，平民终于取得了和贵族通婚以及

担任官职的权利。平民担任执政官、保民官等高官职位后，就被尊称为 nobilis，通过法语进

入英语后演变成了 noble（贵族），字面意思就是“knowable，著名的、杰出的、高尚的”。 

noble 和 patrician 都可以世袭，但 patrician 是封闭的，平民永远也不能变成 patrician；

而 noble 是开放性的，平民建功立业后可以被封为 noble。 

noble：['nəʊb(ə)l]n.贵族 adj.贵族的，高贵的，高尚的 

nobly：['nobli] adv. 崇高地；高贵地；华丽地；豪爽地 

nobleman：['nəʊb(ə)lmən] n.贵族 

nobility：n.（全体）贵族，高贵，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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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noble：[ɪ'nobl] vt. 使…成为贵族；使…高贵；授予爵位 

ignoble： [ɪɡ'nobl] adj. 不光彩的；卑鄙的；卑贱的 

121. lord（领主）：部落中看管和分配面包的人 

lord 一词最早源自古英语 hlafweard，等于 loaf-guardian（面包看守者），即部落中负责

看管、分配面包的人，指的是部落中的首领。 

英语单词 lord 在中文中一般翻译为“勋爵”，很容易让人误认为是爵位之一。其实，

lord 一词是英语中对男性贵族的尊称，指的并非某个特定爵位，而是整个贵族群体。英国的

上议院就是 House of Lords，就是由贵族们组成的议会。 

英国的贵族爵位分为 5 等，依次是：公爵（Duke）、侯爵（Marquess）、伯爵（Earl）、子

爵（Viscount）和男爵（Baron）。除公爵以外所有男性贵族，在第三人称中都可尊称为“某

某勋爵”，即在姓氏或封号前冠以 Lord 一词。在第二人称中，一般称为“my lord”（大人）。 

在宗教中，lord 表示“上帝、主”，用的是 lord 的本意，即“主人、主宰”。 

在封建时代，贵族往往领有封地，因此 lord 一词也含有“领主、地主”的含义。现代英

语中表示“房东”的单词 landlord 就是这一封建含义的体现。 

lord： [lɔːd] n.主人，主宰，统治者，监管者；主，上帝；勋爵 

landlord： ['læn(d)lɔːd] n.房东，地主，楼主 

122. lady（夫人）：部落中负责做面包的人 

lady 一词来自古英语 hlafdige，等于 loaf-kneader（揉面包者），指的是 lord 的夫人，家

中的主妇。 

在中世纪，lady 一词是对贵族家的女眷的尊称。侯爵夫人、伯爵夫人、子爵夫人、男爵

夫人以及公爵、侯爵和伯爵的女儿都可以称呼为 Lady，用法与 lord 一样，在姓氏或封号前

冠以 Lady，在第二人称中为“my lady”。总而言之，lady 指的是贵族家的女眷，因此 lady

一词含有“高贵、淑女”之意，在现代用作对所有女士的尊称。 

lady： ['leɪdɪ] n.女士，夫人，小姐 

landlady：['lændledi] n. 女房东；女地主；女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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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dame（夫人）：贵族家的女主人 

来自法语中对贵族女眷的称呼，相当于英语中的 lady（夫人，女士）。它源自拉丁语名

词 domina（女主人），与英语词根 domin-（统治）同源，而最终源头则是拉丁语名词 domus

（房子）和希腊语名词 domos（房子），与英语词根 dom-（房屋）同源。 

dame：[deɪm] n.夫人；年长妇女 

124. madam（夫人）：我的夫人 

来自法语 ma dame，源自拉丁语 mea domina，等于 my lady（我的夫人），口语中常简略

为 ma'am。 

madam：['mædəm] n.夫人；女士；鸨母 

125. damsel（小姐）：贵族家的年轻女子 

来自古法语，其实就是法语单词 dame（夫人、女士）的指小形式，字面意思就是“小

姐、年轻的女士”，原本用来称呼贵族家中尚未成家的年轻女子，现在常用来表示“大家闺

秀”、出身高贵的少女。 

damsel：['dæmzl] n.（出生高贵的）少女；年轻女人 

126. duke（公爵）：罗马帝国时期的蛮族军事统帅 

在古罗马时代，出身为日耳曼或凯尔特蛮族而作为雇佣军为罗马军队所用的将帅，由于

没有正式的罗马军衔而统称为 Dux，是“军队首领”的意思。该词来自拉丁语动词 ducere

（领导、引导），这就是英语单词 Duke（公爵）的来源。英语词根 duc-（引导）与此同源。 

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各部族的军事领袖成为欧洲各小国的国君，其中许多就以 Dux 为

称号，他们统治的小国就被称为“公国”（duchy）或“大公国”（Archduchy）。直到近代，

意大利和德国统一之前的很多小国都以此为称号。这些小国的国君一般翻译为“大公”。 

欧洲现存的独立公国是卢森堡和安道尔公国。历史上的其它公国经过合并和并吞，逐渐

丧失独立性，成为国家的一部分，其统治者也演变成了由国王授予的爵位，即“公爵”

（Duke）。在欧洲各国，公爵都是最高爵位之一。 

英国的公爵爵位出现很晚。1337 年，爱德华三世把康沃尔郡升为公国，将公爵爵号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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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年方 7 岁的“黑太子”爱德华。为突出公爵特殊地位，以后多年里除女王配偶和王子外，

其他王亲国戚均不许称王，最高可获公爵爵位。自从 1483 年建立诺福克公国以后，公爵爵

位开始授予王亲以外者，但很少建立公国。而且能获此最高爵位者多是军功显赫的统帅。 

duc-：引导，领导 

duct： [dʌkt] n. 输送管，导管 vt. 用导管输送；以导管封住 

duke：[djuːk] n.公爵 

duchy：['dʌtʃɪ] n.公国，公爵领地 

duchess：['dʌtʃɪs; -es] n.公爵夫人，女公爵 

archduke： [,ɑrtʃ'duk] n. 大公，（奥地利）皇太子 

ducal：['dukl]  adj. 公爵的；公爵领地的；象公爵的 

duce： ['duːtʃɪ]  n.（意）领袖；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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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专业篇 

（一） 常见学科名称的由来 

127. algebra（代数学）：波斯数学家花刺子模的代数学专著 

英语单词 algebra 源于阿拉伯语 al jebr，原意是“连接断开的部分”、“连接断骨”，al

是定冠词，相当于英语中的 the。公元 820 年，波斯数学家花刺子模发表了一份代数学领域

的专著，阐述了解一次和二次方程的基本方法，明确提出了代数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把代

数学发展成为一门与几何学相提并论的独立学科。书名中使用了 al jebr 一词，其含义是“重

新整合”，指把负项移到方程另一端变成正项。al jebr 一词进入拉丁语后，变成了 algebra，

后来又进入了英语。在 15、16 世纪期间该词还有“接骨”的意思，后来才逐渐专指代数学。 

algebra：['ældʒɪbrə] n.代数学 

algebraic：[,ældʒɪ'breɪɪk] adj.代数学的 

128. chemistry（化学）：古代的炼金术 

作为现代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化学（chemistry），其实脱胎于历史悠久的炼金术。古代

炼金术士（alchemist）在长期的炼金和炼丹的实践中，积累了很多的化学事实材料和经验知

识，制造了许多、各种类型的实验设备和器具，为现代化学的发展培育了土壤。这些炼金术

士其实就是最早的化学家。 

英语中表示“化学家”的单词 chemist 其实就来自 alchemist（炼金术士），仅仅是去掉了

前缀 al-而已。chemist（化学家）所从事的专业就是 chemistry（化学）。 

chemist： ['kemɪst] n.化学家；化学工作者；药剂师；炼金术士 

chemistry： ['kemɪstrɪ]  n.化学，化学过程 

129. economy（经济学）：居家过日子的学问 

英语中表示“经济学”的单词 economy 来自希腊语，由词根 eco-（居所、栖息地）和-

nomy（管理）组成，字面意思就是“家政管理”，也就是居家过日子的学问。过日子最重要

的是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合理地使用资源，所以人们便用 economy 来表示“经济学”这门

学科。同样含有词根 eco-的单词还有 ecology（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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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ɪ'kɑnəmi] n. 经济；节约；理财 

economic：[ˌikəˈnɑmɪk, ˌɛkəˈ-nɑmɪk] adj. 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economical：[,ɛkə'nɑmɪkl] adj. 经济的；节约的；合算的 

ecology：[ɪ'kɑlədʒi] n. 生态学；社会生态学 

130. psychology（心理学）：希腊神话中掌管灵魂的少女普绪克 

希腊神话中，普绪克（Psyche）是一名美貌的凡人少女。她长得如此美丽，以至于人们

都认为她是爱神阿芙洛狄忒下凡，不再去供奉真正的阿芙洛狄忒了。阿芙洛狄忒十分气愤，

就命令儿子厄洛斯下凡，用爱情之箭让普绪克爱上一名丑陋的怪兽。没想到厄洛斯一看到普

绪克，惊为天人，竟然爱上了普绪克。厄洛斯杀死了怪兽，并让普绪克住在自己的神殿里，

每天夜里与她幽会，但不许她点灯看见自己的脸。 

普绪克的两个姐姐妒忌她，怂恿她偷看这个每天与自己幽会的男人。普绪克也按捺不住

自己的好奇心，于是在一天夜里，乘厄洛斯熟睡后，偷偷点起油灯查看。当她看到与自己幽

会的竟然是一个异常英俊的男人时，不由得心旌摇荡，溅出一滴油落在厄洛斯脸上。厄洛斯

惊醒后大为恼怒，抛下普绪克飞走了。 

失去爱人的普绪克后悔莫及，四处寻找爱人。后来，她来到了阿芙洛狄忒的神殿，成为

了阿芙洛狄忒的奴隶。阿芙洛狄忒想出各种法子来刁难她，安排她去完成一些几乎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如把混在一起的谷物分开、从暴躁的绵羊上割取金羊毛、从恶龙守卫的山溪中汲

水。但普绪克都在神灵的帮助下完成了这些任务。阿芙洛狄忒布置的最后一项任务是让她拿

着一个黄金盒子，到冥后那里带回一盒子“美貌”。在回来的路上，虽然神灵一直在警告普

绪克不要打开盒子，但她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打开了盒子想看看里面装的到底是什

么东西。没想到，从盒子里面出来的是冥界的睡眠鬼，它爬到普绪克身上，使她陷入了永远

的沉睡之中。 

最后，厄洛斯发现沉睡中的普绪克，原谅并解救了她。众神被她对厄洛斯执着的爱情感

动了，赐予她一碗长生不老水，使她升天成仙，掌管“灵魂”，还与厄洛斯结成了夫妻。 

普绪克的名字 Psyche 在希腊语中就是“灵魂”的意思。从她的名字中产生了表示“灵

魂、精神、心理”的英语单词 psyche 和词根 psych-。英语单词 psychology（心理学）就是由

psyche 衍生而来。 

psyche：['saɪkɪ] n.灵魂、精神、心智 



这些单词都是怎么来的——钱磊博士编著 

                 微信公众号 钱博士英语                53  

psychology：[saɪ'kɒlədʒɪ] n.心理学，心理状态 

 

（二） 常见度量单位的由来 

131. acre（英亩）：一对牛一天能耕的面积 

来自古英语，源自原始日耳曼语，衍生自词根 agro-（田野），字面意思是“耕开的土地”。

后来，acre 才演变为计量单位，翻译为“英亩”。一英亩到底有多大呢？其实就是平均一对

牛一天能耕的面积。在古代英国，耕地时通常使用一对牛来拉一把犁，一天下来，这对牛能

耕的面积就是一英亩。后来英国政府才明确规定了 acre 的面积，等于大约 6 亩、0.4 公顷。 

acre： ['eɪkə] n.英亩，土地，地产 

acreage：['ekərɪdʒ] n. 面积，英亩数 

132. ampere（安培）：以物理学家安培命名 

安培（ampere）是国际单位制中表示电流的基本单位，为纪念法国物理学家安培而命名。

安德烈·玛丽·安培（André-Marie Ampère，1775-1836）是法国物理学家、化学家和数学家，

被麦克斯韦誉为“电学中的牛顿”。安培最主要的成就是他对电磁作用的研究。 

ampere：[æm'pɪr] n. 安培（计算电流强度的标准单位） 

133. calorie（卡路里）：衡量热量的基本单位 

calorie（卡路里）是用来衡量热量的常见单位，它与“热”有关。它来自法语，源自拉

丁语，本意就是“热”。 

calorie：['kæləri] n. 卡路里（热量单位） 

caloric：[kə'lɔrɪk] adj. 热量的；卡的 n. 热量 

 

（三） 化学物质名称的由来 

134. alkali（碱）：古阿拉伯人从灰烬中提取的物质 

在中世纪时，阿拉伯人就掌握了从生长于海边盐碱地上的藜科植物 saltwort（猪毛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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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取碱的方法。他们焚烧这种植物，从灰烬中获得碱类物质。在阿拉伯语中，这种来自灰

烬的碱被称为 al-qali，其中 al 是定冠词，qali 就是“灰烬”的意思。英语单词 alkali 就源自

阿拉伯语 al-qali，表示“碱”。 

alkali：['ælkəlaɪ] n.碱 adj.碱性的 

alkaline：['ælkəlaɪn] adj.碱性的，碱的 

alkaloid：['ælkə'lɔɪd] n. 生物碱；植物碱基 

135. aluminium（铝）：从矾土中提炼出来的金属物质 

19 世纪，英国化学家戴维（Humphry Davy）从矾土中提炼出高纯度铝，因此将其命名

为 aluminum，最后被英国编辑修改为 aluminium，以符合化学元素的命名习惯。矾土（alumina）

是一种氧化铝矿石，是炼铝的主要原料，因为外形类似矾（alum）而被称为 alumina。 

aluminium：[,æljə'mɪnɪəm] adj. 铝的 n. 铝 

alumina：[ə'luːmɪnə] n.矾土，氧化铝矿石 

alum：['æləm] n.矾，明矾 

136. ammonia（氨）：阿蒙神之盐中提取的物质 

阿蒙神 Ammon 是古埃及的一个主神，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和古罗马神话中的朱

庇特。它的名字在埃及语中的含义是“隐藏者”。最初，阿蒙神仅仅是尼罗河东岸城市底比

斯(Thebes）的地方神祇。到了古埃及十一王朝时，由于王室家族来自底比斯，因此阿蒙神的

地位得到极大提高。在第十二王朝时，阿蒙神的名字甚至进入了国王的名字之中。当底比斯

的第十七王朝赶走了希克索人后，阿蒙神作为皇家城市的神祇被重新突显出来。十八王朝之

后，阿蒙神开始成为埃及普遍承认的神，排挤掉原有神祇如太阳神“瑞”（Re），成为创造

万物的主神。人们在很多地方修建了宏伟的阿蒙神殿。 

在古罗马时期，人们在利比亚的一座阿蒙神殿附件发现了一种矿物质。古罗马人将其命

名为 sal ammoniac（salt of ammon），意思就是“阿蒙神之盐”。18 世纪时，化学家从“阿

蒙神之盐”中提取出一种新气体，因此将这种气体命名为 ammonia，中文译为“氨”。 

ammonia：[ə'məʊnɪə] n.（化学元素）氨，氨气，氨水，阿摩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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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argon（氩）：懒惰的气体 

氩气是空气中含量最高的惰性气体，化学性极不活泼，常用作保护气体。氩的英文名称

argon 就是“懒惰”的意思。它来自希腊语，由否定前缀 a-和词根 ergon（活动、发挥作用）

组成。 

argon：['ɑrgɑn] n.  氩（18 号元素） 

energy：['ɛnɚdʒi]  n. 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anergy：['ænɚdʒi]  n. 无效能；无力；无变应性 

138. bromine（溴）：散发恶臭的化学物质 

1826 年，法国化学家 Antoine Jérôme Balard 首次提炼出溴，一种散发恶臭的红棕色液

体。他将其命名为 muride，来自于拉丁文，意思为“盐水”。后来法国科学院将这种化学元素

重新命名为 bromine，该词来自希腊语 bromos（恶臭）。 

bromine：['bromin]  n. 溴 

（四） 常见药品名称的由来 

139. aspirin（阿司匹林）：一种解热镇痛药品的商标名称 

阿司匹林的学名叫做乙酰水杨酸，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解热镇痛药，诞生于 1899 年 3 月

6 日。在德语中，乙酰水杨酸是 acetylierte spirsäure，冗长而拗口，不方便记忆。于是，一位

德国化学家 Heinrich Dreser 利用 acetylierte（乙酰）的第一个字母 a、spirsäure（水杨酸）的

前四个字母 spir 以及表示化学制品的后缀-in，创造了 aspirin 这个新词，用作一种乙酰水杨

酸药品的商标名。由于这个商标名易于发音和记忆，很快就得到广泛应用。人们去药店买药

时，不会说要买“乙酰水杨酸”，而是直接说买 aspirin，哪怕要买的药品并非 aspirin 这个品

牌。就这样，aspirin 这个词就从一个商标名演变成了一种药品名称。 

aspirin：['æsprɪn] n.阿司匹林 

140. Heroin（海洛因）：一种强力止痛药 

Heroin（海洛因）原本是 19 世纪末德国拜耳公司所生产的一种强力止痛药的商标名。

拜耳公司将这种止痛药命名为 Heroin（海洛因），目的是强调它神奇的止痛能力，就像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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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中的 hero（英雄）一样，能够解除人类的痛苦。 

然而，由于这种药品具有强烈的致瘾性，它不仅没能帮助人类，反而成为导致很多人堕

入痛苦深渊的罪魁祸首。1910 年起各国均取消了海洛因在临床上的应用。 

Heroin：['herəʊɪn] n.海洛因，二醋吗啡 

141. vitamin（维生素）：维持生命活力所需的化合物 

维生素是维持身体健康所必需的一类有机化合物。这类物质在体内既不能是构成身体组

织的原料，也不是能量的来源，而是一类调节物质，在物质代谢中起重要作用。维生素的发

现是 20 世纪的伟大发现之一。1912 年，波兰生物化学家卡西米尔•冯克（Casimir Funk）鉴

定出在糙米中能对抗脚气病的物质是胺类（amine），因此将其命名为 vitamine，由 vita（生

命）和 amine（胺）构成。后来科学家发现，冯克所发现的仅仅是维生素中的一种，还有更

多维生素并不属于胺类，因此将 vitamine 最后一个字母 e 去掉，变成了 vitamin。中文曾将

vitamin 音译为“维他命”，后来统一为“维生素”。 

vitamin：['vaɪtəmɪn] n.维生素，维他命 

vital：['vaɪtl] adj. 至关重要的；生死攸关的；有活力的 

vitality：[vaɪ'tæləti] n. 活力，生气；生命力，生动性 

 

（五） 常见疾病名称由来 

142. albinism（白化病）：葡萄牙航海家在非洲看到的“白种人” 

当 17 世纪的葡萄牙航海家沿着西非海岸线远航探险时，他们发现非洲大陆中既有肤色

很深的黑人，也有肤色很浅的“白人”，就把他们看做是两个不同的人种。这些葡萄牙人把

前者称为 negro（葡萄牙语中的“黑人”），把后者称为 albino（葡萄牙语中的“白人”，源

自拉丁语 albus（白色的））。后来人们才发现，这些 albino 并不是白人，而是得了白化病的

黑人。白化病（albinism）是一种家族遗传病，由于体内缺乏一种酶导致黑色素缺乏，患者

毛发和皮肤呈现白色。 

在非洲，很多患白化病的儿童被当地人视为异类而遭到迫害。其实，很多科学家都认为，

白种人就起源于得了白化病的黑人。 

albino：[æl'biːnəʊ] n.白化病人，白化现象，白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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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inism：['ælbɪnɪzəm] n.白化病 

143. cholera（霍乱）：能引发霍乱的胆汁 

霍乱是一种急性腹泻疾病，由霍乱弧菌引起，发高峰期在夏季，能在数小时内造成腹泻

脱水甚至死亡。古代人以为霍乱是由胆汁引发的，所以拉丁语中表示“胆汁”的单词 cholera

衍生出“霍乱”之意，并直接进入英语用来表示“霍乱”。 

cholera：['kɒlərə] n.霍乱 

choleraic：[kɑlər'eɪk] adj. 霍乱的；类似霍乱的 

144. cancer（癌症）：状如螃蟹的恶性肿瘤 

英语单词 cancer 的本意是螃蟹，巨蟹座就是大写的 Cancer。它是怎么跟“恶性肿瘤”

扯上关系的呢？原来，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首次描述了恶性肿瘤与良性肿瘤的区别，并详

细阐述了身体各部位的肿瘤，并把处于发展期和发生溃疡的肿瘤命名为 karkinos，在希腊语

里就是“螃蟹”的意思。希波克拉底之所以把肿瘤称为“螃蟹”，可能是因为恶性肿瘤的表

面形状：通常有一个坚实的中心，然后向周遭伸出一些分支，就像螃蟹的形状。由于希波克

拉底反对打开病人身体的做法，所以他所描述的是外观可见的肿瘤。 

希腊语的 karkinos后来演变为拉丁语 cancer，后来又进入英语，拼写形式和词义都没变。

所以英语中的 cancer 同时拥有“恶性肿瘤”和“螃蟹”、“巨蟹座”等含义。 

cancer：['kænsə] n.恶性肿瘤，癌症；螃蟹 

cancerous：['kænsɚrəs] adj. 癌的；生癌的；像癌的 

Cancer：['kænsɚ] n.巨蟹座 

145. diabetes（糖尿病）：排尿过多的毛病 

古人很早就对糖尿病有所记载。在一本写作于公元前 1500 年左右的古埃及医书上，就

记载了一种症状为“多饮多尿”的疾病症状，甚至还记载了利用谷物、水果和甜酒对此进行

治疗的过程。据信，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关于糖尿病的文字记载。 

卡帕多细亚的阿莱泰乌斯（Aretaeus of Cappadocia），公元 2 世纪前后的古希腊医生，在

书中如此描述糖尿病人的症状：“糖尿病是一种可怕的痛苦疾病…肉身和骨头被不停的融化

变成尿液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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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中表示“糖尿病”的单词 diabetes 就来自希腊语，由阿莱泰乌斯，由前缀 dia-（穿

越）和动词 bainein（行走）组成，字面意思就是“走出来”，表明糖尿病的主要症状就是多

尿，仿佛肉身和骨头都融化成尿液排出。 

diabetes：[,daɪə'bitiz]  n. 糖尿病；多尿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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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神话篇 

（一） 古希腊神话 

1. 时间之神柯罗诺斯 

在古希腊神话中，柯罗诺斯（Chronos）是时间的神格化，象征着永远存在、无始无终、

自有永有的时间。古希腊神话中的俄耳甫斯密教（Orpheus）认为，柯罗诺斯是最初的神灵，

是宇宙的第一因，是混沌和秩序的来源，并从中诞生了定数女神阿南刻，成为他的配偶。 

柯罗诺斯是无形无象的超神，又或者化身为蛇的形象出现——拥有三颗头：人头、牛头

及狮子头，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的形象，如有翅膀的青须老者、环绕着混沌的龙……等等。他

与配偶阿南刻围著原始世界卵盘绕，然后将混沌分开，形成了天堂、大地、海与天空。 

 

在希腊语中，柯罗诺斯的名字 Chronos 就是时间的意思，由词干 chron-（时间）和名词

后缀-us 构成。英语中表示“时间”的词根 chron-就来源于此，在辅音前的组合形式为 chrono-。 

单词 chronic 由词根 chron-（时间）加形容词后缀-ic 组成，意思就是“慢性的、长期的、

习惯性的”。 

单词 chronicle 由单词 chronic（长期的）加名词后缀-le 组成，表示编年史或年代史。 

由词根 chrono-（时间）衍生出的常见单词还有 chronology，由词根 chrono-（时间）加

后缀-logy（学科）组成，字面意思就是“关于时间的学问”、“按时间顺序记录的事件”，即

所谓的“年代学”、“年表”。 



英语词源故事集锦——钱磊博士编著 

                 微信公众号 钱博士英语               2  

chron-：时间 

chronic：['krɒnɪk] adj.慢性的，长期的，习惯性的 

chronicle：['krɒnɪk(ə)l] n. 编年史，年代史 

chronology：[krə'nɒlədʒɪ] n.年代学，年表 

synchronous：['sɪŋkrənəs] adj. 同步的；同时的 

2. 混沌之神卡俄斯 

在有些希腊神话版本中，卡俄斯（Chaos）是最早的的神灵，代表宇宙形成之前模糊一

团的景象。根据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赫西奥德（Hesiod）的《神谱》和早期希腊神话记载：

宇宙之初只有卡俄斯，他是一个无边无际、一无所有的虚空。随后他依靠无性繁殖从自身内

部诞生了大地女神、深渊神、黑暗神、黑夜女神和爱神等五大创世神，世界由此开始。 

卡俄斯（Chaos）在希腊语中拼写为 khaos，本意是“虚空、裂开”，由词干 kha（空洞）

和名词词尾-os 构成。该词在拉丁语中拼写变为 chaos，并经由法语进入英语，形成了英语单

词 chaos。现在，chaos 常常被用来表示“混乱、混沌”，该含义源自赫西奥德的说法。他将

chaos 描述秩序诞生之前的宇宙，与秩序诞生之后的宇宙 cosmos（希腊语为 Kosmos）相对

应。从 chaos 衍生出的形容词 chaotic 就是“混乱的”之意。 

与 chaos 同源的单词还有 chasm（裂口、深坑），它源自希腊语 khasma。它由词根 cha-

（裂开，张开）加上名词后缀-sm 组成，字面意思就是“裂开之物、虚空”。 

与 chaos 同源的单词还有 gap（裂口）、gape（裂开，张开，打哈欠）和 gas（气体、瓦

斯）。这三个单词都源自原始日耳曼语，与单词 chaos 拥有相同的原始印欧语词源。在这里，

gap、gape 和 gas 中的字母 g 和 chaos 中的 ch 原本是同一个音，只是后来发生了音变，一个

变成了 g，一个变成了 k。 

词根 cha-/ga-：裂开，张开 

chaos： ['keɪɒs] n.混沌、混乱 

chaotic： [keɪ'ɒtɪk] adj.混乱的、无秩序的 

chasm：['kæzəm] n. 峡谷；裂口；分歧；深坑 

chasmal：['kæzml] adj. 似裂罅的；深陷的 

gap：[ɡæp] n. 间隙；缺口；差距；分歧 vi. 裂开 vt. 使形成缺口 

gape：[geɪp] vi. 裂开，张开；打呵欠 n. 裂口，张嘴；呵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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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ɡæs] n. 气体；瓦斯；汽油；毒气 

3. 大地女神盖亚 

在古希腊神话中，掌管地球的女神称为“盖亚”（Gaia 或 Gaea），通常被翻译为“大地

女神”。她由混沌之神卡俄斯所生。盖亚通过自我繁殖诞生了天神（表示天）、海底神（表

示大地之凹陷）和山脉神（表示大地之凸起），并与天神结合生了六男六女十二个泰坦巨神

及三个独眼巨人和三个百臂巨神。并且，她还不断地与自己的子孙们交配，繁衍出越来越多

的子孙。 

在古希腊神话中，盖亚是世界的开始，所有的神都是她的子孙后代。在后来三代神灵之

间的争斗中，她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角色宛如宫廷戏中的老太后。 

在希腊语中，盖亚的名字 Gaia 或 Gaea 的含义就是“地球、大地”，来自 ge（地球）。英

语中表示“地球、大地”的词根 ge-（组合形式为 geo-）就来源于此，并由此产生了许多与

地球、大地有关的单词。 

geography（地理学）由词根 geo-（大地）加上 graphy（图画）组成，字面意思就是“对

大地的描绘”，所以表示“地理学”。 

geology（地质学）由词根 geo-（大地）加上后缀-logy（学科）组成，字面意思就是“关

于大地的学科”，所以表示“地质学”。 

geometry（几何学）由词根 geo-（大地）加上 metry（测量）组成，本意就是“测量大

地”，因为最初的几何学就是如何测量土地面积的学问。 

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Ptolemy）提出了“地心说”，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

月亮等天体都围绕地球运动。这些天体的运行轨迹中离地球最远的位置就是 apogee（远地

点），由 apo（远离）和 gee（=ge-，地球）组成，字面意思就是“远离地球”。现在，该词常

用来比喻“最高点”。 

George 是个常见的英文名，中文常翻译为“乔治”。它由两个词根组成，第一个词根是

ge-（大地），第二个词根是 org-（工作、劳作），所以 George 的字面意思就是“在地里劳作

的人”，也就是农夫。 

词根 ge-：地球，大地 

geography：[dʒɪ'ɒgrəfɪ] n. 地理学 

geology：[dʒɪ'ɒlədʒɪ]n. 地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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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metry：[dʒɪ'ɒmɪtrɪ] n. 几何学 

apogee：n.远地点，极点，最高点 vt.位于远地点，位于最高点 

George：[dʒɔ:dʒ] n.（人名）乔治 

4. 创世爱神厄洛斯 

在希腊神话中，爱神厄洛斯（Eros）是一位重要的创世神，因为他代表了世界的动力—

—性欲。有了厄洛斯，神灵才从单性繁殖变为双性繁殖，世界才会变得丰富多彩、生生不息。

不过，厄洛斯整天鼓动其他神灵进行繁衍，但他自己并不参与其中，也没有后代。这是因为，

他代表的是世界万物结合的原始动力，既包括了男性本原也包括了女性本原，所以他本是不

男亦不女，不阴亦不阳。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神话中有两个神灵都叫做厄洛斯（Eros），一位是这里说的创世神，

和其他创世神一样通常没有人格化身，出现于早期希腊神话版本，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中

及俄耳甫斯密教中均有记载；另一个是爱与美之神阿芙洛狄忒与战神私通生下的小爱神，通

常被人格化为一个身披双翼，手持弓箭的胖娃娃或英俊少年，出现于较晚期的希腊神话版本。

在柏拉图之后，古希腊（主要是雅典）确立了把厄洛斯分离成两位，即原始神厄洛斯和阿佛

洛狄忒之子厄洛斯，分别进行崇拜，而阿佛洛狄忒的地位逐渐取代了原始神厄洛斯。这种崇

拜延续到后来的希腊化时代和古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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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洛斯的名字 Eros 在希腊语中就是“性爱、爱欲”的意思，复数形式为 erotes。从他的

名字中产生了表示“性爱”的英语词根 erot-，由此衍生出一些与性爱有关的单词，如形容词

erotic 或 erotical，表示“性爱的、色情的”，还可以用作动词，表示“好色之徒”。 

词根 erot-：性爱 

eros：['iərɔs] n.性爱，性欲，愿望 

erotic：[ɪ'rɒtɪk] adj.性爱的；色情的 n.好色之徒 

erotical：[i'rɔtikəl] adj. 性爱的；色情的 n. 好色之徒 

erotology：[,erə'tɒlədʒɪ] n.色情文学，色情艺术 

erotomaniac：[ɪ,rɒtəʊ'meɪnɪæk] n. 色情狂患者 

eroticism：[ɪ'rɑtə,sɪzəm] n. 色情；性的兴奋，性欲亢进 

eroticist：[i'rɔtisist] n.色鬼，好色之徒；色情文学作者 

5. 深渊神塔耳塔洛斯 

在希腊神话中，塔耳塔洛斯（Tartarus）是一个无穷的深渊，位于世界的最低层，他是世

界创始之初的五大原始神之一。很多人常常把塔耳塔洛斯和冥间混为一谈。实际上，冥间是

凡人死后鬼魂要去的地方，由冥王哈德斯掌管。而塔耳塔洛斯则是关押天神的地方。 

在古希腊神话中，泰坦神族的首领克诺罗斯曾经将独眼巨人和百臂巨人关押在塔耳塔洛

斯。后来，宙斯率领奥林匹斯神族和泰坦神族展开激战时，听从了大地女神盖亚的建议，将

独眼巨人和百臂巨人从塔耳塔洛斯中释放了出来。在独眼巨人和百臂巨人的帮助下，宙斯击

败了泰坦神族，将他们囚禁在塔耳塔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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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耳塔洛斯，囚禁泰坦神族的监牢由火神赫淮斯托斯建造。据说，火神赫淮斯托斯由

外向内建造了监牢，建成后为了自己能够出去，他又修了一条路从监牢最里面通向外面。 

在罗马神话里，被判有罪的魂魄被打入塔耳塔洛斯。在英语中，单词 Tartarus（塔耳塔

洛斯）常常被用来比喻极度可怕的地方，相当于“地狱”，并由此衍生形容词 tartarean，意思

是“地狱的，阴间的，地狱一样的”。 

中世纪时，成吉思汗所率领的蒙古和突厥铁骑横扫欧洲大陆，令欧洲人闻风丧胆。这些

人自称为 Tata，欧洲人则将其称为 Tartar（鞑靼人），源自 Tartarus，意思就是“来自地狱的

人”。 

1270 年法国人圣路易斯在一封书信中写到：“面对穷凶极恶的鞑靼人，我们要么将他们

赶回他们的老家——塔耳塔洛斯，要么统统被他们送上天堂。”  

在英语中，Tartar 一词常被用来比喻凶悍的人，难以对付的人。例如：His wife is quite a 

tartar. 他的老婆真是一个泼妇。 

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单词也源自 Tartarus，那就是 tortoise（乌龟）。古人见乌龟长相丑陋

怪异，认为是来自地狱的生物，所以将其称为 tortoise，本意就是“来自地狱的”。 

Tartarus：['tɑ:tərəs] n. 塔耳塔洛斯，深渊，地狱 

tartarean： [tɑ:'tεəriən] adj.地狱的，冥界的，阴间的 

Tartar：['tɑːtə] n.鞑靼人（蒙古人和突厥人），凶悍的人 adj.鞑靼的 

tortoise：['tɔrtəs] n.乌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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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一代神王乌拉诺斯 

希腊神话中，天神乌拉诺斯（Uranus）是大地女神盖亚通过单性繁殖所生，诞生于盖亚

的指尖，掌管天空。后来，在爱神厄洛斯的影响下，盖亚与乌拉诺斯进行两性繁殖，生出了

众多神灵。所以乌拉诺斯既是盖亚的儿子，又是她的丈夫，他们的后代主要包括十二泰坦神

以及数名独眼巨人与百臂巨人。因为这些神灵都是乌拉诺斯的子女，所以乌拉诺斯自然成为

了第一代神王。 

希腊神话有个规律，那就是儿子推翻老子上位，而老子则相反设法避免此事发生。乌拉

诺斯的做法简单粗暴，直接把盖亚与他所生的所有孩子都塞回盖亚体内，不让他们来到这个

世界。时间长了，盖亚实在受不了了，就号召孩子们起来反抗。其他孩子慑于父亲淫威，不

敢有所表示，只有最小也是最强壮的儿子克洛诺斯答应帮助母亲推翻父亲。 

盖亚交给克洛诺斯一把锋利的石镰刀，让他埋伏好。等到乌拉诺斯在盖亚身上发泄淫威

时，克洛诺斯手持镰刀，一刀就隔断了乌拉诺斯的命根子。乌拉诺斯惨叫一声，逃到天上，

从此再不敢靠近大地女神。天和地从此就实现了分离。 

 

乌拉诺斯的名字 Uranus 在希腊语中的含义是“天”，由词干 uran-（天）和名词后缀-us

构成。英语中表示“天”的词根 uran-就来源于此。1781 年，英籍德国天文学家赫瑟尔首次

发现一颗新行星，便用 Uranus 命名，中文译为“天王星”。8 年后，德国化学家克拉普罗特

首次从沥青中分离出一种新的化学元素。为了纪念赫瑟尔及其发现的新行星，便以 Uranus

来命名，称为 uranium，这便是用于制造核裂变的常用元素铀。 

由词根 uran-衍生的常见单词还有 uranology（天体学），它由词根 uran-加上表示“学科”

的后缀-logy 组成，字面意思就是“关于天体的学科”。 

词根 uran-：天，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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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anus：['juərənəs] n.天王星，天神乌拉诺斯 

uranium：[jʊ'reɪnɪəm] n.铀元素 

uranology：[,jʊərə'nɒlədʒɪ] n.天体学 

uranometry：[,jʊərə'nɒmɪtrɪ] n.天体测量学 

uranography：[jʊrə'nɒgrəfɪ] n.天象图学 

uranoscopy：[jʊ'rɑ:nəskəpɪ] n.天体观察 

7. 第一代太阳神赫利俄斯 

赫利俄斯（Helios）是希腊神话中古老的太阳神，光亮之神许珀里翁的儿子。传说火神

赫菲斯托斯为他打造了太阳车，并铸造了金色的太阳神殿。每天当曙光女神厄俄斯打开天门

时，赫利俄斯便驾着由四匹喷火神马所拉的太阳车，开始向西巡游，直到黄昏时才降临俄刻

阿诺斯彼岸。 

在希腊神话中，太阳神赫利俄斯的领地是罗得岛（Rhodes）。罗得岛上曾经矗立着一座

巨大无比的太阳神雕像，高达 30 米，被列为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 

 

有关赫利俄斯的事迹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他那坑爹的儿子法厄同（Phaeton）驾驶太阳车

惹祸的事情。据说，赫利俄斯的私生子法厄同为了在朋友面前显摆，央求老爹把太阳车借给

他玩一天。赫利俄斯因为曾经发过誓要满足法厄同的一个愿望，不得已答应了他。 

法厄同驾驶着太阳车在天空驰骋，渐渐偏离轨迹，太阳车距离地面越来越近，将大地都

烤焦了。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就是撒哈拉沙漠。最后，神王宙斯见此情景，用闪电将法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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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轰出车外。这个坑爹的熊孩子最终跌落地面，死于非命。 

在中晚期希腊神话版本中，赫利俄斯的地位被奥林巴斯神族中的光明神阿波罗取代。 

赫利俄斯的名字 Helios 在希腊语中表示“太阳”，英语中表示“太阳”的词根 heli-（组

合形式为 helio-）就来源于此。 

词根 heli-：太阳 

heliophobia：[,hi:liə'fəubiə] n. 日光恐怖；日光恐怖症 

heliolatry：[,hiːlɪ'ɒlətrɪ] n.太阳崇拜 

heliocentric：[,hilɪə'sɛntrɪk] adj. 以太阳为中心的；日心说的 

heliosis：[,hilɪ'osɪs] n.中暑，日射病 

helioscope：['hiːlɪəskəʊp] n.太阳观测镜，太阳望远镜 

heliotherapy：[,hiːlɪə(ʊ)'θerəpɪ] n.日晒疗法 

8. 第一代月亮女神塞勒涅 

塞勒涅（Selene）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第一代月亮女神。依据赫西俄德的《神谱》记载，

她是提坦巨神许珀里翁与忒亚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女儿，是太阳神赫利俄斯和黎明女神厄

俄斯的姊妹。 

塞勒涅在神话中的传统形象是：长有双翼，头顶金色光环，乘坐一辆由两匹神马拉动的

马车在夜空中飞驰，当白昼来临时消失于俄刻阿诺斯中。在古典神话中，塞勒涅与其兄弟赫

利俄斯每天轮流驾车从天空经过，形成昼夜交替。 

塞勒涅爱上了英俊的牧羊人恩底弥翁（Endymion）。每天夜间，塞勒涅都从空中飘下偷

吻熟睡中的牧羊人。然而女神的失职引起了主神宙斯的注意。为了消除凡人对女神的诱惑，

宙斯给了恩底弥翁两个选择：任何形式的死亡；或者在永远的梦幻中永葆青春。牧羊人选择

了后者。每天晚上，塞勒涅怀着悲哀的心情，来到他沉睡的山洞，亲吻他的脸颊。英国伟大

的浪漫派诗人济慈据此创作了著名长诗《恩底弥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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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语中，Selene（塞勒涅）指的就是月亮或月亮女神。英语中表示“月亮”的词根

selen-（组合形式为 seleno-）就来源于此。 

在科学领域，化学元素硒（selenium）就以月亮女神塞勒涅的名字命名。1817 瑞典化学

家柏采利乌斯（Berzelius）在生产硫酸过程中发现一种红色粉末，发现它是一种性质与碲相

似的新元素。为了与以罗马大地女神忒勒斯（Tellus）命名的化学元素碲（Tellurium）相对

应，便以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塞勒涅的名字命名，称为 Selenium（硒）。 

常见英文女子名 Selena（赛琳娜）也与 Selene 同源，字面意思就是“月亮女神”。 

词根 selen-：月亮 

Selene：[si'li:nə] n.塞勒涅，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 

Selena：[si'linə] n.（女子名）赛琳娜，意为“月亮女神” 

selenium：[sə'linɪəm] n.（化学元素）硒 

selenology：[,selɪ'nɒlədʒɪ] n. 月球学 

selenograph：[si'li:nəuɡrɑ:f; ,ɡræf] n. 月球表面图 

9. 擎天神阿特拉斯 

阿特拉斯（Atlas）是希腊神话中的擎天神。他属于泰坦神族，是十二泰坦神之一的伊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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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托斯（Iapetus）的儿子，“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哥哥。泰坦神族被奥林巴斯神族打败后，

参与反叛的阿特拉斯被宙斯惩罚，被迫在世界的西边以双肩擎住被放逐的天神乌拉诺斯，以

免他返回地面骚扰大地女神盖亚。 

  
传说大英雄赫拉克勒斯受命去盗金苹果时，特意请阿特拉斯帮忙，因为看守金苹果的三

姐妹是阿特拉斯的女儿。为了让阿特拉斯去盗金苹果，赫拉克勒斯自告奋勇替阿特拉斯擎天。

等到成功盗取金苹果后，阿特拉斯却不想继续擎天了。于是他跟赫拉克勒斯商量说等他把金

苹果交给赫拉后再回来接替他。聪明的赫拉克勒斯看穿了阿特拉斯的意图，假装同意，但要

求阿特拉斯先替他扛一会儿，他去找个垫肩垫在肩上。等阿特拉斯接过苍天后，赫拉克勒斯

捡起金苹果，一溜烟就跑了。 

还有传说，英雄帕尔修斯砍下美杜莎的头颅后经过此地，厌倦了擎天的阿特拉斯就请求

帕尔修斯用美杜莎的眼睛正对他，将他变成了石头。因为阿特拉斯特别高大，因而变成一座

高山，这座山就是非洲北部的阿特拉斯山脉。这条山脉西边的大海也以阿特拉斯命名，称为

Atlantic Ocean（大西洋），字面意思就是“阿特拉斯的海洋”，因为阿特拉斯位于西边，所以

译为“大西洋”。 

阿特拉斯的名字 Atlas 在希腊语中的原意是“擎者、承受者”。16 世纪，地理学家麦卡

脱把阿特拉斯擎天图作为一本地图册的卷首插图。后人争相效仿，单词 atlas 从此被用来表

示地图集。阿特拉斯所擎的圆球本是苍天，但后人常常误解为地球。 

人体的第一颈椎也被称为“寰椎”(atlas)，原因是寰椎支撑头部，就像阿特拉斯背负苍

天一样。 

atlas：['ætləs] n.地图集，寰椎 

Atlantic：[æt'læntɪk] n.大西洋 

Atlanta：[æt'læntə] n.亚特兰大，大西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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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lantis：[ət'læntis] n.亚特兰蒂斯，传说中神秘消失于大西洋的古老大陆大西洲 

10. 第三代神王宙斯 

希腊神话中，第二代神王克洛诺斯把妻子瑞亚所生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吞进自己的肚

子。瑞亚为了拯救自己的孩子，在请教了大地女神盖亚后，在生下宙斯（Zeus）时，用布裹

住一块石头谎称是所生的婴儿。克洛诺斯接过石头一口吞下。小宙斯逃过一劫，被偷偷地送

到克里特岛被仙女抚养大。 

成年后的宙斯决心拯救自己的哥哥和姐姐。他诱使克洛诺斯误食催吐剂，吐出以前吞下

的子女。以宙斯为首的奥林巴斯神与以克洛诺斯为首的泰坦神展开了战争，最终奥林巴斯神

族取得了胜利，将泰坦神族禁锢在地狱深渊。宙斯成了第三代神王，具体分管天空。因为他

没有像他爷爷和爸爸那样被人推翻，所以他一直是希腊神话中的最高主神。宙斯的最大特点

是妻妾成群，光《神谱》中确认的就有 7 个，分别是聪慧女神墨提斯、正义女神忒弥斯、大

洋河流神女儿欧律诺墨、谷物女神德墨忒尔、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暗夜女神勒托和最后的

天后赫拉。 

 

为了避免重蹈爷爷和父亲的覆辙，宙斯直接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聪慧女神墨提斯吞进

了腹中，从此后拥有了墨提斯的智慧。但后来，墨提斯和宙斯的女儿雅典娜延续了他们家小

孩从父亲体内诞生的传统，穿戴整齐地从宙斯的头颅中跳了出来。 

众神中，只有“先知先觉者”普罗米修斯获悉天意，知道宙斯和某个女神所生的后代将

会推翻宙斯的统治。为了从普罗米修斯口中套出这个秘密，宙斯费尽心机来折磨普罗米修斯，

将其捆缚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最后，普罗米修斯被宙斯和凡人所生的英雄赫拉克勒斯所解

救，终于透露了这个秘密。原来，那个将生下比宙斯还要强大的后代的女神是海洋女神忒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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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宙斯知道这个秘密后，就将忒提斯许配给了希腊英雄珀琉斯，从而逃脱了命运的轮回，

永远坐在“众神之王”的宝座上。 

在希腊奥林匹亚城的宙斯神殿中有一座巨大的宙斯神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室内雕

像，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宙斯的名字 Zeus 来自希腊语，属格形式为 dios。它和拉丁语 deus（神）都来自原始印

欧语 dewos-（神）。与它们同源的还有英语词根 de-/div-（神）和英语单词 deity（神）、deify

（神化）、divine（神圣的）等。 

Zeus：[zju:s] n. 宙斯（希腊神话中的主神） 

de-/div-：神 

deity：['deəti] n. 神；神性 

deify：['deɪfaɪ] vt. 把…奉若神明；把…神化；崇拜 

divine： [dɪ'vaɪn] adj. 神圣的；非凡的；天赐的 v. 占卜；预言；用占卜勘探 

11. 天后赫拉 

古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王宙斯的唯一正妻是赫拉（Hera）。她原本是宙斯的姐姐，后来

嫁给宙斯。与宙斯结婚时，赫拉留了个心眼，坚持要大操大办、昭示天下。所以赫拉才拥有

了“天后”的称号。虽然宙斯娶了赫拉以后依然风流不改，但后面的女人都不再被看作是宙

斯的妻子。 

宙斯和赫拉一共生了战神阿瑞斯、火神赫淮斯托斯、青春女神赫柏等人。赫拉是奥林匹

亚十二位主神之一，掌管婚姻和家庭，是妇女的保护神，代表女性的美德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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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神话中，赫拉最常见的事迹是打击报复宙斯的情人和私生子，如她把伊俄变成母

牛，又派牛虻叮咬她，使她受尽苦难。又如赫拉听说塞墨勒怀上了宙斯的孩子，便化作塞墨

勒的乳母去诱骗，最后将塞墨勒烧死，怀中的胎儿后被宙斯救出，被缝进宙斯的髀肉中，足

月后生出酒神狄俄尼索斯。 

赫拉还迫害过阿波罗的母亲勒托，不让她在大地上分娩，最后勒托的姐姐化身为一座浮

动岛屿，才让勒托在上面生下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因此赫拉常被说成是“好嫉妒的赫拉”。

传说有一次，赫拉仇恨宙斯之子赫拉克勒斯，想把他置于死地，为此被宙斯用金链缚住双脚，

挂在空中，惨遭鞭打，后来她才有所收敛。 

赫拉的名字 Hera 在希腊语中是“女保护者”的意思，由词根 her-（保护者）加阴性名

词后缀-a 组成。与其同源的还有英语单词 hero（英雄）。hero 的本意是“保护者”，原本指的

是神灵和凡人结合后生下的“半神”。希腊神话中，有很多杰出的英雄豪杰被视为神灵的后

代，被称为 hero。所以 hero 一词后来就衍生出“英雄”之意。 

词根 her-：保护者，英雄 

Hera：['hiərə] n.（天后）赫拉 

hero：['hɪərəʊ] n.英雄，男主角，男主人公 

heroine：['herəʊɪn] n.女英雄，女主角，女主人公 

heroic：[hə'roɪk] adj.英雄的；英勇的 n.史诗；英勇行为 

heroism：['hɛroɪzəm] n.英勇，英雄气概；英雄行为；勇敢的事迹 

12. 海神波塞冬 

希腊神话中，海神波塞冬（Poseidon）是众神之主宙斯的哥哥，地位仅次于宙斯。他与

宙斯及其他兄弟姐妹推翻父亲克洛诺斯的统治后，分得了大海的统治权。他的形象通常是手

持三叉戟的肌肉猛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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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塞冬住在海底金碧辉煌的大宫殿里，所有海洋生物都受他差遣。每天，他驾着马车，

手持三叉戟出来巡海。当他心情好的时候，大海就会风平浪静。当他心情不好时，就会挥舞

三叉戟，掀起滔天巨浪，摧毁渔船。波塞冬法力强大，还能制造海啸和地震，袭击海岸。 

波塞冬野心勃勃，而且好战。不满足于他所拥有的权力，他密谋夺取宙斯的王位，但阴

谋没有得逞，他被贬下人间服侍一位凡人。在阿波罗的帮助下，他替拉俄塞冬国王修筑了著

名的特洛伊城墙。 

还有一次，他和智慧女神雅典娜争当希腊一座新城的守护神。两人争执不下，宙斯宣布，

两人各送出一件礼物，新城的居民选择了谁的礼物，就选择谁当守护神。雅典娜送出的礼物

是橄榄树，而波塞冬送出的则是一匹战马。人民选择了雅典娜的礼物，该城就以雅典娜之名

命名，称为雅典。 

波塞冬的妻子是海中仙女安菲特里忒（Amphitrite）。据说安菲特里忒并不想嫁给波塞冬，

所以躲藏起来。但一只海豚发现了她的藏身之处，帮助波塞冬找到了她。为了表示感谢，波

塞冬把这只海豚变成了海豚星座。 

波塞冬还喜欢上了美貌的仙女美杜莎，在雅典娜的神殿里强奸了美杜莎。雅典娜十分生

气，就把美杜莎的头发变成蛇发，使她的目光具有魔力，凡是被她看到的男人都会变成石头。 

波塞冬的名字 Poseidon 与希腊语词根 posis-（强大的）有关，以示其威力强大。该词根

源自原始印欧语词根 poti-（强大的）。英语中表示“能力”的词根 pos-/pot-以及表示“力量”

的单词 power 也来源于此。 

词根 pos-/pot-：能力，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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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eidon：[pɔ'saidən] n.波塞冬，海神 

power：['paʊɚ] n.力量；能力；权力 

possible：['pɒsɪb(ə)l] adj.可能的 n.可能性 

impossible：[ɪm'pɑsəbl]adj.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 

potent：['pəʊt(ə)nt] adj.有效的，强有力的 

potential：[pəˈtenʃl] adj.潜在的，可能的 n.可能性，潜能 

impotent：['ɪmpət(ə)nt] adj.无效的，虚弱无力的，阳痿的 

omnipotent：[ɑm'nɪpətənt] adj. 无所不能的；全能的；有无限权力的 

13. 冥王哈迪斯 

希腊神话中，宙斯的大哥叫做哈迪斯（Hades）。在三兄弟抽签决定每个人的地盘时。老

大哈迪斯手气不佳，抽中了冥界，成为了冥王。从此以后，哈迪斯常年居住在幽暗的冥府，

被排挤在奥林巴斯十二大主神行列之外。他的形象通常是一袭黑衣的阴郁老人。 

哈迪斯是诸神之中为数不多的对爱情无兴趣的神祇。一次他到地上巡视，爱与美之神阿

芙洛狄忒对她的儿子小爱神厄洛斯说：“你的弓箭没有任何神或人能够抵抗，包括那个孤傲

的哈迪斯。”于是厄洛斯向哈迪斯射出了象征爱情的金箭。正如阿芙洛狄忒所言，冥王也无

法抵挡爱神的金箭，于是他无法自拔的爱上了他的侄女珀尔塞福涅。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珀尔塞福涅正在与女伴们在山谷中嬉戏，突然看到一朵绚烂无

比的水仙花。珀尔塞福涅离开众人前去采摘。冥王瞅准时机，驾着一辆由四匹黑马拉着的大

车，将珀尔塞福涅掳回冥府，做了自己的冥后。后来，谷物女神上门索求女儿时，冥王施展

诡计，说服珀耳塞福涅吃了四颗石榴籽。这样，珀耳塞福涅每年不得不回到冥府四个月。 

  

单词 Hadean 是由冥王哈迪斯的名字 Hades 衍生的形容词，表示“地狱的，冥间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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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中，Hadean（冥古宙）是太古宙之前的一个宙，开始于地球形成之初，结束于 38 亿

年前。 

英语单词 hadal 也来自冥王的希腊名字 Hades，表示“超过 6000 米以下深水的”，因为

人们认为超过这个深度就应该到达哈迪斯所管辖的冥府了。 

Hades：['heidi:z] n. 冥王，阎王；冥府，地狱 

Hadean：['heidiən] adj. 地狱的；阴间的 n. 冥古宙 

hadal： ['heɪdəl] adj.超深渊的，超过 6000 以下深水的，海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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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古罗马神话 

14. 农神萨图恩 

在罗马神话中，萨图恩（Saturn）原本是农神。继承希腊神话后，罗马人就将农神萨图

恩和希腊神话中的第二代神王克洛诺斯合二为一了，原因也许是因为克洛诺斯用石镰刀阉割

了自己的父亲，而镰刀也是农神的武器。根据罗马神话，萨图恩在被朱庇特（即宙斯）推翻

后逃到了拉丁姆，并教会了那里的人民耕种土地，因此被罗马人尊为农神。 

罗马人用农神来命名土星（Saturn），因为土星排在木星（Jupiter）的外侧，就像是被朱

庇特赶跑的第二代神王克洛诺斯。根据西方文化的传统做法，星期六以土星命名，所以表示

“星期六”的英语单词就是 Saturday，字面意思就是 Saturn’ sday（土星日）。 

农神节（saturnalia）是古罗马的一个大型的祭祀活动，是为了祭祀农神萨图恩，时间在

12 月中旬，相当于中国的庙会。古罗马人们在这一天向农神祈福，保佑一年风调雨顺，国泰

民安。基督教传入古罗马后，农神节的许多习俗被转用于圣诞节。例如圣诞树其实就来自于

农神节的丰收树。 

太阳系中，土星距离太阳远，运行速度最慢。占星学中认为，土星座的人性情阴郁冷漠，

因此原本表示“土星宫”的单词 saturinine 还可表示“忧郁的”。 

Saturn：['sæt(ə)n] n.土星，农神 

Saturday：['sætədɪ; -de] n.星期六 

saturnalia：[,sætɚ'nelɪə] n.古罗马的农神节，狂欢喧闹 

saturnine：['sætənaɪn] adj.土星宫的，忧郁的，阴沉的 

15. 第一代太阳神索尔 

罗马神话中，第一代太阳神叫做“索尔”（Sol），对应于希腊神话中的赫利俄斯（Helios）。

索尔的名字 Sol 在拉丁语中就是“太阳”的意思。英语词根 sol-（太阳）就来源于此，并衍

生出一些与太阳有关的单词。 

词根 sol-：太阳 

solar：['solɚ]  adj. 太阳的；日光的；与太阳相关的 n. 日光浴室 

solarium：[sə'lɛrɪəm] n. 日光浴室；日晷 

insolate：['ɪnsə'let] vt. 使曝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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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olation：[,ɪnsə'leʃən] n. 日晒；日光浴；中暑；日射病 

solstice： ['sɑlstəs] n. 至，至日；至点 

16. 第一代月亮女神卢娜 

罗马神话中，第一代月亮女神叫做“卢娜”（Luna），对应于希腊神话中的塞勒涅

（Selene）。卢娜的名字 Luna 在拉丁语中就是“月亮”的意思，英语中表示“月亮”的词根

lun-就来源于此。 

进一步追本溯源的话，拉丁语 Luna 源自原始印欧语词根 leuk-（光亮），与英语词根 luc-

/lumin-/lustr-（光、光亮）、单词 light（光）等同源。与 Luna 同源的还有英文名字 Lucius（卢

修斯）、Lucia（路西娅）、Lucas（卢卡斯）、Lucy（露西）等，它们都含有“光明”之意。 

古人认为满月拥有使人发狂的魔力，人狼会在月圆之夜变身为狼，因此就用由词根 lun-

衍生的单词 lunatic 来表示“疯狂的、精神错乱的”。 

词根 lun-：月亮，月球 

Luna：['lju:nə] n.月亮，月神 

lunar：['luːnə] adj.月亮的，阴历的 

lunatic：['luːnətɪk] n.疯子，疯人 adj.疯狂的，精神错乱的，愚蠢的 

lunacy：['lunəsi] n. 精神失常；愚蠢的行为 

lunate：['lʊnet] adj. 新月状的；半月形的 

lunation：[lʊ'neʃən] n. 阴历月 

17. 第三代神王朱庇特 

希腊神话中的主神 Zeus（宙斯）在罗马神话中被称为 Jove，来自拉丁语名词 Iovis（天，

天神），和希腊语 Zeus 一样都源自原始印欧语词根 dyeu-（闪亮，苍天）。 

为了表示尊重，罗马人通常称呼 Jove 为 Jupiter（朱庇特），由 Jove 和 peter（父亲）组

合而成，意思就是“诸神之父 Jove”。 

在拉丁语和英语中，木星就是以朱庇特的名字（Jupiter）命名的，因为它是太阳系中体

积最大的一颗行星，自然被视为众神之王。 

从朱庇特的名字 Jove 派生了两个形容词：jovian 和 jovial，它们的基本含义都是“朱庇

特的、木星的”。区别在于：jovian 含有“威风凛凛的”之意，而 jovial 则含有“乐观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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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快活的”等含义，这是因为朱庇特天性风流快活，与无数仙女、凡人美女有染，占星学认

为出生于木星宫的人天性快活，所以单词 jovial 常用来形容某人“天性快活”。 

常见的英文女子名 Julia（朱莉娅）和男子名 Julius（朱利叶斯）都源自朱庇特的名字 Jove，

字面意思就是“朱庇特的后裔”，原本是古罗马时期的一个氏族（Julius，尤利乌斯）的名字。

大名鼎鼎的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就来自这个氏族。 

Jupiter：['dʒuːpɪtə] n.朱庇特，木星 

Jove：[dʒəuv] n.朱庇特，木星（等于 Jupiter） 

jovian： ['dʒəuviən] adj.朱庇特的，木星的，威风凛凛的 

jovial：['dʒəʊvɪəl; -vj(ə)l] adj.天性快活的，木星宫的 

Julia：['dʒuljə] n. 朱莉娅（女子名） 

Julius：['dʒuljəs]n. 朱利叶斯（男子名） 

18. 海神尼普顿 

在罗马神话中，海神叫做尼普顿（Neptunus），在英语中拼写为 Neptune。在天文学上，

海王星就是以海神 Neptune 命名的，因为它的颜色为海洋一样的蓝色。在化学领域，93 号元

素以海神命名，称为 Neptunium（镎），因为它排在 92 号元素 Uranium（铀）的后面，而

Uranium 就是以天神乌拉诺斯命名的。 

Neptune：['nɛptjun] n.海王星，海神尼普顿 

Neptunian：[nɛp'tjʊnɪən] adj.海神的，海王星的，水成论的 

Neptunium：[nɛp'tjunɪəm] n.（化学元素）镎 

19. 战神马尔斯 

在罗马神话中，战神被称为马尔斯（Mars），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阿瑞斯（Ares）。因为

罗马人崇尚武力，所以战神在罗马神话中地位极高。从马尔斯的名字 Mars 衍生出不少与战

争、军事有关的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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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因为其火红色外表而被我们的祖先称为“火星”。但在古罗马人眼中，火星的火红色

令其联想起鲜血横流的战场，故以战神之名 Mars 命名。 

古罗马人还以战神之名来命名古罗马历中的第一个月份，即 March（三月）。中国的武

术和其各种格斗技艺在英语中都被称为 martial arts（战斗技艺）。 

在崇尚武功的古罗马，战神广受欢迎，所以现在世界各地很多人的姓氏或名字都来自战

神的名字，例如 Mark（马克）、Martin（马丁）、Marcus（马库斯）、Marco（马可）、Martina

（玛蒂娜）等等。 

词根 mars-/marti-：战神，火星 

Mars：[mɑːz] n.战神，火星 

Martian： ['mɑ:ʃən] adj. 火星的 n. 火星人 

March：[mɑːtʃ] n.三月 

march：[mɑːtʃ] v.进军 

martial：['mɑːʃ(ə)l] adj.军事的，战争的，尚武的 

Martin： ['mɑːtɪn] n. 马丁（男子名） 

Marcus：['mɑrkəs] n. 马库斯（男子名） 



英语词源故事集锦——钱磊博士编著 

                 微信公众号 钱博士英语               22  

20. 神使墨丘利 

墨丘利（Mercury）是罗马神话中为众神传递信息的使者，等同于希腊神话的赫耳墨斯

（Hermes）。他是主神朱庇特的儿子，最早是商人和小偷的保护神，后来还被视为交通旅游

和体育运动的神。他的形象一般是头戴一顶插有双翅的帽子，脚穿飞行鞋，手握魔杖，行走

如飞。 

由于墨丘利行动敏捷，活性极大的金属元素水银和太阳系中公转速度最快的行星（水星）

都用他的名字 Mercury 命名。 

墨丘利的名字 Mercury 来自拉丁语 Mercurius，源自名词 merx（商品）。英语词根 merc-

（商业、商品）也来源于此，变体形式为 merch-/mark-。 

英语单词 mercy 衍生自词根 merc-（商业，商品），字面意思就是“回报”，指神灵对好

人的回报和恩典。如果一个人平日里敬重神灵、与人为善，那么当他偶然犯错时，神灵就会

对其错误表示宽容和原谅，以作为他以往所积功德的回报，这就是 mercy 一词的初始含义。

后来，词义发生泛化，可以表示人对其他人的宽容和怜悯。 

词根 merc-：商业，商品 

mercury： ['mɜːkjərɪ] 水星，水银，墨丘利 

mercurial：[mɜː'kjʊərɪəl]adj.水银的，水星的，活泼善变的，雄辩机智的 

merchant：['mɜːtʃ(ə)nt]n.商人，adj.商人的 

merchandise：['mɜːtʃ(ə)ndaɪs; -z]n.商品、货物 

commerce：['kɒmɜːs]n.贸易、商业 

commercial：[kə'mɜːʃ(ə)l] adj.商贸的 

market：['mɑːkɪt] n.市场，mark 是 merc 的变形 

mercenary：['mɜːsɪn(ə)rɪ] n.雇佣兵，唯利是图者 

mercy：['mɜːsɪ] n.仁慈，宽容，怜悯，幸运 

merciful：['mɝsɪfl] adj. 仁慈的；慈悲的；宽容的 

21. 爱神维纳斯 

在罗马神话中，爱神被称为 Venus （维纳斯），等于希腊神话中的 Aphrodite（阿芙洛狄

忒）。在古希腊、后世罗马时期以及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作品中，爱神被塑造成绝色美女，最

著名的雕像是在米洛斯岛出土的“米洛斯的阿弗洛狄忒”，也被称为“断臂的维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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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文学上，金星就是用爱神的名字命名的，因为它最亮，看起来最迷人。维纳斯的名

字 Venus 来自拉丁语名词 venus，属格形式为 veneris，本意是“美、性爱、情欲、渴望”，并

衍生出“崇拜”之意。英语词根 ven-/vener-（性爱、性欲、崇拜）就来源于此，并衍生出一

些与“性”有关的单词，如 venereal（性的）。常见的 V.D.（性病）其实就是 venereal disease

（性传播疾病）的首字母缩写。 

词根 ven-/vener-：性爱、性欲、崇拜 

Venus：['viːnəs] n.金星，维纳斯 

Venusian：[vi'nju:siən] adj. 金星的，太白星的 

venereal：[vəˈnɪəriəl] adj.性的，性交的，由性交传染的 

venereology：[vɪ,nɪrɪ'ɑlədʒi] n. 性病学（等于 venerology） 

venery：['vɛnəri] n. 性欲，纵欲；狩猎 

venerable：['vɛnərəbl] adj.值得崇拜的；可敬的；珍贵的 

venerate：['vɛnəret] vt. 崇敬，尊敬 

veneration：[venə'reɪʃ(ə)n] n. 尊敬；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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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神话 

22. 北欧神话中的太阳神苏尔 

北欧神话中，太阳神是女的，名叫“苏尔”（Sunna 或 Sunne），英语中表示太阳的单词

sun 就来自她的名字。苏尔是巨人蒙迪尔法利（Mundilfari）的女儿，每天驾驶太阳车，和驾

驶月亮车的兄弟曼尼（Mani）在天空交替运行。 

在西方文明中，一周七天均以某位神灵命名。一周之首献给太阳神，以太阳神命名。因

此，古英语中，周日便以北欧神话中的太阳神苏尔命名，称为 sunnandæg，字面意思就是 sun's 

day（太阳之日），在现代英语中拼写演变为 Sunday。 

sun：[sʌn] n. 太阳 

Sunday：[ˈsʌnde; ˈsʌndi] n.星期日 

23. 北欧神话中的月亮神曼尼 

在北欧神话中，月亮神是男的，名叫曼尼（Mani），古英语中称为 Mona，英语单词 moon

（月亮）、month（月）便来源于此。曼尼是太阳神苏尔的兄弟，他负责驾驶月辆车，和负责

驾驶太阳车的苏尔每天在天空交替运行。在他身后是夜之女神诺特（Nott）所驾驶的黑色车

辆。他们出现在天际的时候，大地就进入夜晚。 

在西方文明中，一周的第二天献给月亮神，以月亮神命名。因此，在古英语中，周一便

被以北欧神话中的月亮神曼尼命名，称为 monandæg，字面意思就是 moon's day（月亮之日），

在现代英语中拼写演变成 Monday。 

moon：[mun] n. 月亮；月球；月光；卫星 

month：[mʌnθ] n. 月，一个月的时间 

Monday：[ˈmʌnde; ˈmʌndɪ] n. 星期一 

24. 北欧神话中的战神提尔 

在北欧神话中，战神被称为提尔（Tiw，Tiu 或 Tyr），是北欧神话中主要神祇之一，是

勇气和战争的象征，是主神奥丁的儿子，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 Mars。 

战神提尔的一只胳臂被狼精芬里厄咬断，因此只有一只胳臂。据说诸神以试验力气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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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用魔法锁链缚住芬里厄。芬里厄要求一位神将胳臂放在他嘴里。勇敢的提尔挺身而出，把

自己的胳臂放在芬里厄的嘴里。芬里厄发现上当后就愤怒地咬断了提尔的胳臂。 

战神提尔在好战的北欧人中得到极高的崇拜，甚至仅次于主神奥丁。北欧的勇士常常在

打仗前向提尔祈祷。 

在西方文明中，一周的第三天献给金星对应的战神。因此，在古英语中，周二便以北欧

神话中的战神提尔命名，称为 Tiwesdaeg，字面意思就是“提尔之日”，在现代英语中拼写演

变为 Tuesday。 

Tuesday：['tjuːzdeɪ; -dɪ] n.星期二 

25. 北欧神话中的主神奥丁 

在北欧神话中，奥丁（Odin，古英语为 Woden）是阿萨神族的至高神，是诸神之父，世

界的统治者。他曾以一人之力冒险闯入冥界，为人类取得古文字，从而拥有大量知识，并因

此而失去一只眼睛。 

在北欧神话中，奥丁身形高大，身披金甲，骑八足神马，手持名枪“冈尼尔”(Gungnir)，

居住在“英灵殿”（Valhalla，瓦尔哈拉）中。据说凡是在战争中英勇战死的武士，死后都能

进入英灵殿，共同迎接“诸神的黄昏”中最后的决战。因此北欧武士在战场上都视死如归，

以死后能进入英灵殿为荣。 

在西方文明中，一周的第四天献给与水星对应的神灵。在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中，与水

星对应的神灵是赫尔墨斯或墨丘利。他们在各自神话系统中都是神的使者，据说也是文字的

发明者。而在古代英国人信仰的北欧神话中，主神奥丁（Odin，古英语为 Woden）发明了北

欧古文字，所以便以奥丁之名来命名这一天，称为 Woden’s day（奥丁之日），演变成现代英

语单词 Wednesday（星期三）。 

Wednesday： ['wenzdeɪ; -dɪ] n.星期三 

Odin：['əudin] n.奥丁神。 

26. 北欧神话中的雷神托尔 

托尔（Thor）是北欧神话中的雷神，掌管战争和农业。他是主神奥丁的长子，其母为大

地女神。他是神族中最为强壮的勇士，具有呼风唤雨的能力。他的职责是保护诸神国度的安

全和在人间巡视农作。相传每当雷雨交加时，就是托尔乘坐马车出来巡视，因此北欧人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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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为“雷神”。托尔的武器是一只可以发出致命闪电的大铁锤，其实就是雷电的象征。无

论托尔把这只铁锤扔出去多远，它总是会像回旋飞镖一样飞回托尔的手上。另外，他还拥有

一条能够提升力量的腰带。 

在神和巨人族的终极一战中，雷神托尔和他的宿敌巨蟒展开了惊天动地的决战。经历了

激战之后，托尔使出致命一击杀死了巨蟒，不过他也因碰到了从巨蟒的伤口里流出的剧毒液

体，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西方文明中，一周的第五天献给雷神。因此，在古英语中，星期四以北欧神话中的雷

神托尔来命名，称为。英语中表示星期四的单词 Thurresdæg，字面意思就是 Thor's day（托

尔之日），在现代英语中拼写为 Thursday。 

Thor：[θɔ:] n.雷神托尔 

thunder：['θʌndɚ] n. 雷；轰隆声；恐吓 vi. 打雷；怒喝 vt. 轰隆地发出；大声喊出 

Thursday：['θə:zdi; -dei]n.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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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宗教篇 

（一） 犹太教和基督教 

27. 关押反叛天使的无底地狱 

英语单词 abyss 源自希腊语 abyssos，由否定前缀 a-和 byssos（底，bottom）组成，字面

意思就是“无底洞”。 

在将希伯来语的《圣经·旧约》翻译为希腊语时，abyss 被用来表示“最初的混沌”，在

翻译《圣经·新约》时，abyss 被用来表示“地狱”的一层。按照但丁在《神曲》中的描写，

abyss 位于地狱（inferno）的最底层，是关押恶魔和反叛天使的地方。 

根据基督教的教义，上帝带圣子基督巡游天界，让众天使向圣子下跪参拜。天界中地位

最高的天使长路西法 Lucifer 拒绝向人类出身的圣子基督臣服，率领三分之一的天使造反。

经过三天的激战，圣子基督战胜反叛天使，将其打入永劫的无底洞 abyss。被打入无底洞的

路西法就是后来的撒旦。 

单词 abysm（深渊、无底洞）其实是 abyss 的变体形式，不太常用，主要用于诗歌中。 

abyss：[ə'bɪs] n.无底洞，地狱，深渊 

abyssal：[ə'bɪsl] adj.深渊的，深海的，深不可测的 

abysm：[ə'bɪzəm] n. 深渊；无底洞 

abysmal：[ə'bɪzməl] adj. 深不可测的；糟透的；极度的 

28. 上帝与凡人交流的信使 

英语单词 angel 源自希腊单词 angelos，原意是“信使、宣告者”。在犹太教中，天使是

上帝与凡人的沟通渠道，上帝的言语是通过天使来传递给凡人的，因为凡人无法承受上帝声

音的巨大能量。希腊人将希伯来语的旧约翻译成希腊语时，就用 angelos 这个词来表示天使，

后来演变成为英语单词 angel。 

我们常见的英文女子名 Angela（安吉拉）和 Angelina（安吉丽娜）其实都衍生自 angel

（天使），前者意思是“天使”，后者意思是“小天使”。 

与 angel 同源的还有单词 evangel（福音）。在这里，前缀 ev-其实是 eu-（好）的变体，

而-angel 来自希腊语动词 angellein（宣告），和名词 angelos（宣告者）同源。因此，evan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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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面意思就是“宣告好消息”，即“福音”。 

词根 angel-：天使，信使；宣告 

angel： ['eɪndʒ(ə)l]n.天使，守护神。 

angelic：[æn'dʒɛlɪk] adj. 天使的；似天使的；天国的 

Angela：['ændʒələ] n. 安吉拉（女子名） 

Angelina：[,ændʒi'li:nə] n. 安吉莉娜（女子名） 

archangel：['ɑrk'endʒəl] n. 大天使；天使长 

evangel：[ɪ'væn(d)ʒel; -(d)ʒ(ə)l] n. 福音（书）；佳音 

evangelist：[ɪ'vændʒəlɪst] n. 福音传道者；圣经新约福音书的作者 

evangelical：[,ivæn'dʒɛlɪkl] adj. 福音的；福音派教会的；新教会的 n. 福音派信徒 

29. 圣经中的“启示录” 

《圣经·新约》中的最后一章是圣约翰（St. John）所写的“启示录”。据说耶稣基督的

十二门徒之一圣约翰被罗马皇帝流放至帕特摩斯岛（Patmos）时，将主给他显示的异象记录

下来，并预言了主的降临和世界末日来临时的景象。该书的希腊名是《apokalyptein》，在 1230

年的英语版本中被译为《The Book of Apocalypse》，在 1380 年的英语版本中被译为《The Book 

of Revelation》。 

英语单词 apocalypse 就源自希腊语 apokalyptein，由前缀 apo（离开）+kalyptein（覆盖）

构成，字面意思就是“解开遮盖物”，等于英语单词 revelation（启示，揭示）。 

现在，人们常用 apocalypse 来比喻各种对重大事件的预言，尤其是对世界末日的预言。

另外，apocalypse 还可以比喻可能导致世界末日的重大灾难，如核战争。这个单词还出现在

很多电影大片的片名里，如《X 战警》和《生化危机》系列片里都有一部叫做 Apocalypse（天

启）。 

希腊语动词 kalyptein（覆盖）进入英语后演变为词根 calypt-（覆盖，遮盖），组合形式

为 calypto-。由该词根衍生的一个常见单词是 eucalyptus（桉树）。桉树是澳大利亚的国树。

1788 年，法国植物学家 Charles Louis L'héritier de Brutelle 将这种树命名为 eucalyptus，字面

意思是“覆盖得很好”，因为这种树的花蕾被层层覆盖。 

词根 calypt-：覆盖，遮盖 

apocalypse：[ə'pɒkəlɪps] n.启示，天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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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calyptic：[ə'pɑkə'lɪptɪk] adj.启示录的，天启的 

eucalyptus：[,jukə'lɪptəs] n. 桉树；桉属植物。=eucal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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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宗教迷信 

30. 古人的占卜习俗 

英语单词 divine 的本意是“神的”，它来自拉丁语 divinus（of a god，神的），后者来自

divus（god，神）。做动词时，divine 表示“占卜”。这是因为古代人认为占卜所获得的信息

是神的旨意，是 divine（神的），所以用原本是形容词的 divine 来表示占卜活动。 

古代人使用多种稀奇古怪的方法进行占卜，如观鸟、查看动物内脏、抽签、拈阄等等。 

divine：[dɪ'vaɪn] adj.神圣的，非凡的，天赐的 v.占卜，预言 

divination：[,dɪvɪ'neɪʃ(ə)n] n.预测，占卜 

divinity：[dɪ'vɪnɪtɪ] n.神，神性，神学 

diviner：[də'vaɪnɚ] n.占卜者，占卜师，预言者 

31. 古代的抽签占卜术 

在古代西方，人们很早就开始了一种独特的占卜方法，就是使用刻有符号、图形或文字

的石头、木片、纸片、骰子，通过随机抽取、翻取、投掷等方式来进行占卜，推测人的命运。

这种占卜工具在拉丁语中被称为 sors，属格形式为 sortis，意思是“份额、命运”，英语词根

sort-/sorc-（签、份额、命运）就来源于此。由此衍生的单词有 sorcery（巫术）、sorcerer（巫

师）、sortilege（抽签占卜）等。 

词根 sort-/sorc-：签，份额，命运 

sorcery：['sɔːs(ə)rɪ] n.巫术，魔法 

sorcerer：['sɔːs(ə)rə] n.男巫师，男魔法师 

sorceress：['sɔrsərəs]n.女巫师，女魔法师 

sortilege： ['sɔːtɪlɪdʒ]n.巫术，占卜，抽签占卜 

32. 古罗马人的鸟卜法 

古罗马的伊特鲁利亚人有通过观看飞鸟来占卜凶吉的做法。巫师用一个魔杖（lituus）在

天空中画出一个区域，观察鸟在该区域的飞行，通过鸟的飞行来判断吉凶。这种观鸟占卜法

称为 auspice，源自拉丁语 avis（bird，鸟）+specere（look，看），字面意思就是“观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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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auspice 的含义演变为占卜时取得的吉兆，并逐渐衍生出“赞助、主办”的意思，因为吉

兆不就是老天爷的支持和赞助吗？执行观鸟占卜的巫师叫做 augur 或 auspex，所以观鸟占卜

法也被称为 augury。 

古罗马人就职时，往往会先进行占卜，占得吉兆才会举行就职仪式。所以表示就职的英

语单词 inaugurate 就来自拉丁语，由 in（into，入职）+augur（augury，占卜）+后缀-ate 构

成，字面意思就是“占卜取得吉兆后就职”。 

auspice：['ɔːspɪs] n.吉兆，赞助，主办 

auspicious：[ɔ'spɪʃəs] adj. 吉兆的，吉利的；幸运的 

augur：['ɔːgə] n.占卜师，预言者 v.预言，占卜 

auspex：['ɔːspeks] n. 鸟卜者；占卜者 

augury：['ɔːgjʊrɪ] n.占卜，预言，预兆 

inaugurate：[i'nɔ:ɡjureit]vt.举行就职典礼，开辟，创新，开始 

inauguration：[ɪ,nɔːgjʊ'reɪʃ(ə)n] n.就职典礼，开幕式，开创 

inaugurator：[ɪn'ɔgjə,retɚ] n. 开创者；举行就职典礼者 

33. 古罗马人的占卜区域 

古罗马人在占卜时，会用手或魔杖在空中划出一块区域，然后观察这片天空中所发生的

事，如飞鸟从何方飞入。还有可能在地面上划出一块区域，然后在这个区域内进行占卜。英

语单词 temple（寺庙）就跟这种占卜做法有关。它来自拉丁文名词 templum，本意是“划出

来用来占卜的区域”，其中的 tem-就是“划分”的意思。 

英语单词 contemplate（沉思）也与观鸟占卜法有关。其中的词根 templ-就来自拉丁文名

词 templum（划出来用来占卜的区域），因此 contemplate 的本意是“划出一片区域，然后仔

细观察”。contemplate 既含有“注视”的意思，又含有“沉思”的意思，因为占卜时需要在

仔细观察的同时思考所见迹象所表示的吉凶意味。 

temple：['temp(ə)l] n.庙宇，寺院，神殿，太阳穴 

contemplate：['kɒntempleɪt; -təm-] v.注视，沉思，冥思苦想 

contemplation：[,kɒntem'pleɪʃ(ə)n]n.注视，沉思，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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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古代的占星术 

古人认为星象蕴含了能启示吉凶的信息，所以常常会观察星象，借以卜算吉凶。通过观

星来卜算吉凶的方法就是占星术。英语单词 consider（考虑）就源自古代的占星术。它源自

拉丁语动词 considerare，由前缀 con（一起）和名词 sidus（星星、星群）的属格形式 sideris

组合变化而成，字面意思就是“仔细观察群星”。由于观察星象后需要认真思索其中蕴含的

吉凶信息，所以该词含义逐渐演变为“研究，琢磨、思索、考虑”。 

英语词根 sider-（星星）其实就来源于拉丁语名词 sidus（星星、星群）的属格形式 sideris。

由它衍生的单词还有 sidereal（恒星的）。 

单词 desire（渴望）也和占星术有关。它来自古法语，源自拉丁语短语 de sidere（来自

星星），原本是个占星术语，字面意思是“期待星星带来（好运）”。古人认为星相能够征兆

吉凶，当人们占星时，便会期待星相能够带来好运，这种期待就是 desire。 

词根 sider-：星星 

sidereal：[saɪ'dɪərɪəl] adj.恒星的，星星的 

consider：[kən'sɪdə] v.考虑，思索，细想 

considerate：[kənˈsɪdərɪt] adj. 体贴的；体谅的；考虑周到的 

desire：[dɪ'zaɪɚ]n. 欲望；要求，心愿；性欲 vt. 想要；要求；希望得到…vi. 渴望 

35. 古希腊人求神谕的习俗 

古希腊人在采取重大行动之前都有求神谕的习惯。神谕是一种占卜形式，经过某个中介

者，传达神明的意旨，对未来做出预言，回答询问。 

在拉丁语中，表示神谕的单词是 oraculum，由动词 orare（祈祷、请求）加名词后缀构

成，字面意思就是“祈祷的场所、神对祈祷的回应”。英语单词 oracle（神谕）就来源于此。

英语词根 or-/orat-（祈祷、演讲、郑重地说）就来源于拉丁语动词 orare（祈祷、请求）及其

完成分词 oratus。 

大名鼎鼎的 IT 公司甲骨文公司的英文名就是“Oracle”。中文之所以翻译为为“甲骨

文”，乃是中国古代使用甲骨来占卜，从而获得神谕。 

词根 or-/orat-：祈祷、演讲、郑重地说 

oracle：['ɒrək(ə)l] n.神谕，预言 

oracular：[ɒ'rækjʊlə] adj.神谕的，玄妙深奥的，意义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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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te：['ɔret] vi. 演说，演讲；用演说的腔调说 

orator：['ɔrətɚ] n. 演说者；演讲者；雄辩家；原告 

oration：[ɔ'reʃən]  n. 演说；致辞；叙述法 

oratory：['ɔrətɔri] n. 雄辩；演讲术 

oratorical：[,ɔrə'tɔkəl] adj. 演说的；演说家的；雄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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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技篇 

（一） 人体认识 

36. 疾病发展的关键时刻 

英语单词 crisis 来自希腊语名词 krisis，最初是一个医学术语，指“病情关键期”，即机

体的自然治愈力与疾病作斗争的决定性时期，是疾病变好或变坏的关键时刻。希波克拉底学

派的医生注意到，许多疾病一般在一定期限内将发生转变，要么病情缓解、恢复健康，要么

病情加重、甚至死亡。希波克拉底在《论流行病》中指出：“医生必须注意病情关键期，应

知道这是决定生死或者至少病情变坏或好转的关键时刻。”  

17 世纪以后，crisis 一词从医学领域逐渐扩展，用于表示更广泛意义上的“危机”，“转

折点”等。 

希腊语名词 krisis（病情关键期）来自动词 krinein（区分，决定，判断），源自原始印欧

语词根 krei-（筛、区分）。英语词根 cri-/crit-（区分，辨别，决定，判断）与其同源。 

词根 cri-/crit-：区分，辨别，决定，判断 

crisis：['kraɪsɪs] n.危机，关键时刻，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危机处理的 

critic：['krɪtɪk] n. 批评家，评论家；爱挑剔的人 

criticize：['krɪtə'saɪz] v. 批评；评论；非难；苛求 

criticism：['krɪtə'sɪzəm] n. 批评；考证；苛求 

critical：['krɪtɪkl] adj. 鉴定的；评论的；批评的，爱挑剔的；临界的；决定性的 

criterion：[kraɪˈtɪriən] n. （批评判断的）标准；准则；规范；准据 

37. 决定人气质的四种体液 

单词 humour（幽默）来自拉丁语 umor，本意是“体液”。与它同源的单词有 humid（潮

湿的）。 

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认为人体内有四种主要的液体：血液、黏液、黄

胆汁和黑胆汁。每种体液所占比例的不同决定了人的气质差异。这四种体液就叫做 humour

（或 humor），代表了一个人的脾气或心情。英国戏剧家班·强生写过一出喜剧：《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脾气》（Every Man in His Humour）。剧中人物的性格引人发笑。因此，humour 又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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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滑稽”和“诙谐”的含义。 

humour： ['hjʊmɚ] n.幽默，体液，等于 humor 

humorous：['hjumərəs] adj. 诙谐的，幽默的；滑稽的，可笑的 

humorist：['hjumərɪst] n. 幽默作家；富于幽默感的人 

humoral：['hjʊmərəl] adj. 体液的；温性的；由体液引起的 

humid：['hjumɪd] adj. 潮湿的；湿润的；多湿气的 

38. 导致人脾气暴躁易怒的胆汁 

人体分泌的胆汁在英语中称为 choler，源自希腊语名词 khole（胆汁），和 khloros（黄绿

色）同源，本意就是“黄绿色之物”。胆汁的颜色是黄绿色的，故此得名。 

根据古人的体液学理论，胆汁多的人脾气暴躁易怒，因此原本表示胆汁的单词 choler 又

衍生出“愤怒”之意。它的形容词形式是 choleric（胆汁质的，易怒的）。另一个表示“胆汁”

的单词 bile 在口语中也常常被用来表示“愤怒”。 

霍乱是因摄入的食物或水受到霍乱弧菌污染而引起的一种急性腹泻性传染病。古希腊人

认为霍乱是由于胆汁引发，所以在英语中，表示霍乱的单词是 cholera，与表示胆汁的单词

choler 同源，拼写十分接近。 

choler：['kɑlɚ] n. 胆汁；愤怒 

choleric：['kɑlərɪk] adj. 易怒的；暴躁的；胆汁质的 

cholera：['kɑlərə] n. 霍乱 

bile：[baɪl] n.胆汁，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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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然认识 

39. 希腊人的“主海” 

英语单词 archipelago 源自希腊语 arkhipelagos，由 arkhi（=archi，chief，主的）+pilagos

（sea，海）构成，意思就是“主海”，特指希腊人所处的爱琴海。众所周知，爱琴海中遍布

岛屿，所以希腊语 arkhipelagos 演变为意大利语 arcipelago 后，词义就变了，不再特指爱琴

海，而是泛指各种分布有大量岛屿的海。进入英语后，拼写变成 archipelago，词义进一步发

生变化，除了表示“分布有大量岛屿的海”以外，还可以用来表示“群岛”。 

archipelago：[,ɑːkɪ'peləgəʊ] n.群岛，多岛的海 

monarch：n.君主，帝王，最高统治者 

pelagic：adj.深海的，浮游的，远洋的 

40. 几乎与大陆隔离的陆地 

英语单词 peninsula 来自拉丁语，由 pen+insula 构成。其中，前缀 pen（pene）表示 almost

（几乎），如 peneplain（准平原）、penultimate（倒数第二）；名词 insula 表示“岛屿、隔离”，

英语词根 insul-（岛屿、隔离）就来源于此。所以 peninsula 的字面意思就是“准岛屿、几乎

与大陆隔离的地方”，中文译为“半岛”。 

词根 insul-：隔离 

insular：['ɪnsəlɚ] adj. 孤立的；与世隔绝的；海岛的；岛民的 

insulate： ['ɪnsəlet] vt. 隔离，使孤立；使绝缘，使隔热 

insulation：[,ɪnsə'leʃən] n. 绝缘；隔离，孤立 

insulator：['ɪnsəletɚ] n. 绝缘体；从事绝缘工作的工人 

peninsula：[pɪ'nɪnsjʊlə] n.半岛 

peninsular：[pəˈnɪnsəlɚ] adj. 半岛的；形成半岛的；半岛状的 n. 半岛居民 

41. 形如三角的入海口 

delta 一词原本指希腊字母表中第四个字母 Δ，形如三角，相当于拉丁字母 D。在腓尼基

语中表示“帐篷的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最早用它来表示尼罗河的入海口。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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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词可以泛指任何河流的入海口，即所谓的“三角洲”。 

delta：['dɛltə] n. （河流的）三角洲；德耳塔（希腊字母的第四个字母） 

42. 星体的相对位置 

英语单词 aspect（方面）原本是一个天文学术语，表示“星体的相对位置”。它由 a（to）

+spect（看）构成，字面意思就是“（星体相互）观看对方的方式”。后来衍生出“看待事

物的方式”、“事物呈现出来的外观”等含义。与它同源的单词有 respect（尊重）、inspect

（视察）、spectacle（景象）等。 

词根 spec-/spect-：看 

aspect：['æspekt] n.方面，方向，形势，外观 

respect：[rɪ'spɛkt] n. 尊敬，尊重；方面；敬意 vt. 尊敬，尊重 

inspect：[ɪn'spɛkt] vt. 检查；视察；检阅 vi. 进行检查；进行视察 

spectacle：['spɛktəkl] n. 景象；场面；奇观；壮观；公开展示；表相 n.眼镜 

43. 围绕月亮的蒸汽球层 

在 17 世纪时期，一些科学家在观测日食时，发现位于太阳之前的月亮的边缘并不固定，

而是在不停抖动和变化，就像蒸汽一样在翻滚流动。因此他们认为月亮的周围包裹有一圈蒸

汽，并把它叫做 atmosphere，由 atmos（蒸汽）+sphere（球层）构成，字面意思就是“蒸汽

球层”。后来，科学家在描述包裹星球的大气层时就沿用了 atmosphere 这个单词。虽然科学

家最后发现月球上几乎没有大气层，但 atmosphere 一词已经广泛应用与气象学和天文学中，

并且逐步超越科学领域，在日常生活中用来表示“气氛”。 

sphere：[sfɪr] n. 范围；球体；球层 

atmosphere：['ætməsfɪə]n.大气层，气氛 

atmospheric：[,ætməs'fɛrɪk] adj. 大气的，大气层的 

44. 不可再细分的原子 

古希腊人认为，物质是不可能无限地分割下去的，到最后会小到不可再分，这种不可再

分的最小微粒就是“原子”。最先提出原子学说的是古希腊爱奥尼亚学派中的留基伯。他的

学生德谟克利特继承并发展了原子学说，并用原子学说来解释宇宙。他认为宇宙由原子和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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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组成，原子从古以来就存在于虚空之中，既不能创生，也不能毁灭，它们在无限的虚空中

运动着构成万物。他还提出原子在数量上无限，在形式上是多样的，如水的原子是圆而光滑

的，它们相互间不能“勾住”，因而就像小球那样相互滚来滚去，而铁的原子则粗糙不平，

因而互相粘附在一起成为“固体”，火的原子是多刺的，这便是烧灼使人感到痛的原因。 

在希腊语中，原子被称作 atomos，由 a（不）+名词 tomos（分割）构成，意思就是“不

可分割）。后来这个词进入英语，演变为 atom（原子）。希腊语名词 tomos（分割）则是英语

词根 tom-（分割，切割）的词源。 

词根 tom-：分割，切割 

atom： ['ætəm] n.原子 

atomic：[ə'tɑmɪk] adj. 原子的，原子能的；微粒子的 

atomize：['ætəmaɪz] vt. 使分裂为原子；将…喷成雾状；使遭受原子弹轰炸 vi. 分裂 

atomistic：[,ætə'mɪstɪk] adj. 原子的；原子论的 

subatom：[sʌb'ætəm] n. 亚原子；次原子 

subatomic：[,sʌbə'tɑmɪk] adj.亚原子的；原子内的 

anatomy：[ə'nætəmi] n. 解剖；解剖学；剖析 

dichotomy：[daɪ'kɑtəmi] n. 二分法；两分；分裂；双歧分枝 

entomology：[,ɛntə'mɑlədʒi] n. 昆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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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具技术 

45. 用铭刻的方式来写字 

古代，在墨水发明之前，人们都是用铭刻的方式来写字的，即用尖刻之物在竹简、木板、

泥版、蜡板等书写材料上刻画。 

在原始日耳曼语中，表示“刻”的动词是 writan，进入英语后演变为单词 write。 

在希腊语中，表示“刻”的单词是 graphein，进入英语后演变为词根 graph-（写、画）

和 gramm-（写、画）。单词 grammar（语法）就衍生自词根 gramm-（写、画），本意就是“写

字的（技艺）”，引申为“语法”。 

在中世纪，大部分欧洲人都不识字，只有少数僧侣才会读写拉丁语。因此，普通百姓对

这些能读书写字的僧侣们抱有一种敬畏之心，将他们当初掌握了神奇魔力的术士，将他们所

使用的拉丁语言文字当成魔咒。因此，原本表示“语法”的单词 grammar 几经周折后衍生出

单词 gramary（魔法）和 glamour（魔力、魅力）。 

英语单词 program 来自希腊语 programma，由 pro（往前）+gram（写、画）+名词后缀

-ma 构成，字面意思就是“书写出来的东西”，原本指的是书面公告。进入英语后最初指的

也是“书面公告”。由于此类公告通常不是法律方面的，而是关于一些活动的预告、办事指

南之类，因此 program 一词逐渐用来表示公告所涉及的内容本身，如活动、计划、程序、节

目等。 

石墨（graphite）是制造铅笔的主要原料。18 世纪时，科学家将这种材料称为 graphite，

字面意思就是“可用来写画的东西”。 

在拉丁语中，表示“刻”的动词是 scribere，完成分词形式为 scriptus。英语词根 scrib-

/script-（刻、写）就来源于此，衍生出大量与“刻、写”相关的单词。单词 inscribe 由介词

前缀 in-（进入）和词根 scrib-（刻、写）组成，本意是“刻下、把……刻在”，引申为“题

写，把……写在”。它的名词形式是 inscription（题词、铭文）。 

prescribe（规定、开处方）由前缀 pre-（在前面）和词根 scrib-（刻、写）组成，字面意

思就是“提前写”，引申为“规定”。当我们制订某项规定时，我们就必须提前写下来。在医

学领域，prescribe 的意思是“开处方”，因为病人必须拿着医生提前写好的药方才能去药店

抓药。它的名词形式是 prescription（处方、药方）。 

write：[raɪt] v.写；写字；写作；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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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根 gram-：写，画 

grammar：['græmə] n.语法，文法，语法书 

grammatical：[grə'mætɪkl] adj. 文法的；符合语法规则的 

glamour：['glæmə] n.魔力，魅力 vt.迷惑，迷住 

gramary：['græməri] n.魔术，魔法 

program：['prəʊɡræm] n.程序，计划，活动，节目；节目表，方案书 

diagram：['daɪəɡræm] n. 图表；图解 vt. 用图解法表示 

词根 graph-：写，画 

graphic：['græfɪk] adj. 形象的；图表的；绘画似的 

graphite：[ˈɡræfˌaɪt] n. 石墨；黑铅 

词根 scrib-/script：写，刻 

scribe：[skraɪb] v.写，记，划 n.抄写员，作家，划线器 

script：[skrɪpt] n. 脚本；手迹；书写用的字母 vt. 把…改编为剧本 vi. 写电影脚本 

inscribe：[ɪn'skraɪb] vt.题写，铭记，铭刻 

inscription：n.题词，铭文，刻印 

prescribe：[prɪ'skraɪb] vi. 规定；开药方 vt. 规定；开处方 

prescription：[prɪ'skrɪpʃən] n. 药方；指示 adj. 凭处方方可购买的 

describe： [dɪ'skraɪb] vt. 描述，形容；描绘 

description：[dɪ'skrɪpʃən] n. 描述，描写；类型；说明书 

manuscript：['mænjuskrɪpt] n. 手稿；原稿 adj. 手写的 

46. 用来写字的尖头铁笔 

古罗马人是用一种叫做 stylus 的尖头铁笔在蜡板上写字的。要写得好，就需要有驾驭铁

笔的能力。英语单词 Style 一词就是从 stylus 来的，现在用来指一位作家的"文体"、"文风"，

其实也就是他驾驭钢笔的能力。在现代，style 更多指一个人衣着打扮的风格和格调。但在单

词 stylet（匕首、探针）中，我们还能看出 style 的本意。 

style：[staɪl] n.风格，格调，类型，时尚 v.设计 

stylist：['staɪlɪst] n. 设计师；文体学家 

stylish：['staɪlɪʃ] adj. 时髦的；现代风格的；潇洒的 



英语词源故事集锦——钱磊博士编著 

                 微信公众号 钱博士英语               41  

stylet：['staɪlɪt] n. 匕首；探针；通管丝 

47. 车的诞生 

英语中，小汽车被称为 car，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常见的单词。那么，在小汽车问世

之前，单词 car 是什么意思呢？原来，car 的本意是“有轮子的交通工具”，它来自法语，源

自拉丁语名词 carrum，最终源自古高卢地区的凯尔特语，原本指马拉的双轮战车。 

词根 car-（车）就来自拉丁语名词 carrum（二轮战车），变体形式是 char-。由此衍生的

单词还有 cart（二轮运货马车）、chariot（二轮战车）。 

单词 career 常被人翻译为“职业生涯”，实际上这是一种比喻说法。career 同样衍生自词

根 car-（车），本意是指供 car 行驶的道路或轨道，引申为 car 的行驶历程，最后比喻人在职

场的发展轨迹，即所谓的“职业生涯”。 

词根 caric-/carric-（装载、运送）来自拉丁语动词 caricare/carricare（装载、运送），衍生

自名词 carrum（二轮战车），变体形式是 carg-/charg-。由此派生的单词有 carry（承载、运

送）、carrier（载体、运送者）、cargo（货物）等。 

单词 charge 其实也衍生自词根 car-/carr-/char-（车、承载、运输），本意是“往车上装货”，

所以它的很多义项都是从基本含义“装载、使承载”衍生出来的，如“充电”其实就是“装

载电荷”，“掌管”其实就是“使承载责任”，而“索费”其实就是“使承载债务”。 

单词 caricature（漫画）其实与 charge 同源，本意就是“超载”，引申为“夸张地表达”。

所以 caricature 指的是那种表现夸张的漫画，常将人物的特征加以夸大，从而达到讽刺的效

果。 

词根 car-：车 

car：[kɑr]n. 汽车；车厢 

cart：[kɑrt]n. 二轮运货马车 

chariot：['tʃærɪət]n. 二轮战车 

career：[kə'rɪr]n. 生涯；职业；事业 

词根 caric-/carric-：装载、运送 

carry：[ˈkærɪ]vt. 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carrier：['kærɪɚ]n. 载体；运送者；带菌者；货架；航空母舰 

cargo：['kɑrɡo]n. 货物，船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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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ge：[tʃɑrdʒ]n. 费用；电荷；掌管；控告；命令；负载 vt. 使充电；使承担；指责；

装载；对…索费；向…冲去 vi. 充电；控告；索价；向前冲；记在账上 

caricature：['kærɪkətʃɚ]n. 漫画；讽刺画；漫画手法 

48. 卡纸的广泛应用 

在英语中，比较厚实的纸张被称为 card（卡片），来自拉丁语名词 charta（卡纸，厚纸

片），源自希腊语名词 khartes（一张莎草纸），最终可能来自埃及语言。英语词根 chart-/cart-

（卡纸）就来源于此。 

我们平时常玩的纸牌，在英语就叫做 card。单词 discard（抛弃）由前缀 dis-（离开）加

单词 card（卡片、纸牌）组成，字面意思就是“把牌扔掉”，原本是个棋牌游戏术语，指在

玩牌时把不需要的牌扔掉，后来泛指抛弃任何不需要的东西。 

单词 chart（图表）和 card（卡片）同源，本意就是“厚纸张”。最初，这种厚纸张常被

用来绘制航海地图，所以 chart 一词引申出“海图”之意，后来可以泛指各种图表，现在还

常被用来表示各种排行榜。作动词时，chart 表示“在海图上标出”。那些人们尚未探索过的

神秘海域就是 uncharted（未知的，海图上没有标出的）。 

在莎草纸上描画航海图或地图人就被称为 cartographer（制图师），这门手艺就被称为

cartography（制图学，地图学），而画在纸上的地图就被称为 cartograph（地图）。 

小孩子爱看的动画片，最早是由画家一张一张画在纸板上，然后连续闪现形成动画效果，

所以在英语中称为 cartoon（卡通片）。这个单词来自意大利语 cartone，由词根 cart-（纸板）

加指大形式后缀-one 组成，字面意思就是“厚纸板”，进入英语后后缀-one 变成了-oon。 

与 cartoon（卡通片）拥有相同的意大利语词源的单词是 carton（纸板箱），它的本意就

是“厚纸板”。由于人们常用厚纸板来制作纸板箱，所以 carton 一词常被用来表示“纸板箱”。 

单词 charter 其实是 chart 的指小名词形式，指较小的厚纸张。这种卡纸常用作特许状之

类的正式文件，所以 charter 一词引申出“宪章、执照、特许状”之意。构成了英国君主立宪

制的法律基础的“大宪章”在英语中就是 Great Charter。它写在一张羊皮纸卷上，由一个序

言和 63 个条款构成。 

cartel（卡特尔）指的是同一行业中若干企业达成协议，联合起来控制市场的行为。它其

实也是 chart 的指小名词形式，指用来写协议的那张卡纸。 

词根 chart-/cart-：卡纸，厚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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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kɑrd]n. 卡片；纸牌；明信片 

discard：[dɪsˈkɑːrd]  v. 抛弃；丢弃；放弃 n. 抛弃；被丢弃的东西或人 

chart：[tʃɑrt]n. 图表；海图；图纸；排行榜 vt. 绘制…的图表；在海图上标出 

uncharted：[,ʌn'tʃɑrtɪd]adj. 未知的；图上未标明的 

cartographer：[kɑr'tɑɡrəfɚ]n. 制图师；地图制作者 

cartography：[kɑr'tɑɡrəfi]n. 地图制作，制图；制图学，绘图法 

cartograph：['ka:təgra:f]n. 制图仪；地图 

cartoon：[kɑr'tun]n. 卡通片，动画片；连环漫画 

carton：['kɑrtn]n. 纸板箱 

charter： ['tʃɑrtɚ]n. 宪章；执照；特许状 vt. 特许；包租；发给特许执照 

cartel： [kɑː'tel] n.卡特尔，企业联合，垄断联盟，俘虏交换协议 

49. 铅的广泛用途 

在英语中，表示“水管工”的单词是 plumber，由 plumb（铅）+er（人）组成，字面意

思就是“铅制品工人”。水管与铅制品有什么关系呢？原来，这是因为在古罗马时期，人们

广泛用铅来制作水管。 

古罗马人的冶金技术已经相当发达。在冶炼白银的过程中，他们得到了副产品铅。古罗

马人发现金属铅具有很好的特性，用铅制成的日常器皿能保持持久光亮，不会像铜器那样产

生绿绣。因此，古罗马人用铅做成水管，构建了四通八达的地下管道。这些管道中含有的金

属铅逐步溶解之水中，被喝进罗马人的身体内，甚至是孕妇的体内。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的

罗马人都受到了严重的铅中毒。很多科学家认为，铅中毒是古罗马帝国破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拉丁语中，plumbum 表示“铅”，由此衍生出英语单词 plumb（铅）和词根 plumb-（铅）。

由于古罗马的上下水管道都是用铅制成的，因此安装、维修这些管道的工人在英语中就被称

为 plumber（铅制品工人）了，而单词 plumbing 既可以表示“铅工业”，也可以表示“水管

工业”。 

古人还发现铅的比重较大，特别适合用来确定垂直线，不容易因为风、水流等偏离垂直

方向，所以英语单词 plumb 除了表示“铅”以外，还可以表示“垂直状态、垂直的、使垂直”

等含义。单词 plummet 指用来确定垂直线的铅锤或铅坠，是 plumb 的指小形式，字面意思

就是“小铅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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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单词 aplomb 由 a（at，处于……状态）和 plomb（=plumb，垂直的）组成，字面意

思就是“像铅垂那样处于垂直状态”。由于铅垂不易受外部因素影响而左右乱动，所以 aplomb

引申出“沉着、泰然自若”的含义。 

英语单词 plunge（投入、跳入）其实也与 plumb 同源，它的本意是指将铅坠投入水中。 

词根 plumb-：铅 

plumb：[plʌm] n.铅，铅垂，垂直 adj.垂直的 vt.使垂直，（用铅垂）探测 

plumber：['plʌmɚ] n.水管工 

plumbing：['plʌmɪŋ] n.铅工业，水管工业，水管工作 

plumbic：['plʌmbɪk] adj.铅的；含四价铅的 

plummet：['plʌmɪt] n.铅锤，坠子 vi.垂直落下；骤然下跌 

aplomb：[ə'plɒm] n.垂直，沉着，泰然自若 

plunge：[plʌndʒ] vi.突然地下降；投入；陷入；跳进 vt.使陷入；使投入；使插入 

50. 古代阿拉伯人的炼金术 

很早以来，人们就希望能找到一种方法，将低贱的金属变为昂贵的金子。这种方法就是

所谓的炼金术。西方古代炼金术认为金属都是活的有机体，逐渐发展成为十全十美的黄金。

这种发展可加以促进，或者用人工仿造。 

据说炼金术最早在古埃及兴起，在阿拉伯语中叫做 al kimiya。其中，al 是定冠词，相当

于英语中的定冠词 the。kimiya 在埃及语中的意思是“黑土”。古埃及人认为创造之神库努

姆（Khnum）用一撮黑土创造了人。所以炼金术（al kimiya）意思就是“用黑土创造万物的

艺术”。炼金术认为，黑色象征着起初的混沌状态，炼金的第一步就是“黑化”，即使物质回

归至原初状态，然后再转变为其他物质。 

炼金术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后，其名称 al kimiya 演变成拉丁语 alkimia，经由法语进入

英语后，演变为英语单词 alchemy（炼金术），从事炼金术的人就是 alchemist（炼金术士），

他们就是最初的化学家。 

单词 chemist（化学家）其实就是从 alchemist（炼金术士）演变而来的。他们所从事的

专业就是 chemistry（化学）。 

chem-：化学，炼金术 

alchemy： ['ælkɪmɪ] n.炼金术，炼丹术，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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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chemist： ['ælkɪmɪst] n.炼金术士 

alchemical：[æl'kemikəl] adj. 炼金术的 

chemist： ['kemɪst]n. 化学家；化学工作者；药剂师；炼金术士 

chemical： ['kemɪk(ə)l] adj.化学的 n.化学制品 

chemistry： ['kemɪstrɪ] n.化学，化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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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活篇 

51. 用来画眼影的锑粉 

长久以来，阿拉伯、波斯、新疆等地的妇女就已经发现锑粉是一种极好的化妆品。她们

用从锑石中精炼提纯的锑粉涂在眼圈附近，不仅能使眼睛更漂亮，还能消除眼疲劳和红肿的

功效。阿拉伯妇女喜欢用锑粉画出浓重的眼影，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的妆容便是典型。这种

用来画眼影的锑粉在阿拉伯语中叫做 al kuhul，其中的 al 是定冠词，相当于英语中的 the。

英语单词 alcohol 就源自 al kuhul，原本表示“粉末状的化妆品”，17 世纪词义扩大为“物

品的精华、精炼或提纯的结果”。18 世纪，人们用 alcohol of wine（酒的精华）来表示酒精，

后来直接用 alcohol 一词来表示酒精。 

阿拉伯语中表示锑粉的 kuhul 一词后来通过其他途径也进入了英语，演变成为英语单

词 kohl，依然保持原意，表示“眼影粉”。 

alcohol：['ælkəhɒl] n.酒精，乙醇 

alcoholic：[ælkə'hɒlɪk] adj.酒精的，含酒精的 n.酒鬼，酗酒者 

alcoholism：['ælkəhɔlɪzəm]  n. 酗酒；[内科] 酒精中毒 

kohl： [kəʊl] n.眼影粉，化妆墨 

52. 长凳的多种用途 

英语单词 bench 的基本含义是“可供多人坐的长凳或长椅”，包括有靠背的和无靠背的。

另外，还可以表示摆放物品的长几或工作台。该词源自原始日耳曼语名词 bankiz（搁板）。 

单词 bank（银行）其实与 bench 一样都源自原始日耳曼语名词 bankiz（搁板），本意就

是“长凳、工作台”。在中世纪，提供货币兑换服务的商人常常将各种货币堆放在长凳（bank）

上，等待顾客来兑换货币。这种堆放货币的长凳其实就是现代银行的前身。所以现代银行也

被称为 bank。 

表示“河岸”的单词 bank 源自原始日耳曼语名词 bankon（斜坡），和 bank（银行）的

词源 bankiz（搁板）其实是同源词。 

当货币兑换商因为资不抵债或其他原因无法继续经营时，市场管理人员就会当众将他的

长凳折断，以此方式宣布他已经丧失经营能力。这就是单词 bankrupt（破产）的来历，由 bank

（长凳）和 rupt（断裂）组成，字面意思就是“折断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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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西方人举办宴席时，在两顿正餐之间常常会提供各种点心。这些点心常常摆放

在长几上，被称为 banquet，由 banqu（=bank，长凳）加指小形式后缀-et 组成，字面意思

就是“长凳上的小点心”。该词后来被人们用来表示“宴席”本身。 

词根 banc-/banqu-：长凳，工作台 

bench：[bɛntʃ] n.长凳，长椅，工作台，替补队员 

bank：[bæŋk] n.银行；河岸 

banker：['bæŋkɚ] n.银行家，银行业者 

bankrupt：['bæŋkrʌpt] vt.使破产 adj.破产的 n.破产者 

banquet：['bæŋkwɪt] n.宴席，宴会 v.宴请，赴宴 

53. 用汤汁浸泡面包片 

西方人很早以来就以面包为食。早期面包通常比较粗糙，难以下咽，人们便用汤汁来下

饭。吃面包时，撕下一小块面包来，放在汤汁里浸泡一会儿，泡软后再吃。这种用汤汁浸泡

过的面包片在拉丁语中被称为 suppa，来自原始日耳曼语 sup-，英语单词 sop（面包片、湿透

的东西）、sup（啜饮、吃晚饭）、soup（汤）、supper（晚餐）等都来源于此，单词 soak（浸

泡）的词源也也与此有关。 

单词 soup 在途经法语时，词意发生较大变化，从“用汤汁浸泡过的面包片”转变为“用

来浸泡面包片的汤汁”。因此在英语中 soup 仅保留了“汤”的含义，已经与“面包”无关。 

单词 supper 原本指“用汤汁浸泡过的面包片”。由于古人晚餐一般不如午餐那么正式，

通常吃一些浸泡在汤汁里的面包就行了。所以单词 supper 就衍生出“晚餐”之意。 

soak：[sok] vt. 吸收，吸入；沉浸在；使湿透 vi. 浸泡；渗透 n. 浸；湿透；大雨 

sup：[sʌp] vt.啜饮，呷，招待……吃晚饭 vi.啜饮，呷，吃晚饭 n.一口，少量 

sop：[sɑp] n. 面包片；湿透的东西 vt. 吸水；浸湿 vi. 湿透；渗透 

soup：[suːp] n.汤，羹 

supper：['sʌpɚ] n. 晚餐，晚饭；夜宵 

54. 在葡萄酒中放烤面包片 

古今中外，人们都有在喝酒时碰杯的习俗。据说该习俗最早出现于古希腊。那时人们在

饮酒前，会主动把自己杯里的酒和对方杯中酒掺杂，以此表示酒里无毒。后来，信任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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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熟人之间就不再这么麻烦，仅仅象征性地碰一下酒杯即可。这就是碰杯的起源。 

碰杯时，人们往往还会说一些祝福的话，这种做法就是“敬酒”。在英语中用 toast 表

示。单词 toast 本指烤面包（音译为“吐司”），它是怎么跟“敬酒”扯上关系的呢？原来，

古代人喜欢喝葡萄酒，但当时葡萄酒的味道远不如现在好喝。人们往往会在葡萄酒杯中放一

片烤面包（toast），涂有香料或果酱的烤面包更好。烤面包可以吸收葡萄酒的酸味，使葡萄

酒变得更加香醇。人们在向长辈或女性敬酒时，往往会把对方的美德或美貌比作葡萄酒中的

toast。久而久之，toast 一词就用来比喻杰出的、广受赞誉的人，还可以用作动词，表示“敬

酒、发表祝词”之意。 

敬酒这种习俗无论中外都很流行。在西方宴会上还出现了专门的 toastmaster，相当于宴

会主持人。他的职责就是组织宴会上的敬酒活动，避免出现一窝蜂的混乱场面。 

toast：n.烤面包，敬酒，干杯，接受敬酒的人，广受赞誉的人 vt.向……敬酒，为……干

杯 vi.烤火，取暖，烘烤面包 

toaster：['tostɚ] n. 烤面包器，烤箱；祝酒人；烤面包的人 

toastmaster：n.宴会主持人，祝酒提议人，致祝酒辞者 

55. 用木鞋破坏机器的行为 

一说起“木鞋”，人们也许马上会想到荷兰木鞋。其实，举世闻名的荷兰木鞋发源于法

国，法国的布列塔尼地区是木鞋的发源地。在中世纪，只有贵族才有钱购买皮鞋，普通的老

百姓买不起皮鞋，因此发明了造价便宜但同样防潮保暖的木鞋。这种木鞋在法语中叫做 sabot，

其中的 bot 就是 boot（靴子）的意思。木鞋从法国流传至欧洲各地，在荷兰大受欢迎，并成

为了荷兰的特色产品之一。 

现在在法国几乎看不到穿木鞋的人，但在中世纪时期，法国老百姓几乎人人都穿着木鞋。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阶段，当工人和工厂管理层发生矛盾时，往往会偷偷地把脚上的木鞋脱

下来扔进机器里来破坏机器，从而衍生了 sabotage 这个英语单词，表示蓄意破坏。另外一个

相关单词是 saboteur，表示“怠工者、破坏者”。 

sabot：['sæbəʊ] n.木鞋，木屐，木底皮鞋 

sabotage ['sæbətɑːʒ] v.n.妨害，破坏，怠工 

saboteur：[,sæbə'tɜː] n.怠工者，破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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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英国农村“五朔节”舞蹈中的木马道具 

英语单词 hobby 原本是“小马”的意思。在古代英国农村，人们在春节的“五朔节”

（May Day）时经常跳一种叫做“莫里斯”（Morris）的舞蹈来庆祝节日。舞蹈时，人们常

常在腰间系上一个用柳条扎成的木马道具，模仿侠盗罗宾·汉（Robin Hood）。这个木马道

具就被称为 hobby-horse，字面意思就是“罗宾的马”，里面的 hobby 其实是 Robin（罗宾）

的昵称。 

16 世纪时，儿童骑着玩的小木马也被称为 hobby-horse。到了 17 世纪，hobby-horse 常

常被用来比喻某人特别喜爱的某种运动或消遣，且拼写也被缩略为 hobby。 

hobby：['hɒbɪ] 嗜好，业余爱好 

hobbyist：['hɑbɪɪst] n. 业余爱好者；沉溺于某嗜好之人 

57. 从萨温节到万圣夜 

一说起“万圣节”，很多中国人都会想到南瓜饼、鬼怪面具、小孩挨家挨户讨糖果等场

景。这其实是一个常见的误解，以上活动庆祝的是每年的 10 月 31 日晚上的 Halloween（万

圣节前夕、万圣夜），并非每年 11 月 1 日的“万圣节”（AllHallow's Day）。Halloween 是“万

圣节”（AllHallow's Day）的前夜，但它的庆祝传统并非源自“万圣节”，而是来自古代凯尔

特人的“萨温节”（Samhain，仲夏节、相当于中国的“鬼节”）。 

在古代凯尔特人的历法中，每年十月 31 日是一年中的最后一天，是夏天正式结束、严

酷冬季开始的一天。古代凯尔特人信奉“德鲁伊”宗教，相信故人的亡魂会在这一天回到

故居，在活人身上找寻生灵，借此再生，而且这是人在死后能获得再生的唯一希望。活着

的人惧怕亡魂来夺生，于是人们就在这一天晚上熄掉家里的炉火和烛光，让亡魂无法找到

家里来，还把自己打扮成妖魔鬼怪的模样，把亡魂吓走。 

在萨温节晚上，人们会在野外点起火堆，在火堆中焚烧宰牲的骨头，作为给亡魂的贡品。

英语单词 bonfire（篝火）就源自萨温节时用来焚烧宰牲骨头的火堆。它源自古英语 banefire，

由 bane（bone，骨头）+fire（火）构成，意思是“焚烧骨头的火”。后来该词词义发生泛

化，泛指在野外用于庆祝、娱乐或取暖等用途的火堆。 

罗马人入侵不列颠群岛后，将萨温节和罗马的两个节日合并。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

为了压制这种古代异教传统，希望人们淡忘萨温节，就把 11 月 1 日定为“万圣节”（All-

Hallow's Day），用来纪念殉道圣徒，hallow 即圣徒之意。然而，萨温节的传统依然没有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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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记忆中抹掉。人们虽然在万圣节对基督教圣徒表达敬意，却更喜欢在万圣节前一夜

按照传统方式进行庆祝，如做南瓜灯、化妆、小孩子挨家挨户讨糖吃等。只是这个夜晚不

再叫做“萨温节”，而是被称为 Halloween，是 All-hallow eve 的缩写，意思就是“万圣节前

夜”，但很多中国人并不明白二者的关系，往往将 Halloween 和“万圣节”混为一谈。 

Halloween：[ˌhæləʊ'iːn] n.万圣节前夜，鬼节 

hallow：[ˈhæləʊ]n. 圣徒 vt. 使...神圣；把…视为神圣 

bonfire：['bɑnfaɪɚ] n.篝火，营火 

58. 喜欢裸体锻炼的古希腊人 

古希腊人崇尚强壮体魄的各种运动，更崇尚裸体运动，因为他们崇尚人体美，认为人体

的健美只有通过不着服装才能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古希腊人把各种健身运动称为

gymnastike，由名词 gymnos（裸体）演变而来。古希腊运动会只允许男子参加竞技和观看比

赛，所以赤身裸体参加比赛并不会让人觉得难堪。 

英语中的 gymnastics（体育、体操）就源自希腊语 gymnastike，字面意思就是“裸体锻

炼”。而 gymnasium（体育馆、健身房）源自希腊语名词 gymnasion，字面意思就是进行裸体

锻炼的场所，常简略为 gym。词根 gymn-来自 gymnos，表示“裸体”，如 gymnosophist（裸

体主义者）。 

词根 gymn-：裸体 

gymnastics：[dʒɪm'næstɪks] n.体操，体育 

gymnastic：[dʒɪm'næstɪk]adj.体操的，体育的 

gymnast：['dʒɪmnæst]n.体操运动员 

gymnasium：[dʒɪm'neɪzɪəm] n.体育馆，健身房 

gymnosophist：[dʒɪm'nɒsəfɪst]n.裸体主义者 

  



英语词源故事集锦——钱磊博士编著 

                 微信公众号 钱博士英语               51  

五、 社会篇 

（一） 来自社会制度的单词 

59. 古罗马的公报 

古罗马的凯撒当选为执政官后，规定每天在元老院门口大街，以手抄公告方式，向市民

报道元老院议事内容。这种手抄公告被历史学家称为《元老院纪事》（Acta Senatus）。凯撒死

后，他的继承人屋大维在此基础上创办“每日纪闻”（Acta Diurna），公布于罗马和各省公

共场所，内容为公民投票、官吏任命、政府命令、条约、战争和宗教新闻等，先后出版数百

年之久。《元老院纪事》和《每日纪闻》被统称为“罗马公报”，被称为“历史上第一份官

方报刊”。它其实是一块树立在广场中的木板，上面涂有白蜡，由专人每天在上面发布公告。

这块蜡板在当时叫做 album，本意是“白色之物”，由拉丁语形容词 albus（白色的，词根

alb-的词源）衍生出。 

16 世纪时，人们使用一种空白的本子来搜集名人的签名，并把这种本子也叫做 album，

意思就是“空白的本子”。19 世纪，人们管相册、集邮册也叫做 album，因为它们都是“空

白的本子”。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唱片问世后，人们管唱片也叫做 album，因为唱片的封

套很像一个 album。 

词根 alb-：白的，白色的 

album：['ælbəm] n.相册，唱片集，集邮册，签名纪念册 

60. 古罗马的执政官 

英语单词 consul（领事）来自拉丁语，原本指的是古罗马时期的共同执政官，人数一般

为两名。consul 一词来自拉丁语动词 consulere（商议），与单词 consult（商议）同源。古罗

马的执政官在处理国政时需要向元老院征求意见，彼此之间也要商议，故此得名 consul。 

古罗马实行帝制后，虽然也保留了元老院和执政官，但执政官的地位大大降低，通常被

皇帝派遣至边远行省，代表帝国来裁决日常行政事宜。因此，后来各国派遣至外国，代表本

国政府处理侨务及通商等事务的官员也被称为 consul，中文译为“领事”。有时候，在海外

经商的商人们还会自发组织起来，推举一人担任 consul 一职，负责与外国政府打交道，并仲

裁内部的商务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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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单词 consult（咨询）的词源与 consul 相同，本意就是“商量、征求意见”。 

consul：['kɒns(ə)l] n.领事，（古罗马）执政官 

consular：['kɒnsjʊlə] adj.领事的 

consulate：['kɒnsjʊlət] n.领事，领事馆，领事职位，领事任期 

consult：[kən'sʌlt] vt. 查阅；商量；向…请教 vi. 请教；商议；当顾问 

consultant：[kən'sʌltənt] n. 顾问；咨询者；会诊医生 

consultation：[,kɑnsl'teʃən] n. 咨询；磋商；会诊；讨论会 

61. 古罗马的独裁官 

古罗马人民推翻暴君塔克文后，意识到了一人独裁的坏处，便开始实行共和制，每年选

举两位执政官担任最高行政长官，任期只有一年。两人相互制衡，避免一人独揽大权。然而，

这种政体虽然有效保障了权力的相互制衡，但有一个弊端无法避免，那就是当两名执政官的

意见无法达成一致时，便无法开展工作。针对这个弊端，聪明的古罗马人又发明了“独裁官”

（ dictator）这种制度加以补充。 

“独裁官”是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非常任长官，是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由元老院任命的

独裁人物。在任何情况下，独裁官的数量绝不能超过一位。独裁官享有超越法律的权力，无

须为他的任何行为承担法律后果，以便独裁官可以不受任何掣肘，全力以赴地运用自己的权

力和智慧来拯救国家于危难中。 

最初的独裁官都是战事独裁官，任期最长不得 6 个月。一旦任务完成，此人将卸去独裁

官的职务，权力交还给元老院。历史上任期最短的独裁官是古罗马传奇英雄辛辛纳图斯，他

在田间劳作时临危受命，担任独裁官，指挥罗马军队抗击外敌入侵。打败敌人后他便辞职返

回农庄，只担任了 16 天的独裁官。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为了对抗迦太基的战神汉尼拔，

罗马元老院曾经两次任命费边担任战事独裁官。 

但在共和国后期，古罗马的独裁官制度逐渐变味。苏拉当政之后，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

军队，迫使公民大会委任他担任任期无限的“共和体制独裁官”，除了享有战事独裁官的全

部权力之外，还不受时间的限制。凯撒大帝则在五次担任独裁官后，最后担任“终身独裁

官”，最后被担心他颠覆共和制度的元老院议员们刺杀身亡。 

在西方历史上，dictator（独裁者）和 dictatorship（独裁政体）的感情色彩经历了从褒义

词到中性词再到贬义词的重大变化。古罗马共和国早期的独裁官被视为拯救国家的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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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比执政官还要高的荣耀。因此，后世的一些政治家也以“独裁官”自称，如意大利建国

三杰之一的加里波第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中就曾自任独裁官。到了 20 世纪后，意大利的墨索

里尼和德国的希特勒都大力推行独裁政体，以独裁者自居，使得 dictator（独裁者）和

dictatorship（独裁政体）彻底成为一个贬义词。 

英语单词 dictator（独裁者、独裁官）直接来自拉丁语，和单词 dictate（命令、听写）一

样都是由动词 dictare（命令，口述）衍生而成的，字面意思就是“下命令的人”。拉丁语动

词 dictare（命令，口述）其实是动词 dicere（说）的反复动词形式。英语词根 dic-/dict-（说）

就来源于此。该词根衍生能力极强，在英语中衍生出大量与说话言语有关的单词。 

由词根 dic-/dict-（说）衍生的常见单词有 dictionary（字典、词典），它由名词 diction（用

语、措词）衍生而来，字面意思就是“词语的（集合）”。而名词 diction 的字面意思就是“所

说的动词”。 

英语单词 abdicate 也衍生自词根 dic-/dict-（说），前缀 ab-表示“离开”，所以它的字面

意思就是“宣布脱离关系”。在古罗马法中，abdicate 表示与某家庭成员断绝关系，如断绝父

子关系，相当于剥夺儿子的继承权。进入英语后常用来表示辞掉某项正式职位。但与 resign

（辞职）不同，abdicate 专指放弃国家的最高职位，通常表示君主或教皇宣布退位。 

词根 dic-/dict-：说 

dictate：['dɪktet] vt. 命令；口述；使听写 vi. 口述；听写 

dictation：[dɪk'teɪʃ(ə)n] n.听写，口述，命令 

dictator：[dɪk'teɪtə] n.独裁者，独裁官 

dictatorial：['dɪktə'tɔrɪəl] adj. 独裁的，专政的；专横傲慢的 

dictionary：['dɪkʃə'nɛri] n. 字典；词典 

diction：['dɪkʃən] n. 用语；措词 

abdicate：['æbdɪket] vi. 退位；放弃 vt. 退位；放弃 

62. 古罗马的“第一公民” 

英语单词 prince（王子）来自拉丁语 princeps，由 primus（first，与 prime 同源）+ capere

（to take，拿）构成，字面意思就是“the one who takes the first (place/position)”（首席，排

在第一位的人）。 

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罗马元老院中的威望和权力最大的议员就被称为 princeps sen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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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议员）。首席议员由执政官从贵族议员中选择并任命，通常是以前的执政官。在公元

前 275 年之前，首席议员还仅仅是个荣誉称号，他可以在讨论时第一个发言。公元前 275 年，

首席议员成为正式职位，享有众多特权，如召集和解散议会、确定议程、决定议事规则等。 

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凯撒大帝的继承人屋大维上台后，从凯撒遇刺事件中看到了罗

马贵族对独裁统治的普遍反感，没有采用 dictator（独裁官）或 rex（king，国王）的头衔，

而是借鉴“首席议员”（princeps senatus）这个称谓，选用了一个比较谦逊的头衔 Princeps，

通常译为“第一公民”或“元首”。从此以后，罗马帝国的最高首脑除了 emperor（皇帝）头

衔外，还都担任 Princeps 职务，而皇帝瓦勒良（Valerian）曾在上台之前就担任这一职务。直

到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执政时这一头衔才被废除。罗马帝国首脑使用 Princeps 头

衔的阶段就被称为“元首制时期”。 

英语单词 prince（国君、王子）就来自 Princeps。由此可见，在西方人的传统观念中，

一国之君不过是“首席”、“第一公民”而已，绝不像咱中国一样被看成是“天子”。 

词根 prim-/prin-：第一，首要的 

prince： [prɪns] n.国君，王子，亲王 

princess： [ˌprɪnˈses] n.公主，王妃 

prime： [praɪm]  adj. 主要的；最好的；基本的 adv. 极好地 n. 初期；青年；精华；全

盛时期 

principal： ['prɪnsəpl] adj. 主要的；资本的 

principle： ['prɪnsəpl] n. 原理，原则；主义，道义；本质，本义；根源，源泉 

63. 古罗马的护民官 

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平民和贵族之间的斗争从未平息。贵族坚持平民没有足够的智慧

参与政治，而平民则通过分裂或拒绝为国打仗等手段迫使贵族承认平民的政治权利。作为双

方妥协的结果，护民官制度得以成立。在这种制度下，贵族行使治理国家的权力，立法委员

会全部由贵族构成，但平民拥有对贵族行政的监督权，其行使者就是由平民自行选出的“护

民官”（tribune）。护民官不参与立法，但对由贵族形成的元老院及执政官所提出的议案拥

有否决权（veto）。他听取平民的申诉和意见。如果他觉得某项议案侵犯了平民的权利，他可

以行使否决权。护民官制度既体现了对贵族智慧的尊重，又照顾了平民的利益，是贵族和平

民在政治上的相互承认和共存，是罗马共和国走上正轨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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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单词 tribune 来自拉丁语，与 tribe（部落）一词同源，意思就是 head of tribe（部落

首领）。护民官的职责之一是听取平民的申诉和意见。为此，他有一个固定场所，在一个平

台上摆上一把座位，他坐在座位上主持会议，平民在下面向他进行申诉。因此，tribune 还可

以表示“摆放护民官座位的平台”，从而延伸出“讲坛”、“看台”之意，并由此衍生单词

tribunal，意为“法官席”、“法庭”。 

tribune：['trɪbjuːn] n.护民官，公民权利保护者；讲坛，看台 

tribunal：[traɪ'bjunl] n.法庭，公堂，法官席 

tribe：[traɪb] n. 部落；族；宗族；一伙 

tribal：['traɪbl] adj. 部落的；种族的 

64. 古罗马的贵族制度 

当年，罗马的创始人罗穆路斯建立罗马后，邀请罗马城里各名门望族的族长们共聚一堂，

协商国事。这个协商机构就是古罗马元老院，而加入元老院的族长们则被封为 patricius。该

封号可以世袭，因此这些族长们及其继承人就是欧洲社会最早的贵族。英语单词 patrician（贵

族）就来源于此。 

 拉丁语 patricius 由名词 pater（父亲）衍生而成，字面意思就是“父老、长老”。英语中

表示“父亲”词根 patern-/patr-就来源于此。英语中表示“父亲”的单词 father 来自古英语和

原始日耳曼语，和拉丁词根 patern-/patr-（父亲）拥有相同的原始印欧语词根。 

在古罗马，平民通常都需要依赖某位 patrician（贵族）的庇护，并为贵族履行相应的义

务，这样的平民就是贵族的“保护民”，而平民称呼自己所依赖的贵族为 patronus，意思就是

“恩主”，由词根 patr-（父亲）衍生而来。英语单词 patron（保护人）就来源于此。文艺复

兴时期，很多贵族喜欢资助新兴艺术家，经常高价购买其艺术作品。为表示感谢，艺术家们

将这些贵族称为 patron。因此，patron 一词又衍生出“赞助人、老主顾”之意。 

单词 pattern（模式）其实也是由 patron（恩主）演变来的。由于受保护的平民经常将充

当保护人的贵族视为追随和仿效的榜样，在生活的各方面进行模仿，因此原本表示“保护人、

庇护人”的 patron 一词衍生出“榜样、典范、模式”等含义，拼写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最终

产生了英语单词 pattern（模式）。 

在父系社会，大家族的族长一般是家族中德高望重的成年男子，在英语中就是 patriarch

（族长），由词根 patr-（父亲）和 arch-（首领）构成，字面意思就是“父辈中的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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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单词 patriot（爱国者）也是由词根 patr-（父亲）衍生而成，本意是“同一个父亲的、

同一个祖先的”，即“同胞”之意，与 compatriot（同胞、同国人）意思差不多。但从 17 世

纪开始，patriot 一词逐渐衍生出“爱国者”之意，并逐渐成为该词的主要含义。 

叫 Patrick（帕特里克）的男人，通常会让人肃然起敬，因为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高贵

之人”，与单词 patrician（贵族）同源。与 Patrick 对应的女子名是 Patricia（帕特里夏）。 

词根 patern-/patr-：父亲 

patrician：[pə'trɪʃən]adj. 贵族的；显贵的 n. 贵族；有教养的人 

paternal：[pə'tɝnl]adj. 父亲的；得自父亲的；父亲般的 

patriarch：['petrɪɑrk]n. 家长；族长；元老；创始人 

patron：[ˈpeɪtrən]n.赞助人，保护人，老主顾 

patronize：[ˈpætrəˌnaɪz]vt.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对待；赞助，经常光顾 

patronage：['pætrənɪdʒ]n.赞助，光顾；居高临下 

pattern：['pætɚn] n. 模式；图案；样品 

patriot：['petrɪət]n. 爱国者 

compatriot：[kəmˈpeɪtriət]n.同胞，同国人 

Patrick：['pætrɪk]n.帕特里克（男子名） 

Patricia：[pə'triʃə]n.帕特里夏（女子名） 

65. 古罗马的新晋贵族 

在古罗马，原本只有 patrician（贵族）和 plebeian（平民）。所有官职均由贵族担任，平

民不能和贵族通婚，不能担任官职。后来，经过长期抗争，平民终于取得了和贵族通婚以及

担任官职的权利。平民担任执政官、保民官等高官职位后，就被尊称为 nobilis，字面意思就

是“knowable，著名的、杰出的、高尚的”。该词经由法语进入英语后演变成了 noble（贵

族）。 

noble 和 patrician 都可以世袭，但 patrician 是封闭的，平民永远也不能变成 patrician；

而 noble 是开放性的，平民建功立业后可以被成为 noble。 

noble：['nəʊb(ə)l] n.贵族 adj.贵族的，高贵的，高尚的 

nobleman：['noblmən]n. 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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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古罗马的律师 

早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古罗马就出现了律师制度以及专业的、政府认证过的律师。律师

凭借其出色的演讲才能，为委托人进行法庭辩护，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官司的判罚，并为自己

赢得巨大声誉。古罗马著名政治家、哲学家、作家西塞罗最初就是凭借当律师时的雄辩而扬

名立万的。与他同时代的凯撒大帝受其启发，年轻时也当过律师，不过干得很一般，与西塞

罗无法相提并论。 

在拉丁语中，古罗马的这种律师叫做 advocatus，是拉丁语动词 advocare 的过去式的名

词形式，而后者由 ad（to）+vocare（呼喊，词根 voc-的词源）构成，本意是指“被叫上庭

（作证或辩论）的人”。英语单词 advocate 便来源于此。肯为某人上法庭说话，自然就是支

持某人了。因此，advocate 后来引申出“支持者、提倡者”的意思。 

由于英国法律受罗马法影响较小，因此在英语中，advocate 一般表示“支持者或提倡

者”，而用 barrister 来表示律师。仅当专指遵循罗马法的国家或地区（如苏格兰）或一些特

别法庭中的“律师”时，才用 advocate 一词来表示。 

词根 voc-：呼喊 

advocate：['ædvəkeɪt] n.提倡者，支持者，律师 vt.提倡，支持，拥护 

advocacy：['ædvəkəsi] n. 主张；拥护；辩护 

advocation：[,ædvə'keɪʃən] n. 拥护；支持；辩护 

67. 古代政客四处拉票的行为 

在古罗马时期，谋求官职的人就像今天参加竞选活动的人一样，到处发表演说争取选票。

英语单词 ambition 原本指的就是这种做法，在拉丁语中被称为 ambitio，由动词 ambire（四

处奔走）衍生而来。后者由前缀 amb-（四处）和动词 ire（走）组合而成。 

政客拉选票自然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所以 ambition 从“四处奔走”的基本意

义中引申出“野心、政治抱负”的含义，原本含有贬义，在古罗马时期曾被视为一种违法行

为。但现在该词已经变成中性词，既可以指“野心”，也可以指“雄心、志向”。它的形容

词形式是 ambitious（野心勃勃的）。 

ambition： [æm'bɪʃ(ə)n] n.野心、雄心、抱负 vi.追求，有……的野心 

ambitious： [æm'bɪʃəs] adj.野心勃勃的，有雄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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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古代雅典的执政官 

在古希腊时代，一个城邦通常由民主选举出来的九名高级官员共同组成统治群体，其中

的首脑在英语中就是 archon，通常译为“执政官”。该单词在希腊语中拼写为 arkhos，由名

词 arkhe（初始、第一）和动词 arkhein（成为第一、当首领）衍生而来。英语词根 arch-（首

领、统治）就来源于此。 

公元前 404 年，斯巴达打败雅典，斯巴达国王吕西斯特拉图解散了雅典的民主政府，扶

植了由三十个贵族组成的寡头政府，史称“三十僭主”，因为他们不是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

三十僭主统治时期，由于没有一个合法的 archon（执政官），国家陷入混乱状态，所以这段

时期被称为 anarchy（无政府状态），字面意思就是“没有执政官”。 

当一个国家只有一个首领时，这种政体就是 monarchy（君主制），字面意思就是“唯一

的首领”。那个唯一的首领就是 monarch（君主）。 

英语单词 architect（建筑师）由词根 arch-（首领）和 tect-（制造）组合而成，字面意思

就是“建筑者的首领”，原本指的是参加建筑施工的工匠中经验最丰富、充当首领的人。 

英语中表示“档案”的单词 archive 也源自词根 arch-（首领、统治），原本指的是城邦

统治者（archon，执政官）居住或办公的场所。因为最初的档案都存放在政府的办公场所，

所以原本表示“办公场所”的 archive 一词演变为“档案馆、档案”之意。 

词根 arch-：首领，统治 

archon：['ɑrkɑn] n. 执政官（古代雅典九名统治者之一）；统治者 

anarchy：['ænəkɪ] n.无政府状态，混乱，群龙无首 

anarchic：[ə'nɑːkɪk] adj. 无政府的；无政府主义的；无法无天的 

anarchism：['ænɚkɪzəm] n. 无政府主义 

anarchist：['ænɚkɪst] n. 无政府主义者 

anarchistic：[,ænɚ'kɪstɪk] adj. 无政府主义的 

monarchy：['mɑnɚki] n. 君主政体；君主国；君主政治 

monarch：['mɑnɚki] n. 君主政体；君主国；君主政治 

architect：['ɑrkɪtɛkt] n.建筑师 

architecture：['ɑrkə'tɛktʃɚ] n. 建筑学；建筑风格；建筑式样；架构 

archive：['ɑrkaɪv] n. 档案馆；档案文件 vt. 把…存档 

（二） 来自经济贸易的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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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坐在法官旁边计算罚金或税金数量 

在古代西方的法庭上，法官旁边除了坐着书记员等人员外，还有一名辅助人员，他的职

责是帮助法官计算当事人应当缴纳的罚金或税金的数量。因为他是坐在法官旁边进行计算

的，所以这个计算过程在拉丁语中就被称为 assessare，源自动词 assidere（坐在一边），由前

缀 ad-（趋近）和动词 sedere（坐）组成。进入英语后演变为 assess，最初用来表示确定罚金

或税金的数量，后来词义得到扩展，可以用来表示其他更多与金额或价值有关的计算和评估。 

英语词根 sed-/sess-（坐）就来自拉丁语动词 sedere（坐）。我们常见的单词 sit（坐）和

set（摆放）来自古英语和日耳曼语，和拉丁词根 sed-/sess-（坐）拥有相同的老祖宗，即原始

印欧语词根*sed-（坐）。 

由词根 sed-/sess-（坐）衍生出的常见单词还有 assiduous（刻苦的），字面意思就是“坐

在旁边的”，引申为“伏案工作的”。 

词根 sed-/sess-：坐 

assess：[ə'ses] vt.评估，评定，估价，对……征税 

assessment：[ə'sɛsmənt] n. 评定；估价 

assiduous：[ə'sɪdjʊəs] adj. 刻苦的，勤勉的 

70. 由各方分摊海运货物损失 

英语单词 average 一般译作“平均”，但在保险业中，该词却是“海损”（海运货物损

失）的意思。单词 average 是怎么从“海损”之意衍生出“平均”之意呢？原来，average 源

自阿拉伯语 awariya，意思是“损坏的货物”。在海运活动中，当船只遇到恶劣天气等危险，

往往会抛弃一部分货物以减轻载重，避免船只倾覆。单词 average 原本指的就是这种海运货

物损失。 

海损由相关各方平均分摊，这在古代西方已经形成习惯。在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中

就已有明文规定。后来欧洲各国沿用这一惯例，形成本国的法律。average 在 17 世纪时引申

出“平均分摊”之意，又从中引申出“平均”、“普通”之意。但在保险业中，它依然保留

了“海损”这一原意。 

average： ['æv(ə)rɪdʒ] n.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平均的，普通的 vt.平均分配，算出……

的平均值 vi.平均为，呈中间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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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股票持有人除股息之外的更多收益 

1733 年，英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在一家名叫乔纳森的咖啡馆成立。1802 年获得英国政

府的正式批准。这家证券交易所即为现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前身。早期人们对股票还不熟悉，

为了劝说人们购买股票，证券交易商会大力向人们解释购买股票的各种收益。其中最基本的

一项收益是“股息”（dividend），即股票持有人可以按照预定的比率，根据所购买的股份从

所投资的公司的盈利中获得收益，就像从银行存款中获得固定比率的利息一样。 

另外，与银行存款不一样，在派发股息之后，如果公司还有盈余，股票持有人还有可能

进一步瓜分盈余，获得更多收益。当时，英语中并没有一个对应单词用来表示这种股息之外

的更多收益。于是证券交易商们借用了拉丁语中的形容词 bonus（好的），来表示这种“好

处”。从此以后，bonus 一词就成为了对这种更多收益的称呼，中文一般翻译为“红利”。 

现在，bonus 一词早已经超越了股票领域，用来泛指固定收益外的各种更多收益，如奖

金、给退伍军人发放的一次性费用等，甚至还成为了贿赂的暗语，相当于我们中国人说的

“意思意思”。 

常见法语单词 bonjour（日安）就与 bonus 同源，字面意思就是 good day。英语中表示

“好”的词根 bene-来自拉丁语副词 bene（好地，出自善意地），与 bonus 有关。 

词根 bon-/bene-：好的，好地 

bonus：['bəʊnəs] n.奖金，红利，津贴，额外收益 

bonjour：[bɔʒu:r] n.你好，日安 

benefit：['bɛnɪfɪt]n. 利益，好处；救济金 vt. 有益于，对…有益 vi. 受益，得益 

beneficial：[,bɛnɪ'fɪʃl]adj. 有益的，有利的；可享利益的 

72. 动物身上的烙印 

brand 源自古英语，源自原始日耳曼语*brandaz（火，燃烧），引申出“燃烧的木头、火

炬、刚锻造好的剑刃”等意思。单词 brand-new 中的 brand 用的就是其本意，用来形容刚做

好的铁制品，意思是“刚出炉的”。 

在古代，为了区分牲畜，牧场主往往会用烙铁在牲畜身上打上烙印。因此，单词 brand

在这种场景下衍生出火印、烙印的意思。而动物身上的烙印就是最早的品牌了，所以后来人

们在表示商品的品牌时，依然沿用 brand 一词。 

英语单词 brandy（白兰地）和 brand 同源，本意就是“烧酒、蒸馏过的葡萄酒”。13 世



英语词源故事集锦——钱磊博士编著 

                 微信公众号 钱博士英语               61  

纪那些到法国沿海运盐的荷兰船只将法国干邑地区盛产的葡萄酒运至北海沿岸国家，这些葡

萄酒深受欢迎。约在 16 世纪中叶，为便于葡萄酒的出口，减少海运的船舱占用空间，同时

也为避免因长途运输发生的葡萄酒变质现象，干邑地区的酒商把葡萄酒加以蒸馏浓缩后出

口，然后输入国的厂家再按比例兑水稀释出售。这种把葡萄酒加以蒸馏后制成的酒即为早期

的法国白兰地。当时，荷兰人称这种酒为“brande wijn”，在英语中拼写为 brandy wine，字

面意思是“烧过的葡萄酒”（burnt wine）。英语单词 brandy 就是 brandy wine 的缩写。 

brand：[brænd] n.品牌，商标，烙印 vt.给……打烙印，印商标于……，铭刻于 

brand-new： ['brænd'nju] adj.崭新的，新鲜出炉的 

brandy：['brændɪ] n.白兰地酒 

（三） 来自军事治安的单词 

73. 战舰逼近敌人的海岸 

英语单词 accost 在中文中常被翻译为“搭讪”，这是一种很不合适的译法，基本上没有

体现 accost 一词的内在含义。准确地说，accost 指的是靠近陌生人，以一种粗鲁、挑衅的方

式搭话，如妓女勾引嫖客，乞丐讨钱。 

accost 原本是个军事用语，表示战舰的侧面逼近敌人。古代战舰的火炮部署在船的两侧，

攻击时应该驶到侧对敌人的位置，用一侧的火炮攻击敌人。accost源自拉丁语动词 accostare，

由 ad（趋近）+costa（肋骨，侧翼）构成，字面意思就是“用侧面逼近”。与它同源的单词有

coast（海岸线），源自拉丁语名词 costa（肋骨，旁边）。 

accost：[ə'kɒst] vt.走上前（以粗鲁、挑衅方式）跟……说话、搭讪，（乞丐）上前乞讨，

（妓女）上前调情、拉客 

coast：[kəʊst] n.海岸 vi.沿岸航行 vt.沿着……的岸航行 

costa：['kɒstə] n.肋骨，（植物）叶脉，（昆虫）前缘脉 

74. 等待发落的奴隶 

古代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俘。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西方人就将战争中俘虏的战俘作

为奴隶分配给战士或卖给其他人。在拉丁语中，这种成为奴隶的战俘被称为 addictus，来自

动词 addicere 的过去分词。addicere 由 ad（to）+dicere（指示、命令）构成，意思就是“待

发落的、待分配的”。英语单词 addict 就来自拉丁语 addictus，意思就是“等待发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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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原本是一个形容词，后来变成了名词，表示“任人发落的奴隶”，后来用来形容任何像奴

隶那样缺乏自主性、依赖他人或他物的人。现在该词主要用来表示那些对某种事物或行为上

瘾、产生依赖性的人，而“奴隶”之意转移到单词 slave 上。 

词根 dic-/dict-：说，指示，命令 

addict：['ædɪkt] n.有瘾的人，入迷的人，痴迷者 vt.使沉迷，使上瘾 

addictive：[ə'dɪktɪv] adj.上瘾的，成瘾的 

addiction：[ə'dɪkʃ(ə)n] n.上瘾，痴迷，沉迷 

75. 中世纪时著名暗杀组织阿萨辛 

中世纪时期，在阿富汗至叙利亚山区，活跃着一个穆斯林异端教派阿萨辛（Hashshashin），

由穆斯林右边极端分子组成，以其暗杀活动闻名于世。欧洲的十字军就曾经深受其害。该组

织的创始人为突厥籍的波斯人哈桑·萨巴赫，即大名鼎鼎的“山中老人”，在金庸的《倚天

屠龙记》中就曾提到这位“山中老人”。《马可波罗游记》也曾对“山中老人”及阿萨辛有

详细描述。 

据记载，山中老人为了培养刺客，在一个隐秘的峡谷中斥巨资修建了一个“极乐园”。

园子里长满奇珍异果，修建有富丽堂皇的楼台亭阁，里面住着精通音律的妙龄少女，随处都

有美酒、蜜糖。山中老人平时在训练时，会不时向受训者讨论伊斯兰先知所提到的“极乐

园”。然后在特定日子，让受训者吸食一种特殊的毒品。趁他们昏迷之际，将其移入极乐园。

受训者苏醒后，就会以为自己真的身处传说中的极乐园。受训者在极乐园中尽情享乐几日后，

又会被再次麻醉，移出极乐园。从此以后，受训者会心甘情愿供山中老人驱使，以求死后长

住极乐园。 

山中老人让受训者吸食的毒品在阿拉伯语中叫做 hashish，所以该组织被称为

Hashshashin，字面意思就是“吸食 hashish 的人”。英语单词 assassin 就是由阿拉伯语

Hashshashin 演变而来的。它的动词形式是 assassinate（暗杀）。 

assassin：[ə'sæsɪn]n.刺客，暗杀者 

assassinate：[ə'sæsɪneɪt] vt.暗杀，行刺 

assassination：[əˌsæsɪˈneɪʃn] n.暗杀，行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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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军队中分食面包的伙伴 

古罗马军队中，每十名士兵组成一个小组，在扎营时睡在同一顶帐篷中，吃饭时分享一

条面包。这十个人就被称为 companion，由前缀 com（一道）+词根 pan（面包）+名词后缀

ion 组合而成，字面意思就是“一起吃面包的人”。 

英语词根 pan-（面包、食物）来自拉丁语名词 panis（面包、食物），由此衍生出来的单

词还有 company。它和单词 companion（伙伴）同源，本意是“战友、伙伴”。在军事上，

company 表示步兵的常见建制单位“连”。14 世纪时，company 被用来表示“行业工会”，后

来表示“公司”。组成公司的不正是一群一块挣面包的人吗？ 

既然开公司是为了一块挣面包吃，公司里面自然少不了吃面包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

pantry（食品间），在外企中很常见，里面通常有咖啡和零食。员工们工作累了，可以来这里

喝点咖啡，吃点零食，放松精神，恢复精力。 

在封建时期，贵族家中，只有长子有权继承爵位，那么其他儿子们如何养家糊口呢？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贵族常常会分给他们一些地产，作为他们将来的生活来源。这种封地就被

称为 appanage，字面意思就是“食物供给、养家糊口之物”。 

词根 pan-：面包，食物 

companion：[kəm'pænjən] n.同伴，伙伴，朋友 vt.陪伴 

company：['kʌmp(ə)nɪ] n.公司，连队，陪伴 vt.陪伴 vi.交往 

pantry：['pæntri]n. 餐具室；食品室；食品储藏室 

appanage：['æpənɪdʒ]n. （王、候等的）封地，封禄 

77. 住在同一个房间的同志 

在古代，在西班牙军队中，住在同一个房间内的战友称为 camarada，它来自拉丁语 camera

（拱形房间），字面意思就是“住在同一个 camera（房间）的人”，含有“亲密战友”之意。

19 世纪中期，社会主义革命在法国蓬勃发展，革命者希望用一个能够体现平等的词来代替

以前所用的“先生”、“太太”、“小姐”等称谓，于是选择了西班牙语 camarada，在法语

中拼写为 camarade。英语单词 comrade 就来自法语 camarade，中文译为“同志”，意思是

“志同道合的人”。 

英语单词 camera（照相机）其实是拉丁语 camera obscura 的缩写，其中，camera=room

（房间），obscura=dark（黑暗的），合起来就是“暗室”的意思。拉丁语 camera obscura 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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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一种光学仪器，由小盒子和棱镜组成，用于研究小孔成像等光学问题，科学家开普勒

最早使用这个术语。18 世纪初期，光学照相机问世后，由于它很像一个 camera obscura，所

以人们也将其称为 camera obscura。后来，当照相机流行后，该称谓被简略为 camera。 

英语单词 chamber 其实和 camera 拥有相同的拉丁词源，表示“房间”，只是在经由法语

时拼写形式发生了较大变化。而在单词 bicameral（两院制）中，我们还能看到 camera 的初

始含义“房间”。 

comrade：['kɒmreɪd] n.同志 

camera：['kæmərə]n. 照相机；摄影机 

chamber：[ˈtʃeɪmbər]n.（身体或器官内的）室，膛；房间；会所 

bicameral：[,baɪ'kæmərəl]adj. 两院制的；有两个议院的 

78. 古罗马军队的“杀一儆十” 

在古罗马军队中对任何兵变的惩罚是以抽签方式处死反叛士兵的十分之一，而且须由同

班人行刑。此所谓“杀一儆十”。这种做法后来在英国及其他国家也一度使用过。这一惩罚

性措施在拉丁语称为 decimare，意思是“十里抽一”或“抽杀…的十分之一”，其词根为

decem(十)。英语 decimate 一词即源于此，所以严格地讲，其词义也应是“抽杀…的十分之

一”。可是到了现代，decimate 常被用作“杀灭…中的十分之九”或“大批杀死”、“大量

毁坏”，可以说同其原义几乎相反。 

词根 decim-：十 

decimate：['desɪmeɪt] vt.十中取一，抽杀十分之一，大批杀害 

decimation：[,desɪ'meɪʃən] n.抽杀十分之一，大批杀害 

decimal：['dɛsɪml]adj. 小数的；十进位的 n. 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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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来自殖民探险的单词 

79. 探险家在非洲发现的白人 

当 17 世纪的葡萄牙航海家沿着西非海岸线远航探险时，他们发现非洲大陆中既有肤色

很深的黑人，也有肤色很浅的“白人”，就把他们看做是两个不同的人种。这些葡萄牙人把前

者称为 negro（葡萄牙语中的“黑人”），把后者称为 albino（葡萄牙语中的“白人”）。单词 albino

来自拉丁语 albus（白色的，词根 alb-的来源）。后来人们才发现，这些 albino 并不是白人，

而是得了白化病的黑人。白化病（albinism）是一种家族遗传病，由于体内缺乏一种酶导致

黑色素缺乏，患者毛发和皮肤呈现白色。 

在非洲，很多患白化病的儿童被当地人视为异类而遭到迫害。其实，很多科学家都认为，

白种人就起源于得了白化病的黑人。 

词根 alb-：白的，白色的 

albino：[æl'biːnəʊ] n.白化病，白化病人 

albinism：['ælbɪnɪzəm] n.白化病；皮肤变白症 

80. 波利尼西亚人的纹身 

古代西方人并没有纹身的习俗。18 世纪之前，英语中还没有 tattoo（纹身）这个单词，

它来自波利尼西亚语。将 tattoo 一词带到欧洲的是著名的探险家詹姆斯库克船长。1769 年，

他完成了对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和新西兰的首次探险并返回欧洲。在讲述这段旅程时，他提

到了当地波利尼西亚人的这种纹身习俗，并引用了波利尼西亚人对这种做法的叫法“tattaw”。

后来，随同库克船长一道探险的自然学家 Joseph Banks 在自己的日志中，按照波利尼西亚语

的发音，创造了 tattoo 这个英语单词，来描述波利尼西亚人的纹身。从此以后，西方人就用

tattoo 一词来表示“纹身”。 

tattoo：[tæ'tu] n. 纹身 vt. 刺花纹于 vi. 刺花样  



英语词源故事集锦——钱磊博士编著 

                 微信公众号 钱博士英语               66  

六、 文艺篇 

（一） 来自哲学观念的单词 

81. 仔细察看的怀疑论者 

公元前二、三百年前，在古希腊的一名哲学家皮洛（Pyrrho）开创了一门新的哲学学派。

皮洛主张人的感知是不可靠的，人们无法据此获得真理。因此，他主张超然物外，对一切事

物都保持淡定，不要轻易做出判断。他的口号是：“不做任何决定，悬搁判断。” 

据拉尔修写的传记，皮洛不关心任何事物，也不避免任何事物，对车祸、摔倒、被狗咬

之类的危险无动于衷。有一次，他的朋友跌入泥坑，他径直走过，没有出手相助。又有一次

在海上遇到风浪，别人都惊慌失措，他却若无其事，指着船上一头正在吃食的猪说，这才是

人应有的不动心的状态。 

皮洛的门徒们自称为 Skeptikoi（怀疑的，仔细察看的人）。英语单词 skeptic（怀疑论者）

就来源于此，用来表示对事物保持质疑态度的人，尤其是对宗教信仰持有质疑态度的人。 

在希腊语中，Skeptikoi（怀疑的，仔细察看的人）可能来自动词 skeptesthai（察看、审

视、反思），后者和希腊动词 skopein（看）拥有相同的原始印欧语词根。英语词根 skep-/scop-

（察看）就来源于此。 

词根 skep-/scop-：察看 

skeptic：['skɛptɪk] n.怀疑论者，无神论者 

skeptical：['skɛptɪkl] adj.怀疑的，怀疑论的，不可知论的 

skepticism：['skɛptɪ,sɪzəm] n.怀疑论，怀疑的态度 

telescope：['tɛləˌskop]n.望远镜 

82. 男人的功效 

重男轻女的思想自古就有，中外概莫能免。英语单词 virtue 就反映了这种思想。它来自

拉丁语 virtus，词根是 vir（男人），同根词有 virile（男性的，有男子气概的）。virtue 的基本

含义是“男人的能力和功效”。其隐含之意就是男性是世界的创造者，男人创造世界凭借的

就是这种 virtue。英语短语 by virtue of（凭借）用的正是 virtue 的本意，即“功效”。除了

“功效”外，virtue 一词还往往被译为“美德”、“德性”，主要指“英勇、勇敢、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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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与男人气概相关的道德品质，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指男人气概的“功效”。virtue 还可以用

来表示女性的美德，但主要指“贞操”，即“忠诚于男性”这一美德。所以不妨可以把 virtue

理解为“男德”。在古罗马，有一个广受崇拜的神祇维尔图斯（Virtus），其实就是 virtue 的

人格化和神化。 

由 virtue 衍生出来的单词 virtual（虚拟的）更能体现 virtue 的本意。virtual 指的是“虽

然并不客观存在，但却能产生一样的功效，从功效上看相当于存在一样。”最常见的就是网

络上的虚拟人物、虚拟物品、虚拟场景。 

virtue：['vɜːtjuː; -tʃuː] n.美德，贞操，优点，功效 

virtual：['vɜːtjʊəl] adj.虚拟的，事实上的（但没有名义的） 

virile：['vɪraɪl] adj.男人的，有男人气概的，刚健的 

virility：[və'rɪləti] n. 男子气；男子特点；生殖力 

83. 始于城市的人类文明 

在历史和考古学中，描述古代人类生活及其遗址时，常常涉及到“文明”和“文化”两

个词。在英语中，“文明”是 civilization，“文化”是 culture。有时候它们可以混用，人们

往往分不清它们之间的差异。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在考古学

上，出现了城市的就是 civilization，没有出现城市的就是 culture。单词 civilization（文明）

衍生自单词 civil（市民的）。历史学家认为，人类修建城市，开始城市生活后才是人类文明

的开始。在这之前，人们还属于农业社会，所进行的活动就是 culture，字面意思就是耕种、

培育，也就是农业活动。英语单词 cultivate（培养）与 culture 同源。 

单词 cult（狂热崇拜、邪教）和单词 culture（文化）同源，本意是“崇拜仪式”，19 世

纪中期时流行，用来表示远古的特定宗教仪式及教派，有时候还可以表示邪教。现在常常用

来表示有相同信仰或爱好的圈子，尤其是标新立异的、非主流的文化或宗教圈子。如 cult 

movie（邪典电影）指的就是仅在特定小圈子受欢迎的非主流电影。 

词根 civ-：市民，文明 

civil： ['sɪvl] adj.市民的；公民的；文雅的；文明的；民间的。民事的 

civilize：['sɪvəlaɪz] v.使文明，教化，使开化，变得文明 

civilization：[ˌsɪvɪlaɪˈzeɪʃən]n.文明，文化 

词根 cult-：耕种，栽培，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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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kʌltʃə] n.文化，文明，培育，修养 

cultivate：['kʌltɪveɪt] vt.耕种，培育，陶冶 

cultivation：[kʌltɪ'veɪʃn] n.耕种，培育，教化，文雅 

cult：[kʌlt]n.祭仪；狂热崇拜；教派；邪教；有相同信仰或爱好的圈子 adj.受特定群体欢

迎的 

（二） 来自文化艺术的单词 

84. 古罗马金宫古董的怪诞风格 

公元 64 年，古罗马市爆发了一场大火，连烧 9 日，烧毁了大半个罗马城。大火过后，

当时的罗马皇帝，暴君尼禄乘机强占土地，在废墟上建造了一个庞大的宫殿，因为使用了大

量黄金作为装饰，故称为“金宫”（Domus Aurea）。金宫的规模惊人，比我们中国的故宫还

要大，当时的罗马人都开玩笑说整个罗马都圈进了宫殿内。除此外，金宫还有一个特点，就

是壁画风格非常奇异怪诞。据普林尼的《博物志》记载，金宫的壁画由一名叫 Fabullus 的艺

术家完成。 

尼禄死后，金宫被废弃，在此基础上修建了著名的大斗兽场和提图斯浴场。金宫逐渐被

埋没至地下。到了 15 世纪末的文艺复兴期间，意大利人在考古挖掘时意外发现了金宫，这

才使得它重见天日。 

英语单词 antic 的起源便与金宫有关。意大利人发现金宫废墟后，在意大利语中把这些

壁画、雕像称为 antico（古董），该词源自拉丁语 antiquus（古董），由 anti（before，之前）

+quus(景象)构成，字面意思就是“以前出现过的东西”。因为这些壁画的风格非常奇异，所

以 antico 一词逐渐产生了“奇异、怪诞”的含义。英语单词 antic 就来自意大利语 antico，已

经丧失了它最初的“古董”的含义，而用来表示“滑稽、丑角”。另一个英语单词 antique

则是拉丁语 antiquus（古董）通过法语进入英语的，依然保留了初始含义。 

antic：['æntɪk] adj.古怪的，滑稽的 n.滑稽动作，丑角 vi.扮演小丑，做滑稽动作 

antics：['æntɪks] n. 滑稽动作；古怪姿态 

antique：[æn'tiːk] adj.古老的，年代悠久的，过时的 n.古董，古玩 

85. 古罗马抄写员表示笔误的叉 

中世纪罗马抄写员在抄写出现笔误时就会打上一个叉，表示撤销。多个叉连在一起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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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XXXX，就像斜方栏杆一样。这种斜方栏杆在拉丁文中就是 cancelli。后来演变成了英语

中的 cancel，表示“撤销”。 

和 cancel 拼写很接近的单词 chancel（教堂高坛）和 cancel 一样来自拉丁文 cancelli（斜

方栏杆），原指教堂中把牧师和听众隔开的栏杆，后来转指牧师和唱诗班用的高坛，即教堂

前段围绕圣坛的一个区域，与下面的听众席分开的，中间一般会用栏杆隔开。 

cancel：['kænsl] n.v.撤销，取消，删去 

chancel：['tʃɑːns(ə)l] n.教堂高坛 

 

（三） 来自经典名著的单词 

86. 历史学家普罗科匹阿斯未出版的《秘史》 

普罗科匹阿斯（Procopius，约公元 500-565 年）是拜占廷帝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其著作

为后世研究查士丁尼时期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他生前著作并出版了两部反映当代史的历史

著作：《查士丁尼战争史》和《论查士丁尼时代的建筑》。在这两部著作中，普罗科匹阿斯大

肆讴歌了当时的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在战争和建筑上的丰功伟绩，他本人也因此被擢升为君

士坦丁堡长官。但是，当他死后 1000 多年后，人们在拜占庭帝国图书馆意外发现普罗科匹

阿斯所编著的另一部并未出版的著作——《秘史》。与他的前两部作品的思想截然相反，这

部作品其实是查士丁尼的丑闻录。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揭露了查士丁尼时代宫廷生活的黑暗

和残暴，反映了当时拜占庭人民在其统治下所遭受的痛苦。因此，作者著作完成后并未公开

出版，而是偷偷藏在图书馆中，等待后人发现。 

《秘史》一书的名字为希腊语 anekdota，是 anekdotos 的复数形式，而 anekdotos 由前缀

an（不）+ek（出来）+dotos（给）构成，字面意思就是“尚未公开的事情”。英语单词 anecdote

就来源于此。因为该书披露了查士丁尼时代的大量宫廷秘闻和轶事，所以 anecdote 一词后来

逐渐演变为“奇闻、轶事”之意。 

anecdote：['ænɪkdəʊt] n.奇闻，轶事，秘史 

anecdotal：[,ænɪk'dotl] adj. 轶事的；轶事一样的；多轶事的 

anecdotage：['ænɛk,dotɪdʒ] n. 轶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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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苏格拉底被指控后的《申辩》 

公元前 399 年，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政府以“亵渎神灵、败坏青年”的罪名起

诉。苏格拉底在由 500 人组成的陪审团面前做了著名的申辩。但申辩并没能挽救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最终被判处死刑，饮毒而死。他的学生柏拉图将他这篇申辩词记录下来，流传后世。

“申辩”一词在希腊语中写作 apologia，意思是“自我辩护的演讲”。其中，前缀 apo-表示

“远离”，logia 源自 logos，表示“演讲”。所以 apologia 的字面意思是“自我辩护，逃离

惩罚的演讲”。 

英语单词 apology 就源自希腊语 apologia，保留了“申辩”的含义，后来又发展出“道

歉、谢罪”等含义。这也跟人的习惯做法一致，我们在“道歉”时，不也总是有意无意地替

自己辩解吗？ 

apology： [ə'pɒlədʒɪ] n.道歉，辩护，申辩 

apologize： [ə'pɒlədʒaɪz] v.道歉，谢罪，辩白 

apologist：[ə'pɒlədʒɪst] n. 辩护者；护教论者；辨惑学专家 

apologetic：[ə,pɑlə'dʒɛtɪk] adj. 道歉的；赔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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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名称篇 

（一） 民族相关 

88. 不会讲希腊语的蛮族 

在古代欧洲，希腊的文明程度最高，因此当时的希腊人对本民族的文化尤其是希腊语非

常骄傲，嘲笑外地人所讲的语言就像是“吧啦吧啦”（barbar）的鸟语，所以就用 barbaros

这个单词来形容文化程度低下的外地人。经过拉丁语流传至英语后，产生了 barbarous（野蛮

的）和 barbarian（蛮族）这些词汇。 

“蛮族”指的是希腊和罗马周围的文明程度较低的其他民族，主要包括凯尔特人、日耳

曼人、斯拉夫人等。后来，这些蛮族部落在欧洲大范围迁徙并入侵罗马帝国，建立了众多的

蛮族小政权，是众多欧洲当代国家的源头。 

居住在北非的柏柏尔人（berber）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很早就

与柏柏尔人打过交道，也将其归入蛮族，该民族的英文名称同样来自希腊语 barbaros。北非

柏柏尔人聚集的地方就被称为 Barbary（巴巴里），以其海盗而闻名全球。 

芭比娃娃的英文名字 Barbie（芭比）其实是常见女子名 Barbara（芭芭拉）的昵称。Barbara

源自希腊语，字面意思就是“异域女子、蛮族妇女”，与单词 barbarian（蛮族）同源。 

词根 barbar-：外国的；蛮族的；野蛮的 

barbarian：[bɑː'beərɪən] n.野蛮人，蛮族 

barbarous：['bɑːb(ə)rəs] adj.野蛮的，未开化的，残暴的 

barbaric：[bɑr'bærɪk] adj. 野蛮的，粗野的；原始的 

barbarism：['bɑrbərɪzəm] n. 野蛮；原始；未开化；暴虐 

barbarity：[bɑr'bærəti] n. 残暴；粗野 

Berber： ['bə:bə] n.柏柏尔人，柏柏尔语 

Barbary：['bɑ:bəri] n.巴巴里（北非伊斯兰教区） 

Barbara：['bɑ:brə] n. 芭芭拉（女子名） 

89. 惨被抹黑的保加利亚人 

英语单词 bugger（鸡奸者）源自中古拉丁语 Bulgarus（=Bulgarian，保加利亚人）。保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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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人是怎么跟“鸡奸者”扯上关系的呢？原来，在中世纪晚期，在保加利亚所在的巴尔干

半岛地区流行一个基督教异端学派，叫做“鲍格米勒派”（Bogomilism）。该派和源于法国

中部的另一基督教异端学派阿尔比派都强调持守“清洁”，反对“腐化”，因此都被称为

“清洁派”。 

13 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三世与法国北部封建主组织的十字军镇压阿尔比派教徒。由于

阿尔比派和鲍格米勒派都宣扬持守“清洁”，因此很多赢得了很多民众的同情。天主教会为

了抹黑他们，就掀起了一场舆论攻势，大肆宣扬这些异教徒性生活混乱，喜爱搞同性恋和鸡

奸。 

由于保加利亚人里面有很多信仰鲍格米勒派，因此，本来等同于“保加利亚人”的

bugger 一词惨遭抹黑，成为了“异教徒”、“鸡奸者”的代名词。 

bugger：['bʌgə] n.鸡奸者，同性恋者，家伙 vt.鸡奸 

buggery：['bʌgərɪ] n.鸡奸，肛交 

Bulgarian：[bʌl'ɡεəriən] n.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语 adj.保加利亚的，保加利亚人的 

Bulgaria：[bʌl'ɡεəriə] n. 保加利亚 

90. 性情直率的法兰克人 

法兰克人（Frank）是欧洲民族大迁徙时期入侵罗马帝国的日耳曼民族的一支。他们建

立了中世纪初期欧洲最大的基督教王国，其领土涵盖了当今的法国和德国。单词 Frank 源自

法兰克语，是他们对本民族的自称。法国的国名 France（法兰西）就源自 Frank。 

由于法兰克人在当时是高卢地区的征服者，所以 frank 一词衍生出“自由人”之意。该

词意现在已经消失，但在同源单词 franchise（特权、特许权）还有体现。单词 franchise 衍生

自 frank，原本指法兰克人作为征服者享受的公民权和政治特权，但现在通常用于经济领域，

表示“特许经营权、经销权”，即允许经营某项业务、销售某种商品的权利。 

法兰克人性格粗犷豪放，对人坦诚，说话直言不讳。十字军第一次东征时，当时的东罗

马皇帝的女儿在其著作《亚历克西亚德》就描写了一位法兰克贵族。当时，在朝见东罗马皇

帝时，所有的十字军贵族都站着，只有一名法兰克贵族大大咧咧地坐在一把椅子上。带队的

国王赶紧让他站起来，他还嘟囔着为啥皇帝一个人坐着。皇帝后来问他的家乡和出身，他毫

不谦虚地说自己是法兰克人，出身贵族，还说自己在老家从未遇到敢向他挑战的人。 

正因为法兰克人这种心直口快的鲜明个性，英语单词 frank 逐渐衍生了“直率的、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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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意思。 

frank： [fræŋk]adj.坦白的，直率的，老实的 

frankly：['fræŋkli] adv. 真诚地，坦白地 

Frankish：['fræŋkiʃ] adj. 法兰克人的；法兰克语的 n. 法兰克语 

France：[frɑːns] n. 法国，法兰西 

French：[frentʃ] adj. 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 法国人；法语 

franchise：['fræntʃaɪz] n. 特权；公民权；经销权；管辖权 vt. 给…以特许（或特权）；赋

予公民权 

enfranchise：[ɪn'fræntʃaɪz] vt. 给予选举权；给予自治权；解放，释放 

（二） 地名相关 

91. 威尼斯的一个著名造船厂 

英语单词 arsenal 的初始源头是阿拉伯语 dar-as-sina，意思是“制造车间”。在 15 世纪

时，该词广泛流传于地中海周边多个国家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都借用了它，拼写为

darsena，用来表示“船坞”、“码头”。当时在威尼斯有一个规模巨大的造船厂，威尼斯人

将 darsena 改头换尾，改写为 arzenale，用来表示这个造船厂。该词进入英语后，拼写改为

arsenal，含义也发生了变化，用来表示船坞中用来存放海军装备和武器的仓库，后来又泛化

为任何各种军械库和兵工厂。 

1886 年，一群来自伦敦市伍尔维奇区的皇家兵工厂（Royal Arsenal）的工人组建了一支

足球俱乐部，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英超俱乐部“阿森纳”（Arsenal）。所以人们常称阿森纳队

为“兵工厂”，称其队员“枪手”。 

arsenal：['ɑrsənl] n.兵工厂，军械库 

92. 以独特建筑风格和海盐的希腊阿提卡地区 

attic 现指屋顶下的小阁楼，往往不被人重视。然而在古代建筑史上，attic 代表的可是一

种非常著名的风格。attic 本是 Attica（阿提卡，希腊地名）的形容词，而阿提卡就是雅典所

在的地区。雅典古建筑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柱子的独特风格，既典雅，又恢宏。这种雅典特

有的风格就是 attic（阿提卡式）。古代雅典人喜欢在房屋正面的檐口或柱顶盘上，用阿提卡

式的柱子搭起一层装饰性矮墙，这一层被称为“attic storey”（阿提卡层）。阁楼 attic 其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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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attic storey 的缩写。 

阿提卡盛产海盐，相传阿提卡的盐比希腊其他地方的盐精细有味，深受欢迎。阿提卡人

机智风趣，善于说俏皮话，以幽雅的诙谐著称于世。古罗马著名的作家和演说家西塞罗在其

作品中探讨演讲艺术中的诙谐问题时，特别提到以口齿锋利著称的阿提卡人。他说，妙语应

当含有“盐味”，象“阿提卡的盐”（attic salt）那样有味。因此，attic salt 也就成了一个常

用的习语。 

attic： ['ætɪk]n.阁楼，顶楼 adj.雅典风格的，阿提卡式 

atticism：['ætɪ,sɪzəm]典雅的用语，雅典式的用语，对雅典的崇敬 

attic salt：高尚的智趣；文雅的机智 

93. 圣经中几乎通天的巴别塔 

英语单词 Babel 和 Babylon 其实指的是同一个城市（古巴比伦），只不过 Babel 来源于

希伯来语，Babylon 来源于希腊语。据《圣经·创世纪》记载，大洪水后，诺亚的子孙越来越

多，遍布地面。他们向东迁移，在古巴比伦附近定居下来。他们彼此商量说，要烧砖为石，

拿石漆为灰泥，建造一座城市和一座通天塔，以传扬其名。由于他们语言相通，齐心协力，

很快就建成了一座巨大的城市，高塔也直插云霄，快到天上了。此事惊动了上帝。上帝担心

人类办成此事后将狂妄自大，为所欲为，便变乱众人的语言，使大家无法交流，通天塔也因

此半途而废。这座城市和塔便被称为 Babel，在英语中比喻“嘈杂声”。而来源于希腊语的

Babylon 在英语中比喻奢华浮靡的城市。 

Babel：['bebl] 巴别塔，通天塔，巴比伦 

babel：['bebl] n.嘈杂声 

Babylon：[ˈbæbilən]n.巴比伦，奢华而罪恶的城市 

94. 著名女同性恋诗人萨福的出生地莱斯博斯岛 

英语单词 lesbian 指的是女同性恋，来自公元前 6 世纪古希腊著名女同性恋诗人萨福

（Sappho）的出生之地、希腊的莱斯博斯岛（Lesbos）的名称，字面意思就是“莱斯博斯岛

的”（of Lesbos）。 

在 19 世纪晚期之前，英语单词 lesbian 的用法还仅限于其本意，如莱斯博酒（lesbian 

wine）。到了 1890 年，医学界开始使用 lesbian 一词表示女性之间的情欲关系，因此，lesb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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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逐渐成为“女同性恋”的代名词。 

莱斯博斯岛是希腊的第三大岛，居民有 10 万人。由于担心误解，人们一般用该岛的首

府 Mytilini 来称呼该岛。希腊政府甚至考虑将该岛名称改为 Mytilini。2008 年，莱斯博斯岛

本地人向希腊法庭上诉，认为用 lesbian 一词代指女同性恋有损他们的人权，“让他们在全

世界蒙受耻辱”，要求恢复该词的原意，仅用来表示莱斯博斯岛人，禁止女同性恋自称 lesbian，

但这一要求未获同意。 

lesbian：['lezbɪən] n.女同性恋者 adj.女同性恋的 

（三） 人名相关 

95. 受到众人抵制的土地经纪人博伊科特 

英语单词 boycott（抵制）源自英国人查尔斯·博伊科特（Charles Boycott）的姓氏。博伊

科特在 19 世纪 70 年代移居爱尔兰，成为了爱尔兰大地主俄内伯爵的地产经纪人。在当时的

爱尔兰，农民为了反抗地主的盘剥和压迫，纷纷自发组织各种形式的反抗。其中，“土地联

盟”便是农民组织之一。“土地联盟”试图在爱尔兰进行土地改革，推出一项新政策，要求

地主降低地租。博伊科特拒绝降低地租，还驱逐参加运动的佃农，激起了爱尔兰人的公愤。

因此，“土地联盟”号召民众对其进行一种“道德流放”，断绝与他的一切来往，拒绝为他

提供任何商品和服务。未过多久，博伊科特便发现自己完全陷入孤立，不得不狼狈地离开了

爱尔兰。 

这件事经当时的英国报纸报道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后人经常加以仿效，对自己

不满的组织或活动进行联合抵制。博伊科特的姓氏 boycott 也就成为了“联合抵制”的代称。

中文中通常翻译为“杯葛”。 

boycott：['bɒɪkɒt] vt.杯葛，联合抵制，拒绝参加 n.联合抵制运动 

96. 杀人卖尸的连环杀手伯克 

19 世纪初，在英国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当时，随着医学的快速发展，对共医

学解剖用的尸体的需求激增。当时有个名叫威廉·伯克（William Burke）的爱尔兰人，移居

到苏格兰的爱丁堡，居住在他同乡威廉·黑尔（William Hare）所经营的公寓内。1827 年，

公寓内一名孤寡老人去世。伯克和黑尔一道把他的尸体从棺木中偷出，卖给了一名外科大夫，

发了一笔小财。随后，这两人看到了生财之道，在后来的十个月内，他们利用情妇和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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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骗了至少 15 名过路的酒鬼、妓女等来投宿，灌醉后将他们闷死，然后把完整的尸体卖给

医生。最后，他们在谋害一名妇女时失败暴露。黑尔揭发同案犯后获释，而伯克则被判处绞

刑。在执行绞刑时，愤怒的围观群众纷纷大叫“burke him!”，意思是用伯克的作案手法来

捂死他。从此以后，伯克凭此凶杀案而遗臭万年，甚至进入了电影，同时还为英语词汇添加

了 burke 这一单词，表示“捂死”之义，后来又引申出“悄然平息”等意思。 

burke：[bə:k] vt.捂死，使窒息而死，秘密除去，悄然平息。 

97. 拿破仑的狂热崇拜者沙文 

英语单词 chauvinism（沙文主义）源自法国士兵尼古拉•沙文（Nicolas Chauvin）的姓氏。

沙文出生于法国第一共和国时代，18 岁入伍，在战斗中表现英勇，曾 17 次中弹。他对拿破

仑十分忠诚，曾经获得拿破仑亲手授予的荣誉军刀和 200 法郎奖赏，是法国的传奇士兵。 

沙文对拿破仑以军事手段征服其他民族的侵略政策狂热崇拜。在后拿破仑时期，狂热爱

国在法国不再流行，作为拿破仑的狂热崇拜者，沙文成为了人们的讥讽对象。在 1831 年的

一部法国喜剧《三色帽徽》中，首次出现了 chauvinism（沙文主义）一词，以讽刺的口吻对

沙文的这种狂妄自大、鄙视其他民族的情绪进行了描写。 

现在，chauvinism（沙文主义）一般用来描述过高看重自己所在国家、民族或团体，鄙

视其他国家、民族或团体的思想和态度，如大国沙文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男性沙文主义。 

chauvinism：['ʃəʊv(ɪ)nɪz(ə)m] n.沙文主义，盲目爱国主义 

chauvinist：['ʃəʊv(ɪ)nɪst] n. 沙文主义者；盲目的爱国者 adj. 沙文主义的 

98. 著名的受虐狂作家马索克 

英语单词 masochism（受虐狂）、masochist（受虐狂者）来自著名的受虐狂患者、奥地利

小说家利奥波德·萨克·马索克（Leopold von Sacher Masoch）。马索克是一位有受虐倾向的奥

地利著名作家，和萨德（著名虐待狂、作家）一样，他的真实生活也和他的文学作品紧密地

连在一起。马索克认为，女人是被制造出来驯服男人的兽性冲动的。他总是被那些比自己强

悍、年岁也大于自己的女人所吸引，他屈从于她，当他的“兽性”冲动表现出来时，她就对

他施加肉体上的虐待，而他从而获得性满足。 

马索克最主要的虐恋作品是《穿貂皮衣的维纳斯》，曾被搬上大银幕。这是一位贵族男

子自愿成为一位贵妇的奴隶的故事。书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塞弗林（Severin）和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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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da）已成为男性奴隶和女性主人之间关系的象征，在现代报刊杂志的虐恋者寻偶广告

中，这两个名字常常被寻找此类伴侣的人们使用。 

马索克的作品被人视为虐恋文学的范本，包括了虐恋文学的所有要素。他的虐恋小说的

文学价值明显高于一般的色情文学作品，与萨德的作品一起进入经典行列。 

马索克不仅发表了多篇优秀的虐恋文学作品，而且身体力行，与多名女子有过受虐狂的

性关系，最后被第二任妻子送入了精神病院。 

后人根据马索克的姓氏创造出 masochism（受虐狂）、masochist（受虐狂者）等词，并将

其与著名虐待狂、法国作家萨德侯爵两人的名字合为 sadomasochism 一词，简称为 SM。 

masochism：['mæsəkɪz(ə)m] n.受虐狂，被虐待狂，受虐倾向 

masochist：['mæsəʊkɪst] n.受虐狂者，有受虐倾向的人 

99. 特立独行的牧场主马华力 

在 19 世纪的美国德克萨斯州，有一位名叫山姆•马华力（Samuel Maverick）的牧场主，

被当地人看作是特立独行者。按照当时的习俗，牧场上的牛、马等牲畜都要打上本牧场的烙

印，这样牲畜丢失后，人们根据身上的烙印就能识别是哪家牧场的牲畜。但这位马华力却偏

偏不肯按照惯例给牲畜打上烙印。不过这样也好，以后凡是见到身上没有烙印的牲畜，大家

就知道是马华力家牧场的了。马华力也因为此事而出名。 

不过，据历史学家考证，当年马华力不愿给牲畜打烙印并非出自特立独行考虑，而是对

放牧之事缺乏兴趣。因为这位马华力在历史上扮演的更重要角色是一名律师和政治家。当时

的德克萨斯州还属于墨西哥，正在争取独立。马华力积极参加了德克萨斯独立革命，亲自率

领部队冲锋陷阵，击败了墨西哥军队，参加了墨西哥军队的投降仪式，并成为《德克萨斯独

立宣言》的签署者之一。 

不管怎样，马华力在美国历史上成了特立独行的典型。他的姓氏 Maverick 也因此青史

留名，成为了“特立独行者”的代名词。美国 NBA 联盟中，德州达拉斯小牛队的英文名就

是 Dalas Maverick，表达的就是这种叛逆不羁、特立独行的精神，译为“达拉斯特立独行队”

可能更精确。著名电影“壮志凌云”中，汤姆·克鲁斯所饰演的主角的代号就是 maverick（独

行侠），正好契合他的性格特征。 

maverick：['mæv(ə)rɪk] n.特立独行者，独行侠；没打烙印的牲畜 adj.特立独行的，不按

常规的；未打烙印的（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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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古希腊女同性恋诗人萨福 

英语单词 sapphist(女同性恋)一词来自古希腊时期的著名女诗人萨福（Sappho）的名字。

萨福是公元前 7 世纪希腊著名女抒情诗人，出生于希腊岛屿 Lesbos。她的父亲喜好诗歌，在

父亲的熏陶下，萨福也迷上了吟诗写作。 

在罗德斯岛，萨福建立了一所女子学校，专门教导女孩子们写作诗歌。当时有不少少女

慕名而来，拜在她门下。萨福以护花者的爱恋心情培育她们，同时也像母亲一样呵护她们成

长，心中的诗情在朝夕相处中转化为深深的爱恋，使她与女弟子们在那片芬芳之地上绽放出

艳丽的同性之爱的花朵。萨福为这些少女写下了许多动人的情诗和婚歌，她的许多诗篇都是

对女弟子学成离别或嫁为人妇时表达相思之情的赠诗。古希腊人对同性之间的爱情抱有很大

的宽容之心，所以这些带有强烈同性恋情感的诗歌不但没有遭禁，反而广为传颂。 

萨福是一位创造出了自己特有诗体的抒情诗人，这种诗体被称作“萨福体”。古希腊人

十分称赞她，说男诗人有荷马，女诗人有萨福，柏拉图曾誉之为“第十位缪斯”。她的诗对

古罗马抒情诗人卡图卢斯、贺拉斯的创作产生过不小影响，后来在欧洲一直受到推崇。萨福

留有诗歌九卷之多，但目前仅存一首完整的诗章，其余均为残篇断简。 

从 19 世纪末开始，萨福成为了女同性恋的代名词，也被近现代女性主义者和女同性恋

者奉为鼻祖。她的名字也成了女同性恋的代名词，产生了 sapphist、sapphism 等单词。 

sapphist：[ˈsɒfɪst] n.女同性恋 

sapphism：['sæfizəm] n.女同性恋行为，女同性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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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神话传说 

1、 accomplishment of Perseus：丰功伟绩 

在古希腊神话中，珀尔修斯（Perseus）是传说中的英雄。根据神示，长大成人的珀尔修

斯将会推翻国王外祖父的统治并把他杀死。因此外祖父非常恐惧，就把他们母子二人装进一

只大箱子扔进大海。箱子被冲到一座小岛上，岛上的国王波吕得克忒斯垂涎于珀尔修斯的母

亲，开始狂热地追求她，但受到珀尔修斯的阻挠。国王为了支走他，就鼓动珀尔修斯去取蛇

发女怪美杜莎的头，渴望冒险和建功立业的珀尔修斯毅然踏上征途。 

蛇发女怪美杜莎面目狰狞，凡是看见她的人就会顷刻变成石头。在智慧女神雅典娜和神

使赫尔墨斯的帮助下，珀尔修斯成功割下了美杜莎的头。归途中，珀尔修斯杀死海怪，救下

了埃塞俄比亚公主安德洛墨达并娶她为妻。 

珀尔修斯带着妻子去找母亲，发现母亲为躲避波吕得克忒斯的迫害而躲在一座破旧的神

庙里，珀尔修斯就让波吕得克忒斯看美杜莎的头颅，把他变成了石头。在完成了自己的业绩

后，珀尔修斯带着母亲、妻子去见外祖父。外祖父害怕神示会应验，就躲到了外地。 

不久，珀尔修斯外出路过某地，恰逢当地举办体育竞技大会，珀尔修斯前去参加，在掷

铁饼时，不慎将一老者打死，此人正是珀尔修斯的外祖父，神示应验。 

 

在英语中，accomplishment of Perseus（珀尔修斯的业绩）常用来形容“辉煌的成就、杰

出的贡献”。 

例句：You can never look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Perseus from a man like John. 你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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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要指望约翰那样的人能成就大事。 

2、 Achilles and Patroclus：情同手足 

希腊神话中，帕特洛克罗斯（Patroclus）是希腊第一勇士阿喀琉斯（Achilles）的远房亲

戚和挚友，两人一同随希腊联军出征特洛伊。后来，阿喀琉斯与联军统帅阿伽门农不合，拒

绝出战。希腊联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善良的帕特洛克罗斯不忍看到士兵们受苦，更不忍挚

友的名誉毁于一旦，于是穿上挚友的阿喀琉斯盔甲出战。他假扮的阿喀琉斯参战曾让希腊军

士气大振，杀了许多特洛伊人及同盟军，但最后被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所杀。阿喀琉斯得知

挚友被杀的消息，怒发冲冠，重返战场，与赫克托尔展开了决斗，最后杀死了赫克托尔，为

自己的挚友复仇。从此以后，人们就用 Achilles and Patroclus（阿喀琉斯和帕特洛克罗斯）来

比喻“结义兄弟、肝胆相照的好兄弟”。 

 
例句：He and John are good friends. They go to everywhere together like Achilles and 

Patroclus. 他和约翰是好朋友，两人形影不离，情同手足。 

3、 Achilles' heel：唯一要害 

出自古希腊传说。阿喀琉斯（Achilles）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参加特洛伊战争的一

个半神英雄、希腊联军第一勇士。他是海洋女神忒提斯和英雄珀琉斯之子。他出生后，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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忒提斯为了使他炼成金刚不坏之躯，将其倒提着浸在冥河水中，除忒提斯所捏的脚踵外，全

身刀枪不入。阿喀琉斯在特洛伊战争中杀死特洛伊第一勇士赫克托尔，使希腊军转败为胜。

后来，特洛伊小王子帕里斯受到太阳神阿波罗的指引，暗箭射中阿喀琉斯的脚踵，阿喀琉斯

因此受伤身亡。 

 
后来，人们就常用 Achilles’ heel（阿喀琉斯之踵）来比喻强大人物身上唯一的薄弱之处、

致命的死穴或软肋。 

例句：John's vanity is his Achilles's heel . 约翰的虚荣心是他的致命弱点。 

4、 Althaea's brand：世事难料 

 古希腊卡利敦王国的王后阿尔泰亚（Althaea）在临盆之际梦见命运女神对她说，她儿

子的寿命和一根燃烧的木柴相同，一旦木柴燃尽，她的儿子必将丧命。禁不住阿尔泰亚的苦

苦哀求，命运女神只好透露秘诀：只要把燃烧中的木柴拿出炉子，就可以延长寿命。阿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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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爱子心切，连忙将炉中的柴薪弄熄，锁在首饰盒里，并且依照命运女神的吩咐，将儿子取

名墨勒阿革洛斯。 

33 年后，墨勒阿革洛斯已经长成一个英俊勇敢的优秀猎人。有一次，他率领大批人马

前去围猎著名的卡吕冬野猪。这头野猪身材庞大，粗大锐利的獠牙如同象牙一般。在围猎过

程中，野猪横冲直撞，接连杀死了三名猎人。关键时刻，身手敏捷的女英雄阿塔兰忒率先射

中了野猪。墨勒阿革洛斯和其他猎人围着受伤的野猪，合力杀死了它。论功行赏时，墨勒阿

革洛斯认为阿塔兰忒功劳最大，因此将猪头和猪皮赠给阿塔兰忒。但其他男猎人愤愤不平，

尤其是墨勒阿革洛斯的两位舅舅，直接动手从阿塔兰忒手中抢走了战利品。墨勒阿革洛斯一

怒之下挥起长矛，竟然把两位舅舅双双刺死。 

当噩耗传回宫中，阿尔泰亚悲痛欲绝。为了替兄弟复仇，她取出首饰盒中的木柴放入熊

熊烈火之中，转眼间火舌吞没木柴，墨勒阿革洛斯立时断气， 而阿尔泰亚也回到房内悬梁

自尽了。这个故事令人唏嘘不已，后人就用 Althaea’s brand（阿尔泰亚的柴薪）来比喻“世

事难料”。 

例句：Who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a billionaire of yesterday would turn out a beggar today? 

What an Althaea’s brand this was! 谁能想到昔日的百万富翁今天会变成乞丐？真是世事难料

啊！ 

5、 ambition of Theseus：雄心壮志 

雅典国王埃勾斯在一次漫游中邂逅某国公主埃特拉，同她结了婚。埃勾斯回国后不久，

埃特拉就生下了儿子忒修斯（Theseus）。埃勾斯临走时把自己的宝剑和鞋压在一块巨石头下

面，对妻子说，儿子长大后如果能搬动巨石取出宝剑和鞋，就让他到雅典找父亲。忒修斯逐

渐长大成人，轻而易举地搬开了巨石，取出宝剑和鞋，就动身去雅典。 

忒修斯壮志满怀，一心想建功立业，他没有走海路，而是选择危险最多的陆路，旅途中

他建立了一些英雄壮举：杀死专门用铁棒杀害过路人的“棒子手”强盗珀里斐忒斯；杀死用

扳弯的松树树梢撕裂路人的“扳松贼”强盗辛尼斯；杀死迫使路人为他洗脚，趁其不备把他

们踢下悬崖的强盗斯喀戎；打败彪形大汉刻耳库翁；杀死“铁床匪”普洛克鲁斯特斯。完成

这一切后，忒修斯来到了雅典与父亲相认，父亲宣布他为王位继承人。接下来忒修斯又立下

了许多功绩，其中包括捕获马拉松野牛，消灭克里特岛上的牛头怪物米诺陶洛斯。忒修斯继

承王位后统一了全国，修筑了雅典城，政绩显赫，深得人心。因此，人们就用习语 the am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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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seus（忒修斯的抱负）来比喻“雄心壮志”。 

例句：This young man has the ambition of Theseus, he wants to be the first black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这位年轻人雄心万丈，他想成为美国的第一位黑人总统。 

6、 ambitious as Phaethon：自命不凡 

法厄同（Phaethon）是太阳神与美丽的人间女子克吕墨涅生下的儿子。法厄同十分骄傲， 

常常在朋友面前夸耀自己是神的后裔，但是朋友们根本不相信。为了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

法厄同求父亲让他驾驶太阳车。因为太阳神曾指着冥河发誓一定满足这个儿子的愿望，所以

只好答应。法厄同根本驾驭不了拉着太阳车的神马，致使太阳车偏离了原有轨迹，擦撞地球，

引起了一场大火。据说非洲受害最深，黑人的皮肤就是那时变成黑色的。法厄同最后支持不

住了，马和车完全失去了控制，乱窜的火焰烧着了他的头发。他一头扑倒，从豪华的太阳车

里跌落下去，如同一团燃烧的火球落在了远离家园的埃利达努斯河。后来，人们就用 Phaethon

（法厄同）来表示“自命不凡的家伙”，而用 ambitious as Phaethon（像法厄同那样野心勃

勃）来表示“自命不凡”、“骄傲自大”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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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Many graduates are ambitious as Phaethon to succeed. 现在许多毕业生自命不凡急

于成功。 

7、 Aphrodite’s girdle：美人计 

在希腊神话中，爱与美之女神阿芙洛狄忒（Aphrodite）有一条神奇的金腰带，是她的丈

夫、火与工匠之神赫菲斯托斯特意打造。她只要带上这条金腰带，无论是凡人还是天神都无

法抗拒她的魅力。在特洛伊战争期间，天后赫拉为了帮助希腊人取胜，准备色惑宙斯，使他

放松警惕，以便海神波塞冬去战场上帮助希腊人。为此，赫拉特意找阿芙洛狄忒借了这条神

奇的金腰带，果然成功地魅惑了宙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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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中，Aphrodite’s girdle（阿芙洛狄忒的金腰带）常常用来比喻“令人无法抗拒的

诱惑”。 

例句：She sometimes borrowed Aphrodite’s girdle to excite his passion and thus weaken his 

will.  有时，她施展美人计来勾起他的情欲，从而削弱他的意志。 

8、 Apollo：美男子 

中国人喜欢用“潘安之貌”来形容风度翩翩的美男子，外国人则用太阳神阿波罗

（Apollo） 来做比喻。阿波罗是希腊神话中宙斯与黑夜女神勒托之子，他既是太阳神，又是

光明之神，同时还是医药、音乐、诗歌以及其它一切美术的神，是奥林匹亚山上众神中最年

轻俊美的神祗。由于阿波罗多才多艺，风度翩翩，于是他的大名 Appolo 就成了“美男子”

的代称。 

例句：Like an Apollo, he comes and arrests everyone's attention. 他翩然而至，吸引了所有

人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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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pple of discord：纷争根源 

出自古希腊神话故事。传说希腊英雄珀琉斯和爱琴海海神涅柔斯的女儿忒提斯在珀利翁

山举行婚礼，大摆宴席。他们邀请了奥林匹斯上的诸神参加喜筵，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惟

独没有邀请掌管争执的不和女神厄里斯。这位女神恼羞成怒，决定在这次喜筵上制造不和。

于是，她不请自来，并悄悄在筵席上放了一个金苹果，上面镌刻着“属于最美者”几个字。

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爱与美之神阿芙洛狄忒都自以为最美，应得金苹果，获得“最

美者”称号。她们争执不下，闹到众神之父宙斯那里，但宙斯不愿偏袒任何一方，就要她们

去找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评判。三位女神为了获得金苹果，都各自私许帕里斯以某种好处：

赫拉许给他以广袤国土和掌握富饶财宝的权力，雅典娜许以文武全才和胜利的荣誉，阿芙洛

狄忒则许他成为世界上最美艳女子的丈夫。年青的帕里斯在富贵、荣誉和美女之间选择了后

者，便把金苹果判给爱与美之女神。为此，赫拉和雅典娜怀恨帕里斯，连带也憎恨整个特洛

伊人。后来阿芙洛狄忒履行诺言，帮助帕里斯拐走了斯巴达国王墨涅俄斯的王后——-绝世

美女海伦，从而引起了历时 10 年的特洛伊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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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女神厄里斯丢下的那个苹果不仅成了天上 3 位女神之间不和的根源，而且也成为

了人间 2 个民族之间战争的起因。因此，在英语中产生了 apple of discord（不和的金苹果）

这个成语，常用来比喻不和、纷争的根源。 

例句：The boundary line between the countries was an apple of discor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边界问题是两国战争的祸根。 

10、 Arachne’s labour：纺织工作 

在希腊神话中，阿拉克尼（Arachne）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吕底亚少女，特别擅长刺绣，

并骄傲地宣称就连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手艺也比不上她。雅典娜知道了非常生气，化身为一个

老太婆下凡，找到阿拉喀涅，劝告她要对神保持谦卑之心。心高气傲的阿拉喀涅不肯听取雅

典娜的劝告。于是雅典娜现出原形，要与阿拉喀涅比赛刺绣手艺。雅典娜绣的内容是自己和

波塞冬争夺雅典城的故事，四个角上还绣了四个凡人因为不敬重神灵而被神严惩的故事。阿

拉喀涅绣的则是神灵撒谎行恶的丑事，如宙斯勾引诸多凡间女子的风流故事。两人的手艺不

相上下，但阿拉喀涅绣的内容大大激怒了雅典娜。她愤怒地毁掉了阿拉喀涅的作品，并用梭

子在她额头上连敲三下，将其变成了一只蜘蛛，罚她永远都要织网。从此以后，人们就用

Arachne’s labour（阿拉克尼的工作）来表示“纺织工作”。 

 

例句：Busy with Arachne's labour, she spent all the summer inside the house. 整个夏天她都



英语习语典故集锦  钱磊博士 

微信公众号 钱博士英语                                11 

足不出户，忙于纺织工作。 

11、 Ariadne’s thread：雾中明灯 

希腊神话中，古代克里特岛上的国王米诺斯（Minos）有一头名为“米诺陶”（Minotaur）

的牛首人身怪物，国王为他建造一座迷宫，并且下令被自己征服的雅典每年必须进献七对少

男少女给这头怪物食用。 有一年，雅典王子忒修斯（Theseus）为了为民除害，自愿进贡。

当他和伙伴们来到克里特岛时，偶然间遇见了米诺斯的公主阿里阿德涅（Ariadne）。忒修斯

的翩翩风度和少年英俊令公主砰然心动，于是便交给忒修斯一把剑和一团线，要他将一端拿 

在手里，一端放在迷宫外。忒修斯除掉怪物米诺陶之后，就是借由阿里阿德涅的线才安全地

逃出迷宫。从此以后，人们就用习语 Ariadne’s thread（阿里阿德涅的线）来比喻“在困惑中

得到的指点”。 

 
例句：We need an Ariadne's thread to guide us through all these difficulties. 我们需要有人

来指点迷津，帮助我们走出这重重困境。 

12、 as Cephalus to Procris：意笃情深 

在希腊神话中，刻法罗斯（Cephalus）是一位俊美的猎人，他与雅典公主普洛克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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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ris）真诚相爱并结了婚。婚后两人生活幸福，可刻法罗斯偏偏喜欢“好事多磨”，他

想考验妻子是否忠贞，就谎称离家八年后再回来，期限未满他就乔装成外乡人归来，以许多

赠品引诱普洛克里斯变心，然后指责她不贞节。普洛克里斯羞愧难当，逃到克里特岛，成为

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的随从，女神给了她一只每投必中的矛和一头奔跑神速的狗。这一次，

普洛克里斯自己乔装打扮去引诱刻法罗斯。刻法罗斯自然没有认出面前这位漂亮的女人就是

自己的妻子。普洛克里斯许诺如果刻法罗斯与她相好，她就把女神百发百中的矛送给他，但

刻法罗斯没有动心，于是普洛克里斯拆穿骗局，夫妻俩和好如初。 

后来，晨光女神奥罗拉爱上了刻法罗斯，并向他表达了爱慕之情，刻法罗斯因深爱着自

己的妻子，不为所动，晨光女神又气又恼，怀恨在心，她施计让刻法罗斯在一次狩猎中用百

发百中的矛误杀了妻子，刻法罗斯悲痛万分，投海自尽。源于这个传说，西方人用习语 as 

Cephalus to Procris（像刻法罗斯对普洛克里斯一样）来表示“意笃情深”。 

 

例句：The husband showed great fidelity to his wife, as Cephalus to Procris. 这位丈夫对他

的妻子忠贞不渝，意笃情深。 

13、 a son of Bacchus：酒鬼 

巴库斯（Bacchus）是古罗马神话中的酒神，等同于希腊神话中的狄俄尼索斯（Diony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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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仅握有葡萄酒醉人的力量，还布施欢乐与慈爱，在当时成为极有感召力的神，拥有众多

的崇拜者。习语 a son of Bacchus（巴库斯的儿子）是一种诙谐说法，用来比喻“酒鬼”。 

与巴库斯有关的习语还有 Bacchus has drowned more men than Neptune。Neptune 是罗马

神话中的海神，所以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酒神淹死的人比海神多”，常常翻译为“美酒为

害烈于海水”。另外，Under the influence of Bacchus（在酒神影响之下）的意思就是“醉酒”。 

 

例句：Like a son of Bacchus, he can drink up two bottles of whisky at a breath. 他是个大酒

鬼，能一口气喝下两瓶威士忌。 

14、 as shy as Daphne：羞羞答答 

在希腊神话中，有一回阿波罗遇到丘比特在摆弄弓箭，便忍不住嘲笑了几句，说他这个

小娃娃不应该摆弄大人的东西。受到嘲讽的丘比特决心报复，就趁阿波罗不注意，向其射出

金箭，点燃他的爱情之火，然后又把浇灭爱情之火的铅箭射向河神的女儿、美丽的宁芙仙女

达芙妮（Daphne）。于是，阿波罗疯狂地爱上了达芙妮，拼命追逐她。可怜的达芙妮四处躲

避，眼看阿波罗就要追上，便央求父亲河神将其变成一颗月桂树。阿波罗伤心欲绝，却又无

可奈何，于是便折下了月桂树枝编成桂冠戴在自己头上，作为对爱人的纪念。从此以后，人

们就用 as shy as Daphne（像达芙妮那样羞涩）来形容人的羞羞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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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Would you please tell me the name of that girl who looks as shy as Daphne? 你能否

告诉我那位腼腆少女的名字？ 

15、 Atalanta's race：投机取巧 

希腊神话中，阿塔兰忒（Atalanta）是一位美丽而又强健的女猎手，善于奔跑和狩猎，

曾经和其他众多英雄好汉一道参加了著名的卡吕冬野猪狩猎大会。阿塔兰忒对男人和婚姻没

有兴趣，但迫于父命，不得不开始为自己寻找丈夫。阿塔兰忒采取了赛跑招亲的方式，要求

求婚者与自己赛跑，赢了比赛的人可以成为她的丈夫，而输了的人则被她杀死。众多男人贪



英语习语典故集锦  钱磊博士 

微信公众号 钱博士英语                                15 

恋阿塔兰忒的美貌，纷纷报名参加比赛，但都没能跑赢阿塔兰忒，因而被阿塔兰忒无情地杀

死。另一位希腊英雄希波墨涅斯无意中看到阿塔兰忒，立刻被她的美貌和矫健吸引了，于是

像其他求婚者一样答应与阿塔兰忒比赛跑步。在比赛之前，希波墨涅斯向爱神祈祷，请求她

的帮助。爱神听到他的祷告，给了他三个漂亮的金苹果。比赛开始后，希波墨涅斯一马当先，

阿塔兰忒在后面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了，希波墨涅斯掏出一个金苹果，扔到了跑道上。

阿塔兰忒看到漂亮异常的金苹果了，不由得动心了，弯腰拾起了金苹果。希波墨涅斯乘机拉

开了距离。就这样，希波墨涅斯连续三次扔出金苹果，依靠这种方式赢得了比赛，最终抱得

美人归。从此以后，人们就用 Atalanta's race（阿塔兰忒的比赛）来比喻“投机取巧”、“靠

计谋获胜”。 

 

例句：John won an Atalanta's race with a pair of special racing shoes. 约翰利用一双特别的

跑鞋投机取巧地赢得了比赛。 

16、 bear a Bellerophon letter：自寻死路 

希腊神话中，柏勒罗丰（Bellerophon）原本是科林斯王国的名门后裔，因为在狩猎时误

杀弟弟而出国避祸，寻求普罗特斯国王的庇护。 没想到美丽的王后安黛雅爱上了他，顾及

普罗特斯对他的救命之恩，柏勒罗丰拒绝了安黛雅的青睐。结果安黛雅恼羞成怒，转爱为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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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罗特斯面前反咬柏勒罗丰一口，说柏勒罗丰非礼她。普罗特斯想处死柏勒罗丰，可是又

不便亲自下手，就写了一封信，请柏勒罗丰送给吕西亚国王伊奥巴兹，信中的内容正是要伊

奥巴兹杀死送信人。伊奥巴兹知情后，也不便下手，只好出了一道道的难题，先是要柏勒罗

丰除掉一个狮头羊身的怪兽奇美拉，后来又要他远征亚马逊部落。柏勒罗丰冒着九死一生的

危险，终于凯旋归来。伊奥巴兹知道他不是凡人，便不再加害于他，反而将公主嫁给他。从

此以后， 人们就用 a Bellerophon letter（柏勒罗丰的信）来比喻“对送信人十分不利的信件”，

用 bear a Bellerophon letter（带上柏勒罗丰的信）来比喻 “自寻死路”。 

例句：The thief bears a bellerophon letter to rob a policeman. 这个小偷竟然抢劫一位警察，

简直是自寻死路。 

17、 between cup and lip：功败垂成 

希腊神话中，安凯厄斯（Ancaeus）是主神宙斯（Zeus）的儿子，在开辟一片葡萄园时，

他的仆人预言说，他将永远也喝不到用这葡萄园里的葡萄酿出的酒，安凯厄斯很不以为然。

当葡萄熟了，酿成了酒，安凯厄斯倒了一杯葡萄酒，举杯至唇边，把仆人嘲讽了一番。仆人

说，“杯到唇边还会失手呢（There’s many a slip between the cup and the lip）。”话音刚落，

就有人报信说，一头野猪闯进了葡萄园，正在践踏葡萄，安凯厄斯急忙放下酒杯跑了出去，

结果在与野猪搏斗时不幸身亡。 

在英语里，习语 between cup and lip（杯唇之间）常用来比喻“将成未成之际、功败垂

成之际”。 

例句：Don't be too sure of success. There's many a slip between the cup and the lip. 不要太

过自信，以为一定会成功，功败垂成是常有的事。 

18、 between Scylla and Charybdis：左右为难 

在希腊神话中，在亚平宁半岛南端和西西里岛之间的墨西拿海峡两侧盘踞着两个海怪。

一个叫做斯库拉（Scylla），她上半身是女性形象，但腰间长有 6 个狗头，每个头都拥有三排

锋利的牙齿和长长的脖子，一次可以叼走 6 个人。住在她对面的海妖叫做卡律布狄斯

（Charybdis），她每天三次吞吐海水，形成巨大的旋涡。所有经过的船只都难以逃脱被卷入

漩涡而摧毁的命运。 

因为墨西拿海峡非常狭窄，两只海怪几乎封锁住了整个海峡，想要同时避开两个海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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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想逃脱斯库拉的六张血盆大口，你就会因为离卡律布狄斯太近而

被卷入漩涡。如果你想避开卡律布狄斯造出的巨大漩涡，你就会因为距离斯库拉太近而被吃

掉。因此，习语 between Scylla and Charybdis（在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之间）就被人用来比

喻“左右为难”。 

 

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归乡途中经过此处。在牺牲六名船员和

整艘船葬身海底之间，他选择了前者。结果他的六个同伴都被斯库拉捉去吃掉，好在他和其

他人都侥幸逃脱。 

例句：When the man’s wife and her mother got together, he was between Scylla and Charybdis. 

当这个男人的妻子和他母亲住在一起时，他真是左右为难，两头受气。 

19、 cask of Danaides：无底洞 

希腊神话中，达那俄斯（Danaus）是埃及国王的儿子，他有 50 个漂亮女儿，称为达那

伊德斯姐妹（Danaides）。他的孪生兄弟埃古普托斯有 50 个儿子，他们追求他的 50 个女儿。

达那俄斯带领女儿从兄弟那里逃走，来到阿耳戈斯。他教当地人掘井，受到人们的尊敬与爱

戴，后来成为阿耳戈斯国王。埃古普托斯的 50 个儿子闻讯来到阿耳戈斯，强迫达那俄斯把

50 个女儿嫁给他们，达那俄斯假意答应，嘱咐女儿们在新婚之夜各自杀死新郎。他的 49 个

女儿都照办了，只有小女儿不忍心对新郎林扣斯下手。埃古普托斯听到自己 49 个儿子死去

的消息，悲痛而死。为了为父兄报仇，林扣斯最终杀死了达那俄斯和他的 49 个女儿，并惩

罚她们在地狱里劳作，永无休止地往一个无底桶（cask）里灌水。所以，在英语里，人们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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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 cask of Danaides（达那伊德斯姐妹之桶）表示“无底洞”或“永无休止的徒劳无益的工

作”。 

 

例句：With terrible management, that company is indeed a cask of Danaides, yet the public 

do not hesitate to pour their money. 由于管理不善，那家公司已成为投资的无底洞，但公众仍

然豪不犹豫地继续投资。 

20、 Cassandra warnings：不为人信的警告 

卡珊德拉（Cassandra）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Priam）的女儿，阿波罗

神殿的女祭司，据说是世界上除海伦外第二漂亮的女人。阿波罗被她的美貌吸引了，对她展

开了追求，并许诺把预言能力作为礼物送给她。卡珊德拉答应了阿波罗的追求，获得了预言

能力后却反悔了，不愿与阿波罗发生关系。阿波罗被激怒了，对她施加诅咒，使她说出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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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无人相信。获得预言能力的卡珊德拉向特洛伊人民提出了众多不吉利的预言，如特洛伊的

覆灭，但都不为人信。她的预言能力反而成为她的痛苦之源。特洛伊最终被希腊联军攻陷，

卡珊德拉被希腊将领小埃阿斯从神庙中掳走。因此，后人就用 Cassandra warnings（卡珊德

拉的警告）来表示最初不为人信但最终证实为真的预言和警告。 

 

例句：Many commentators raised Cassandra warnings about the threat originating from 

cyberspace. 许多评论家针对源自网络空间的威胁提出了警告，但当时并不为人所信。 

21、 Castor and Pollux：手足情深 

在古希腊神话中，卡斯托尔（Castor）和波吕克斯（Pollux）是一对双胞胎，是绝世美人

海伦的哥哥。他们的母亲是斯巴达国王廷达瑞俄斯的王后勒达。不过他们虽然是一母同胞，

身份却大不相同。卡斯托尔的父亲是斯巴达国王，因而他也是凡人，而波吕克斯的父亲却是

众神之父宙斯，所以拥有不朽的生命。当卡斯托尔在一次战斗中被杀死后，与兄弟情深意重

的波吕克斯便央求宙斯，希望能与兄弟分享自己永恒的生命。宙斯深受感动，于是安排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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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流在人间与冥间生活，每日一轮换。后来，两兄弟化为天上的“双子座”，从此再不分离。

后人就用习语 Castor and Pollux（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来形容“手足情深”。 

例句：John and his brother get along very well like Castor and Pollux. 约翰和他哥哥相处

十分融洽，手足情深。 

22、 Charon's boat：黄泉路 

在古希腊神话中，Charon（卡戎）是冥界中用小船载鬼魂千万冥府的艄公。他不仅在冥

河上摆渡，还肩负着分辨来到冥河岸边的是死者亡灵还是不应进入冥府的活人的任务，因此

他也是分辨之神。天文学上，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冥卫一。在英语中，人们用习语 Charon's 

boat（卡戎的小船）来比喻人死后前往阴间的过程，相当于中文中的“黄泉路上”。 

 

例句：When John arrived in his hometown, his father had boarded on Charon's boat. 当约翰

赶回老家时，他的父亲已经上了黄泉路。 

23、 climb Pamassus：诗歌创作 

帕尔纳索斯山（Parnassus）是希腊南部的一座山，希腊神话中是太阳神阿波罗和缪斯女

神们所居之山，驰名世界的德尔菲神托所就位于该山的南坡上。由于阿波罗和缪斯女神都掌

管诗歌文艺，所以帕尔纳索斯山被人视为“艺术的殿堂”。后人就用习语 climb Pamassus（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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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帕尔纳索斯山）来形容“攀登艺术殿堂”、“诗歌创作”。 

 

例句：The poet is climbing Pamassus, don't disturb him. 这位诗人正在写诗，不要打搅他。 

24、 cross the Styx：过鬼门关 

斯提克斯（Styx）是希腊神话中冥界中的四大冥河之一。据说，神明越过此河就会失去

神性，因此奥林匹克山上的神灵以此河名义发誓为最为隆重的誓言，而半神（神与凡人的儿

女）浸泡过斯提克斯河水后就会刀枪不入，但有一个部位会成为弱点。特洛伊战争中的大英

雄阿喀琉斯出生时就被他妈倒提着浸泡斯提克斯河水中，从而变得刀枪不入，只有脚后跟因

为被他妈捏着没有入水，所以成为他的软肋。斯提克斯河是划分人间和冥界的界线，相当于

中文的“鬼门关”，所以人们常常用 cross the Styx（越过冥河）来比喻“死亡”。 

例句：The patient is waiting to cross the Styx. 这个病人正在等死。 

25、 Cupid's (golden) arrow：爱情之箭 

丘比特（Cupid）是古罗马神话中，爱与美之女神维纳斯和战神马尔斯私通后所生的儿

子，被称为“小爱神”。他的形象通常是一个胖乎乎的儿童或英俊少年，手持弓箭。据说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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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有两种箭，一种是金箭（golden arrow），被其射中的人将深深地爱上自己看到的第一个

异性；另一种是铅箭，被其射中的人将会厌恶并拒绝看见第一个看见的异性。丘比特曾经为

了报复太阳神阿波罗，便用金箭射中阿波罗，使他疯狂地爱上宁芙仙子达芙妮，而同时又朝

达芙妮射去铅箭，使其抗拒太阳神的追求。在英语中，人们常常用 Cupid's（golden）arrow

（丘比特之箭）来表示“爱情之箭”。 

 

例句：John was shot with Cupid's arrow and fell in love with Laura. 约翰中了爱情之箭，

爱上了劳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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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圣经故事 

26、 Aaron's rod/serpent：生杀大权 

出自《旧约·出埃及记》。亚伦（Aaron）是以色列首领摩西的哥哥，以能言善辩而出名。

上帝吩咐他们兄弟二人率受苦受难的以色列人出走埃及，到“那美好宽阔的流着奶与蜜的迦

南之地”。亚伦和摩西就去见埃及法老，要求他放行。法老不同意，亚伦就把手杖抛到法老

面前，手杖马上变成了蛇（serpent）。法老召来巫师和术士，他们也把手杖抛出来，也都变

成了蛇，结果，亚伦的蛇吞食了他们的蛇。此外，亚伦的手杖还能行使各种神迹。在上帝的

帮助下，埃及人遭受了一系列打击，最后法老无奈，被迫同意以色列人出走埃及。 

 

在英语里，人们用 Aaron's rod（亚伦的手杖）或 Aaron's serpent（亚伦的蛇）表示“征

服一切的力量；制服一切的权力”。 

例句：What policies will you adopt if you are given Aaron's rod? 如果你大权在握，你会采

取什么政策？ 

27、 Abigail：侍女 

《圣经•旧约》中记载，大卫王在落魄之时，曾求助于一个名叫“拿八”的富户，因为

大卫王的部下曾经保护过他的牧人和羊群。但拿八为人刚愎凶恶，不仅拒绝了大卫王的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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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出言不逊。大卫王十分愤怒，就率军前去攻击拿八。拿八有位美貌而又贤惠的妻子，名叫

“亚比该”（Abigail，在希伯来语是“父亲的喜悦”之意），闻知其事，赶紧准备厚礼，在

半路上迎接大卫王，谦卑地自称奴婢，向大卫王赔礼道歉，请求宽恕，劝阻大卫王勿犯杀人

之罪。大卫王接受了亚比该的道歉，率部离开。十天后，拿八遭天谴暴毙。大卫王感激亚比

该劝阻自己行恶，就娶其为妻。 

英文版的《圣经》出版后，英国戏剧家鲍蒙特和弗莱彻合写的剧本《傲慢的夫人》(The 

Scornful Lady)中的女仆也取名为 Abigail。后来，许多作家群起仿效，在其作品中以 Abigail

作为女仆的名字。更巧的是，英国的安妮女王身边就有一位臭名昭著的女侍臣就叫做 Abigail 

Hill。由于有 Abigail 反复被用作侍女的名字，所以 abigail 一词就成了侍女的代名词了。 

28、 Absalom's hair：致命优点 

出自《旧约·撒母耳下》。押沙龙（Absalom）是以色列国王大卫（David）的儿子。他从

头到脚毫无瑕疵，特别是他那头浓密的头发更是引人注目，是远近闻名的美男子。据说押沙

龙每年剪一次头发，剪下的头发足有四五斤重。大卫王晚年贪图美色，怠于政事，押沙龙乘

机笼络人心，瞅准时机反叛父王，迫使大卫连夜逃走。大卫王逃脱后聚集旧部镇压叛军，在

以法莲树林里和押沙龙的军队交战。押沙龙大败，骑着骡子逃跑，经过一棵大橡树时，长发

被树枝缠住，坐骑走掉，身体吊在半空中。这时大卫的大将约押赶来，把押沙龙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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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沙龙因为美丽的头发而命丧黄泉。后人就用 Absalom's hair（押沙龙的头发）来比喻

“可能招来灾祸的美貌、带来致命伤的特长”。 

例句：Mary is a good dancer but she's getting fat lately, which is her Absalom's hair. 玛莉是

名优秀的舞蹈演员，但是她最近有些发福，这是一位舞蹈演员的致命之处。 

29、 Adam and Eve：老祖宗 

出自《旧约·创世纪》。据记载，上帝创造了世界万物后，就照着自己的形象，用泥土捏

了一个男人，并将生命之气吹入他的鼻孔，起名“亚当“（Adam）。上帝见亚当寂寞，就取

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称为“夏娃”（Eve）。亚当和夏娃就是人类的始祖，住

在伊甸园中。后来夏娃受蛇的哄诱，偷食了知善恶树所结的禁果，也让亚当食用，二人遂被

上帝逐出伊甸园。在英语中，人们常用 Adam and Eve（亚当和夏娃）来比喻“人类始祖”。 

 

例句：Tom's grandma lived to be over a hundred — lived to be Adam and Eve, as they say.汤

姆的奶奶活到一百多岁——像别人说的，都活成老祖宗了。 

30、 Adam's apple：喉结 

《旧约·创世纪》记载了亚当和夏娃偷食知善恶树上的禁果，因而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的

故事。后人在此基础上调油加醋，形成了一个有趣的民间传说。圣经中的“禁果”变成了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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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而且亚当在吃它时，由于紧张，一片果核或果肉卡在了喉咙里，形成了一个隆起，这就

是男人的喉结的来源。由于这个有趣的故事，人们就用 Adam's apple（亚当的苹果）来比喻

“喉结”。 

例句：Adam's apples are found on both women and men – they just show up more prominently 

in men. 男人和女人都有喉结——男人的更显著而已。 

31、 Adam's ribs：女人 

出自《旧约·创世纪》。上帝泥土造了第一个男人亚当（Adam）后，见他孤单，就“让亚

当沉睡，他就睡了。于是上帝就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上帝就用那人身上

取出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把她带到男人身边。”这个女人就是夏娃（Eve）。由于上帝用

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女人，所以在英语里，人们用习语 Adam's ribs（亚当的肋骨）来比喻女人。 

例句：John has taste many kinds of Adam's ribs.约翰见识过很多种类型的女人。 

32、 a pottage of lentiles：眼前小利 

《旧约·创世纪》第 25 章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犹太族长以撒的妻子利百加怀孕期间，

感觉到 2 个胎儿在她腹内互相踢打，就去问耶和华，耶和华对她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

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后来，利百加果然生下一对孪

生兄弟，哥哥叫以扫，弟弟叫雅各。两兄弟长大后，以扫好动，常外出打猎，雅各则常在家

里帮助料理家务。有一天，以扫打猎回来，又饥又渴，看见弟弟雅各在熬红豆汤，就对他说：

“我饿极了，求你给我喝点红豆汤吧!”雅各说：“你要喝汤，就把你的长子继承权卖给我。”

以扫说：“我都要饿死了，要这长子继承权有什么用呢?”于是，他便按照雅各的要求，对

天起誓，把长子继承权卖给雅各，换来饼和红豆汤（pottage of lentiles）。以扫吃饱喝足后，

起身走了。他哪里想到，为了这碗红豆汤，他的后裔便注定要服侍雅各的后裔。 

后来，人们便用习语 a pottage of lentiles/ a mess of pottages（一碗红豆汤）来比喻“眼前

小利”、“用极大代价换来的物质享受”；用习语 sell one's birthright for a pottage of lentiles/ 

a mess of pottages (为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继承权)来比喻“为了眼前小利而放弃了长远的重

大利益”。 

例句：It was argued that by joining the Common Market Britain would be giving away her 

national rights and advantage for a pottage of lentiles. 有人争辩说，加入西欧共同市场英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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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小失大，丧失自己的国家权益和优势。 

33、 apple of Sodom：华而不实 

Sodom（所多玛）是远古时代的一座城市，位于死海附近。在圣经中，它和另一座城市

俄摩拉被描述为罪恶之城，流行同性恋和淫乱，后来都被上帝摧毁。传说所多玛当地生长有

一种十分高大的苹果树，结出的果实十分华丽漂亮，令人喜爱。凡是经过的人都禁不住要采

摘一个来品尝，但每当拿到手里剥开皮后，里面却是一团像灰土一样的东西，根本无法食用。

据说这是上帝对当地居民的一种惩罚。 

后来世人就用习语 apple of Sodom（所多玛的苹果）或 the Dead Sea apple（死海的苹果）

来比喻华而不实、虚有其表的事物。 

例句：Nowadays there are a lot of sexy babes who are actually apples of Sodom. 现在很多

性感美眉都是金玉其表败絮其内。 

34、 ark of the covenant：金科玉律 

“约柜”（ark of the covenant）指的是一个神秘的柜子，据说里面藏有两块石版，上面

刻有摩西从上帝耶和华那里得来的十诫。根据《旧约·出埃及记》的记载，摩西带领犹太人

出走埃及后，上帝在西奈山的山顶上亲自把十诫传达给摩西。十诫被犹太人视为上帝和犹太

民族所订立的契约（covenant），被犹太人尊为生活的准则，也是犹太社会最初的法律条文。 

据说约柜最早藏在古代犹太教的圣殿里面，但经过悠久的历史与许多的战乱，约柜的真

实下落已经成为历史谜题了。在英语中，习语 ark of the covenant（约柜）常常用来比喻极其

神圣、被广泛尊崇的物品、规章制度或观念、“金科玉律”、“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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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Many people put their leader's words into the ark of the covenant.许多人把领袖的话

视为金科玉律。 

35、 Armageddon：末日决战 

出自《新约·启示录》。根据该书的说法，在世界末日来临之时，三个鬼魔聚集天下众国

之王，在一个叫做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的地方，与耶稣基督展开一场善恶之间的终极

决战。“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

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争战。……那

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作哈米吉多顿。” 

在英语中，人们常用 Armageddon（哈米吉多顿）来比喻“末日决战”、“终极一战”、

“毁灭世界的最后大战”、“世界末日”。 

例句：The arms race between the two great powers can lead to Armageddon. 两个超级大国

的军备竞赛可能导致一场毁灭世界的末日决战。 

36、 as curious as Lot’s wife：过分好奇 

 出自《旧约·创世纪》第 19 章。犹太人始祖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得（Lot）一家住在所多

玛。有一天，上帝决定毁灭罪恶滔天的所多玛与蛾摩拉。在亚伯拉罕的恳求下，上帝派遣两

名天使将罗得一家人带离所多玛。两位天使告诉罗得一家跟着他们往前走，千万不要回头看。

可是罗得的妻子实在太好奇了，在动身离开的时候，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结果身体顿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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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条盐柱。从此以后，人们就用 Lot’s wife（罗得的妻子）来比喻“过分好奇的人”，as 

curious as Lot’s wife（像罗得妻子一样好奇）来比喻“过分好奇”。 

 

例句：Curious as Lot's wife, he enjoys prying into other people's secrets and is therefore 

generally disliked. 他好奇心太重，很爱打听人家的秘密，所以人们多数都不喜欢他。 

37、 as forceful as Samson：力敌千钧 

参孙（Samson）是圣经中记载的犹太人大力士。据《旧约·士师记》记载，参孙是玛挪

亚的儿子，生于公元前 11 世纪。他凭借上帝所赐予的神力，徒手击杀雄狮，并只身与以色

列的外地非利士人争战，曾经用一块驴腮骨就杀死了一千名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对他恨之入

骨却又无可奈何，只能采用美人计，用美女大利拉套出了参孙的神力秘密，并偷偷剪掉了参

孙的长发，使其丧失神力，从而抓获了参孙。非利士人挖掉了参孙的双眼，尽情羞辱他。后

来，非利士人举行盛大的祭神活动，想再次羞辱参孙，就把参孙从牢房中带到神殿上，用铁

链将参孙的双手捆绑在石柱上。没想到，参孙在牢房期间，向上帝诚心忏悔，同时他的头发

也渐渐长了出来，他的神力再次回到身上。在神殿上，参孙施展神力，拉倒了石柱。神殿崩

塌下来，参孙和参加活动的所有非利士人同归于尽。后人用习语 as forceful as Samson（像参

孙那样有力）来形容人力大无比。 

例句：As forceful as Samson, that warrior killed dozens of enemies in the battle field. 那名

武士力大无比，在战场上杀死了数十名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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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as poor as Job：一贫如洗 

出自《旧约·约伯记》。约伯（Job）是一位正直、虔诚的好人。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

儿，家道丰富，牛畜成群，仆婢盈门，生活十分幸福。撒旦为了考验约伯对上帝的虔诚，两

次三番降灾于约伯。第一次是剥夺他的财富，一天之内，约伯的牲畜被示巴人掠去，羊群被

火烧光，骆驼被迦勒底人夺去，就连他的儿女们也在聚餐中因大风吹倒房屋而全部丧命。然

而对于此等遭遇，约伯只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

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这个故事，西方人常用习语 as poor as Job

（像约伯那样穷）来比喻极其贫穷。 

例句：I am as poor as Job, my lord, but not so patient. 我象约伯一样穷的，大人，可是却

没有他那样的好耐心。 

39、 as wise as Solomon：聪明绝顶 

所罗门（Solomon）是《圣经》记载中的以色列国王，以其智慧著称。据《旧约·列王纪》

第四章记载，大卫王死后，他的儿子所罗门即位。在梦中上帝耶和华问他要什么，所罗门别

无他求，只请求上帝赐给他智慧，以管理好这个国家，上帝见他不求福寿、不求灭仇敌，只

求智慧，非常高兴，就让他成了天下最有智慧的人。所罗门因此思想精深，学识广博，并利

用自己的智慧将以色列治理得井井有条。所罗门执政期间，以色列和犹太联合王国的国力达

到顶峰，军队强大，商业繁荣，耶和华圣殿和华美的王宫相继在耶路撒冷建成。因此而被视

为古代以色列最伟大的国王。所罗门还擅长诗歌，写过 1000 多首诗歌。他的许多故事在世

界各地广为传颂。因此，后人常常用 Solomon 来形容有智慧的人，用 wise as Solomon（像所

罗门那样聪明）来形容人十分聪明。 

例句：He thought he was as wise as Solomon, but it turned out he was a moron. 他自以为聪

明绝顶，但事实上是个大笨蛋。 

40、 at the eleventh hour：最后时刻 

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 20 章。耶稣给众人讲了一个天国的比喻，他说：“天国好比

下面的故事，有一个葡萄园主清早出去，雇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工作，每天给他们一块银币。

然后在上午 9 点、中午 12 点、下午 3 点、下午 5 点，他又分别雇用了几个人，收工时，园

主都给了他们一块银币。那些从清早就干活的人抱怨，为什么在第十一个小时（at the eleve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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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r）才进来的人，只干了一个小时却得到同样的报酬。园主回答说：‘朋友，我并没有占你

便宜，你不是同意每天一块银币的工资吗？拿你的钱回家去吧！我要给那最后进来的跟你的

一样，难道我无权使用自己的钱吗？为了我待人慷慨，你就嫉妒吗？’”耶稣用这个故事来

喻指能够进入天国的，即使在最后时刻也来得及。凡进入天国的人，上帝都对他们一视同仁，

不分先后。 

因此，在英语中，人们就用 at the eleventh hour（在第十一个小时）来比喻“在最后时

刻”。 

例句：The tow explorers were rescued at the eleventh hour. 两个探险家在最后一刻被营救

了。 

41、 before the Flood：很久以前 

出自《旧约·创世纪》第 43 章。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偷吃了禁果后，被上帝逐出了

伊甸园。亚当和夏娃的大儿子该隐把小儿子亚伯杀了，自此，人类开始手足相残，互相仇恨，

杀戮成性，人世间充满了暴力和罪恶。上帝大为震怒，决定用洪水灭绝一切，但他怜惜好人

诺亚，就让他提前造一只方舟，在洪水到来之前让他的全家人和各种动物的雌雄各一躲进方

舟。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上帝就降大雨到人间，大雨整整下了 40 天，人世间的一切都遭

到了灭顶之灾，只有诺亚一家人幸免于难，洪水退去后，幸存者走出方舟，来到新生的天地

里，重新开始繁衍生息。诺亚是亚当的十世玄孙，洪水过后被看成是人类的始祖，所以，习

语 before the Flood （洪水之前）表示远古时代、很久很久以前。 

例句：John’s room badly needs redecorating; the wallpaper looks as if it had been put up before 

the Flood. 约翰的房间很有必要重新装修一下，壁纸看起来都成古董了。 

42、 Benjamin's mess：最大份额 

出自《旧约·创世纪》。雅各是犹太人始祖亚伯拉罕的孙子，他有十二个儿子，其中最小

的两个叫做约瑟（Joseph）和便雅悯（Benjamin），是一个母亲所生的同胞兄弟。雅各最宠爱

约瑟，引起了哥哥们的不满和嫉妒。哥哥们将约瑟卖到埃及为奴。后来，约瑟凭借自身才能

当时了埃及的宰相。大旱之间，雅各打发 10 个儿子来埃及买粮，便雅悯因为年幼没有去。

约瑟设计让哥哥们把便雅悯带来埃及。兄弟相认，悲喜交加。约瑟原谅了哥哥们，并设宴招

待哥哥和弟弟。席间，约瑟为兄弟们分发食物，便雅悯所得的是其他兄弟的五倍。饭后，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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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还给哥哥每人一套衣服，而便雅悯一人得到 5 套衣服。因此，后人就用习语 Benjamin's 

mess（便雅悯的份额）表示最大的份额、最丰厚的一份。 

例句：We put the same effort in that business, but Benjamin's mess of the profit went to him. 

在这桩生意中我们投入的心血相同，但他独占了利润的大头。 

43、 bone of the bone and flesh of the flesh：血肉相连 

出自《旧约·创世纪》。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地上的尘土造出一个男人，名叫“亚当”

（Adam）。后来，上帝见亚当独居无伴，于是趁亚当沉睡的时候从他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成

了一个女人，叫做“夏娃”(Eve)。上帝把夏娃领到亚当面前，亚当说：“这是我骨中之骨，

肉中之肉”（This is bone of my bone and flesh of my flesh），从此两人结为夫妻。现在，人们

常用 bone of the bone and flesh of the flesh（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来比喻血缘上的亲属关系

或思想上的团结一致。 

例句：The trade union was bone of the bone and flesh of the flesh of the workers. 工会与工

人是血肉相连的。 

44、 brand from the burning：劫后余生 

源出《旧约·阿摩司书》。该书记录了公元前 8 世纪犹太人的先知阿摩司（Amos）的言

论。当时，犹太人已经分裂为南部的犹太国和北部的以色列国两部分，两个国家的政治和经

济都达到了项峰。然后，繁荣所带来常见的果实──骄傲、奢侈、自私、压迫──在南北两国

普遍蔓延。以色列的状况要更坏一些，因为它的第一任国王耶罗波安一世设立了牛犊崇拜，

在偏离上帝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阿摩司原本是犹太国一个牧羊和修理桑树的人，他目睹社会

中的种种罪恶，挺身而出向犹太人宣讲道义，严厉谴责犹太人的腐败和罪恶，预言以色列王

国的覆灭。他向以色列人发出警告，劝他们不要“三番五次的犯罪”，应悔过自新。 

在《阿摩司书》第 4 章第 11 节中，阿摩司向以色列人传达上帝的警告：“我倾覆你们

中间的城邑，如同我从前倾覆所多玛和蛾摩拉一样，使你们好象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

（brand from the burning）”。因此后人便用习语 brand from the burning（从火中抽出来的一

根柴）来比喻大难得救的人或劫后余生。 

例句：When I realized I was through that siege, I felt like a brand from the burning.当我意识

到自己已经度过了那场灾难时，我真有劫后余生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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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broken reed：破苇难倚 

出自《旧约·以赛亚书》第 36 章。“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苇杖（broken 

reed）。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 

在《新约·马太福音》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压伤的芦苇（bruised reed），他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实行公理，叫公理得胜。” 

因此，后人常常用习语 broken/bruised reed（压伤的芦苇）来比喻不可靠的人或物。 

例句：You lean upon a broken reed if you trust to his compassion.你要是指望他的怜悯，那

就等于是靠在破苇杆上。 

46、 build on the sand：根基不稳 

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 7 章。耶稣在登山室训中讲到什么样的人能进天国时，他说：

“哪些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并不都能进天国；只有实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在

末日来临的时候，许多人要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会奉你的名传上帝的信息，也曾奉

你的名赶许多鬼，行许多奇迹！’那时候，我要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

恶的，走开吧！’所以，所有听我这些话而实行的，就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纵

使风吹雨打水冲，房子也不倒塌，因为它的基础立在磐石上。可是，那听见我这些话而不实

行的，就像一个愚蠢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一遭受风吹雨打水冲，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

塌得多么惨重！” 

在现代的英语中，人们用 build on the rock（建立在磐石上）表示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

上；用 build on the sand（建立在沙子上） 表示建立于不稳固的基础上。 

例句：His plan, like a house built on sand, has no solid foundation. 他的计划如沙子上建房

子，没有牢固的根基。 

47、 bull of Bashan：气壮如牛 

出自《旧约·诗篇》。巴珊（Bashan）是古代约旦河东的一片富饶地区，以产壮牛著名。

因此习语 bull of Bashan（巴珊的公牛）就常常用来形容人气壮如牛、大嗓门。 

例句：A bull of Bashan woke the sleeping child with his noise. 一个大嗓门的人把那个酣

睡的孩子吵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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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burnt offering of Isaac：忍痛割爱 

出自《旧约·创世纪》。亚伯拉罕 100 岁时，他的妻子撒拉才为他生下儿子以撒。亚伯拉

罕将其视为掌上明珠。以撒长大后，有一天，上帝耶和华要求亚伯拉罕将儿子以撒献祭给上

帝。对上帝无比虔诚的亚伯拉罕按照上帝的命令，将以撒带到山上，搭好柴火堆，让以撒躺

好。正当亚伯拉罕准备献出儿子性命的最后关头，上帝派天使阻止了亚伯拉罕，让他以山羊

代替。因此，后人就用习语 burnt offering of Isaac（以撒的燔祭）来表示忍痛割爱、毫无保留

的奉献 

 
例句：She donated all her money to the church, it was her burnt offering of Isaac.她把所有

钱财都捐献给了教会，这是她毫无保留的奉献。 

49、 by the skin of one's teeth：间不容发 

出自《旧约·约伯记》。为了考验约伯（Job）对上帝的虔诚，魔鬼撒旦使约伯倾家荡产、

疾病缠身。约伯咬牙坚持，对前来看望他的朋友们说：“我的皮肉紧贴骨头，只剩牙皮逃脱

了（My bone cleaveth to my skin and to my flesh, and I am escaped with the skin of my teeth）。”

这里的“牙皮'(the skin of my teeth)指的是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在这里，可怜的约伯用了一个

比喻：他的逃脱空间就像牙齿表面的牙釉质那样狭窄。从此以后，人们就用 by/with the s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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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one's teeth（只剩牙皮）来形容距离灾祸或失败非常近、非常侥幸地逃脱。 

例句：I passed the test by the skin of my teeth. 我勉强通过了测试。 

50、 Cain slew Abel：谋杀手足 

出自《旧约・创世纪》。该隐（Cain）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大儿子，亚伯（Abel）是

该隐的弟弟。两兄弟长大后，该隐成为了一名农夫，而亚伯成为了一名牧人。有一天，该隐

和亚伯同时献供物给上帝耶和华。该隐献出的是地里的土产，亚伯则将自己牧养的羊群中头

生的羊和羊的脂油献给上帝。上帝看中了弟弟亚伯和他的供物，却没有看中作为哥哥的该隐

和他的供物。因此，该隐很不服气，大大地发怒。上帝警告该隐要谨慎行事，但该隐不仅不

听从，反而更加愤怒，并将此事怪罪在弟弟亚伯身上。后来有一天，当他们兄弟二人正在田

间说话时，该隐就起来打他兄弟亚伯，并最终把他杀害了。上帝质问该隐：“你的兄弟去哪

里了？”该隐还不肯说实话，反而回答说：“我不知道。难道我是他的看管者吗？”因此，

上帝惩罚该隐，让他带着杀害亲人的烙印永远离开家乡，成为一个流离失所的人。 

据说，该隐是人类第一个弑亲的罪人，所以他的名字 Cain 就成为了“凶手”或“恶魔”

的代名词。习语 Cain slew Abel（该隐杀害亚伯）常常被后人用来表示“谋杀手足”。与该

隐相关的习语还有 raise Cain（或 raise hell/the devil），它的字面意思是“惹恼该隐”，常被

用来比喻大吵大闹、暴跳如雷。另一个与该隐有关的习语是 the mark of Cain（该隐的记号（，

意思是“谋杀罪”，源自上帝在该隐额头上留的记号。 

例句：It is a Cain slew Abel case. The victim is the younger brother of the murderer. 这是一

件谋杀手足的案子, 被害者是凶手的弟弟。 

例句：The teacher will raise Cain if you are late again. 如果你再迟到，老师会大发雷霆的。 

51、 cast one's bread upon the waters：漂母进饭 

源自《旧约・传道书》。原文是：“应当将你的粮食撒到水面上，因为日久你必得回报。”

（You cast your bread upon the waters, for after many days you would find it again.）意思是说，

只要人们施舍，帮助别人，很快就会得到回报。现在，人们常常用习语 cast one's bread upon 

the waters（把面包撒到水面上）来表示不求回报的施舍、真心行善。 

例句：Mr White is so kind and generous that he always casts his bread upon the waters. 怀特

先生很厚道慷慨，总是做好事而不图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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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典名著 

52、 Achates' friendship：生死之交 

出自古罗马主人诗人维吉尔的名著《《埃涅伊德》（Aeneid）。该书叙述了特洛伊勇士埃

涅阿斯（Aeneas）在特洛伊被希腊联军攻破后流亡至意大利半岛，创立古罗马的故事。阿凯

提斯（Achates）是埃涅阿斯的朋友，忠实而勇敢，陪伴埃涅阿斯一起出生入死，自始至终忠

心耿耿。因此，在英语中人们就用 Achates 来表示“忠实朋友”，用 Achates' friendship 表示

“生死之交”。 

53、 add insult to injury：雪上加霜 

这则习语出自一世纪时的古罗马寓言作家费德鲁斯（Phaedrus）写的一则故事：有个秃

子一巴掌向停在他头上的苍蝇打去，可苍蝇飞走了，那巴掌就打在秃子自己头上。苍蝇嘲笑

说：“刚才碰你一下，你就要杀我；现在你不但挨了痛，还受了辱，该拿自己怎么样呢（What 

will you do to yourself since you have added insult to injury)?”从此以后，人们就用 add insult 

to injury（受伤后还受辱）来表示“雪上加霜”、“更糟糕的是”。 

例句：We started off late, to add insult to injury, our car broke down on the way. 我们出发

得晚，更糟的是，我们的车又在路上抛了锚。 

54、 a dog in the manger：占着茅坑不拉屎 

出自《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中的“马槽里的狗”（a dog in the manger）：一头狗

躺在堆满稻草的马槽里。狗自己并不吃草，但当马或牛等食草动物靠近马槽想吃草时，这头

狗却冲着它们狂哮，不准这些食草动物享用。 

成语 a dog in the manger 常用来讽刺那些霸占了资源或位置，自己不用却不让别人享用

的人，相当于中文中的“占着茅坑不拉屎”、“损人不利已”。 

例句：I’d like to ask you to consider it again and not to be a dog in the manger . 我劝你还是

再考虑考虑，不要做那损人不利己的事。 

55、 a fly on the wheel：夜郎自大 

出自《伊索寓言》的典故。一辆马车驶过大路，扬起滚滚尘土。一只苍蝇趴在轮轴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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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我扬起多大的灰尘哪!”因此，a fly on the wheel（车轮上的苍蝇）现用来比喻狂妄自大

的人。 

例句：Peter is nothing but a fly on the wheel. 彼特不过是个妄自尊大的人而已。 

56、 a horse of another color：另一回事 

在莎士比亚戏剧《理查三世》（King Richard the Third）最后一幕中，国王在博斯沃思平

原上决生死战。当时他失去战马，不得不徒步格斗。心慌意乱的他不断地大喊着：“马！马！

用我的王国换一匹马！”可是却来了一匹“颜色不同的马”（a horse of another color)。国王

抬头一看，骑在马背上的居然是死神！ 原本国王祈求的是一匹能克敌致胜的战马，没想到

来的竟然是死神的坐骑。因此，人们便用 a horse of another color 比喻“完全是另一回事”或

“全然不同的事物”。 

例句：Don't trust what jason has said. The truth is a horse of another color. 不要相信杰森所

说的，事情的真相完全是另一回事。 

57、 Aladdin's lamp：如意法宝 

出自阿拉伯名著《一千零一夜》。一个名叫阿拉丁（Aladdin）的年青小伙子受到魔法师

的欺骗，前去一个设有陷阱的山洞取一只神奇的油灯。阿拉丁被困在山洞，靠着魔法师借给

他的一只魔戒才带着油灯返回家里。当他清理油灯时，从油灯里出来一个神通广大的精灵。

在精灵的帮助下，阿拉丁变得有钱有势，最后还娶了公主。后来，魔法师通过“以旧换新”

的诡计，从公主那里骗走了神灯，命令精灵将阿拉丁的宫殿搬到沙漠。阿拉丁在魔戒的帮助

下，打败了魔法师并救回了公主。 

因为这个故事，人们就用 Aladdin's lamp（阿拉丁的油灯）来比喻能满足人一切愿望的

神奇工具。与此故事相关的习语还有 Aladdin's cave（阿拉丁的山洞），比喻“藏宝洞”。 

例句：Why do we keep the belief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Aladdin’s lamp that makes dreams 

come true？我们为什么一直相信政府有实现梦想的如意法宝呢？ 

58、 albatross around one's neck：沉重负担 

出自 18 世纪英国诗人、浪漫主义文学奠基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 年）的著名诗歌《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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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诗歌中，柯勒律治讲述道，一个水手在船上射落了一只信天翁，结果给这艘船带来了厄运。

因此，其他水手强迫他把信天翁的尸体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以此表示杀害信天翁的只有他一

人，与其他水手无关。然而，死神并没有放过其他人。船上所有水手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最

后，眼看着船上的人几乎全部死光时，杀死信天翁的水手终于开始真心忏悔自己的罪行。当

他跪下低头祈祷时，信天翁的尸体自动从他脖子滑落，他也因此终于卸下了一直折磨自己的

重负。从此以后，随着这首诗歌的广泛流传，albatross around one's neck 也就成为习语，常用

来比喻沉重的负担。 

例句：My wife and I always dreamed of having a big house, but now that we own one, we 

find it's an albatross around our necks. 我和我太太一直梦想有一栋大房子。现在我们买了大房

子，却发现它是个很大的负担。 

59、 Amphitryon：东道主 

出自法国戏剧大师莫里哀（Molière）的著名喜剧《安菲特律翁》（Amphitryon）。该剧改

编自希腊神话，讲的是众神之主宙斯看上了底比斯国王安菲特律翁的妻子阿尔克墨涅，趁安

菲特律翁在外征战之际，化身为安菲特律翁来到王宫，不仅骗到阿尔克墨涅与他上床，还吩

咐安菲特律翁的仆人在家大摆筵席，款待众多宾客。安菲特律翁从外返回，撞上在自己家骗

吃骗喝骗睡的宙斯，怒不可遏，请求前来赴宴的宾客们帮他杀死宙斯。但所有人看到两个一

模一样的安菲特律翁，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安菲特律翁的仆人此时自作聪明地说了一句：

“真正的安菲特律翁是那个请客吃饭的安菲特律翁。”最后，过足瘾的宙斯这才现出原形，

升天而去，并告诫安菲特律翁不要怨恨，因为有众神之父这样的情敌其实是莫大的荣耀，也

不要怀疑阿尔克墨涅的忠贞，因为自己只有化身为安菲特律翁才能跟她上床。后来阿尔克墨

涅生下一个儿子，他就是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 

因为莫里哀的这部喜剧，尤其是其中的台词“真正的安菲特律翁是那个请客吃饭的安菲

特律翁”，后人就用安菲特律翁（Amphitryon）来表示东道主、请客吃饭的人。 

例句：International speculating capital weakens the independency of Amphitryon monetary 

policy. 国际投机资本削弱东道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60、 nine days' wonder：一时轰动 

出自英国诗歌之父乔叟著名的爱情叙事诗《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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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eyde）。该诗讲述了特洛伊战争期间，特洛伊小王子特洛伊罗斯和投靠希腊联军的特洛伊

祭司的女儿克瑞西达之间的爱情故事。在女方舅舅潘达洛斯的撮合下，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

达私定终身，但投靠希腊联军的克瑞西达之父用被俘的特洛伊将领来交换自己的女儿。克瑞

西达被迫离开爱人，来到希腊军营，最后不得不沦为希腊将领狄俄墨得斯的情妇。残酷的战

争改变了克瑞西达的命运，把她变成了负心的女人。特洛伊罗斯的心碎了，他的爱情理想像

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在剧中，得知克瑞西达将作为交易品被送至希腊联军后，潘达洛斯建议特洛伊罗斯带走

克瑞西达，并向他保证此事引发的骚动不安不过是“nine days' wonder”（九天的轰动）。因

此，后人就用习语 nine days' wonder（九天的轰动）来比喻“一时轰动”、“昙花一现的热闹

事件”。 

例句：It'll be a nine days' wonder and then people will forget. 这不过是一时的轰动，过不

了几天人们就会忘记的。 

61、 a pound of flesh：割肉还债 

出自莎士比亚笔下著名的讽刺喜剧《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威尼斯商

人安东尼奥是个宽厚为怀的富商，有一次为了帮助好友成亲而被迫向犹太商人夏洛克借贷三

千金币。夏洛克因为安东尼奥借钱给人不要利息，影响高利贷行业，又侮辱过自己，所以仇

恨安东尼奥，乘机设下圈套，在借贷契约中规定：倘若安东尼奥逾期不能还款，就要从他身

上割下一磅肉 (a pound of flesh)。天有不测风云，安东尼奥因为自己的商船触礁沉没而无法

按时还贷。夏洛克告到法庭，要根据契约割下安东尼奥的一磅肉来。正在危急时刻，安东尼

奥好友的妻子鲍西亚乔扮男装，以律师身份出庭为安东尼奥辩护。她辩称依照契约，夏洛克

只能割一磅肉，而不许取走一滴血。要割肉而不滴血，这显然是无法办到的。结果夏洛克败

诉，他狠毒的害人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而白白失去财产。 

因此，人们就用 a pound of flesh（一磅肉）来表示分文不能少的债务或合法而不合情理

的要求。 

例句：My business is closed and my wife has cancer, and still the bank wants its pound of 

flesh; they'll take my house if I can't pay back what I borrowed for my wife's hospital bills. 我的公

司倒闭了，妻子又得了癌症，而银行却不为所动地催逼债务。如果我不能偿还我为付妻子的

医院帐单而借的款子，他们就要没收我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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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ass in a lion's skin：声厉内荏 

来自《伊索寓言》。有头驴发现一张狮子皮，他披着狮子皮走进村庄。所有的人和动物

见到他走过来都逃走了。驴感到很得意，他高声地嘶叫，却被人认了出来。他的主人跑过来

打了他一顿。不久，一只狐狸也跑过来，对他说：“哦，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是驴。”因此，

人们就用 ass in a lion's skin（披着狮皮的驴）来比喻声厉内荏、外强中干的人，或说大话的

胆小鬼。 

例句：That candidate is an ass in a lion's skin, he would never have the courage to stand up 

for any cause. 那个候选人是一个说大话的懦夫, 他决不会有胆量为任何事业挺身而出。 

63、 Barmecide's feast：虚情假意 

来自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天方夜谭》。在巴格达有一个波斯王子名叫巴米塞德

（Barmecide），有一天他佯请前来乞讨的穷汉奈沙尔一同进餐，但不给食物，仅以空盘飨食，

以想象画饼充饥。奈沙尔假装吃得津津有味，还赞不绝口，最后还摆出一副醉态，打了主人

一记耳光。巴米塞德十分欣赏他的机智和幽默，把他留下来，用真正的酒席款待他。因此，

人们就用巴米塞德的名字 Barmecide 来表示“假装殷勤的人”、“答应给人好处而不兑现的

人”，习语 Barmecide's feast（巴米塞德的酒席）则表示“虚情假意”、“口惠而实不至”。 

例句：She had expected a warm welcome, but what she received was but a Barmecide's feast. 

她曾希望得到热情的欢迎，但她得到的只不过是虚情假意。 

64、 bay the moon：徒劳无功 

出自莎士比亚的戏剧《裘力斯·恺撒》。在剧中恺撒有一句台词：“I had rather be a dog, and 

bay the moon,than such a Roman.(我宁愿做一只吠月的狗，也不愿做这样一个罗马人。)”后

来人们就用 bay the moon 或 bark at the moon（吠月）来比喻空嚷、徒劳、枉费心机。 

例句：He is baying at the moon, with no help to solve the problem. 他这是在徒劳，对解决

问题毫无帮助。 

65、 bear's service：好心办好事 

出自俄国作家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有个隐士久居荒郊，与一只熊成了好朋友。

有一回，隐士在午睡，熊看到一只苍蝇落到了隐士脸上。熊想帮隐士赶走苍蝇，可是赶来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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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苍蝇也没赶走。熊急了，搬起一块大石头朝苍蝇砸去。结果可想而知，苍蝇虽然被赶跑了，

但隐士也被砸死了。因此，人们就用 bear's service（熊的效劳）来表示“帮倒忙”、“好心

办坏事”。 

例句：He tried to help her wife with the cooking, but turned out to be bear's service. 他想帮

老婆做饭，反而帮了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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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历史轶事 

66、 a bull in a china shop：败事之徒 

1816 年，英国的阿姆赫斯特勋爵（Lord Amherst）奉命出使中国，代表英国政府与满清

政府洽谈发展贸易问题，结果一无所获。当时英国多家报纸刊登了一幅漫画，把阿姆赫斯特

勋爵画成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对这个行事鲁莽遭到失败的外交官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讽

刺。这幅漫画名为 A Bull in a china Shop，不仅画得传神而且一语双关：china 既指瓷器又指

中国，bull 既指公牛又指英国人，因为英国人的绰号就是 John Bull（约翰牛）。从此以后，

人们就用习语 a bull in a china shop（瓷器店里的公牛）来形容粗鲁笨拙、到处制造麻烦的人。 

例句：My wife said I’d better leave the kitchen because I was like a bull in a china shop there. 

妻子说我最好离开厨房，因为我在那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67、 according to Cocker：准确无误 

Edward Cocker（1631-1675）是 17 世纪英国著名的数学家。他曾编著过一本算术教科

书，被人广泛采用，一连印刷了 60 版都还供不应求。当时的人相信按照他在书中提出的办

法来做肯定不会出差错。因此，英语中也由此产生了“according to Cocker”这个习语，意为：

“精确的计算、正确无误地、严格地”。 

例句：You should finish your homework according to Cocker. 你应该准确无误地完成作业。 

68、 according to Hoyle：按照惯例 

英国纸牌专家 Edmond Hoyle（1672-1769）被人称为“惠斯特牌戏之父”。他于 1742 年

出版了《惠斯特牌戏》(A Short Treatise on the Game of Whist)一书。此书解决了许多打牌上

的纠纷，成为纸牌游戏中人皆遵循的规则。所以在英语中出现了“according to Hoyle”这个

习语，意思是“按规则、按惯例”。 

例句：They do everything according to Hoyle. 他们一切事情都按照惯例来处理。 

69、 admirable Crichton：多才多艺之人 

16 世纪有一位苏格兰人名叫克莱顿（James Crichton）。他是一位诗人、学者和语言学家。

另外，他还是一个运动健将和击剑高手。他 15 岁时花了一年时间就取得了通常需要两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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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读完的圣安德鲁斯大学文学硕士学位，20 岁时就掌握了 12 种语言，对当时已知的所有学

科无所不晓。17 岁那年，他跑到巴黎，在那里向所有人发出挑战，用 12 种语言来回答各类

问题。也许是太有名气，22 岁时，就因为过高的声誉遭人嫉妒，被他的一个学生杀死在意大

利街头，年仅 22 岁。 

1603 年约翰斯顿（John Johnston）在其所著的《苏格兰人物志》（Heroes Scotici）中第

一次称他是 admirable Crichton（了不起的克莱顿）。从此以后，admirable Crichton 就成了“多

才多艺的人”或“才艺出众的人”的代称。 

例句：He can play many kinds of instruments and is regarded as an admirable Crichton by 

many people. 他能演奏多种乐器，被很多人视为多才多艺之人。 

70、 Alexander and the robber：成王败寇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 356-公元前 323）是古希腊北部马其顿的国

王。他年纪轻轻就统一了希腊各邦，后来又率大军东征，击败强大的波斯军队。在此基础上，

他建立了地跨欧亚非的亚历山大帝国，并在他的王国中建造了约 70 座城市，其中最有名的

是位于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城。 

传说有一个海盗狄奥米达斯被擒之后，被士兵押解到马其顿。亚历山大问他为什么胆敢

骚扰海洋。海盗反问道：“你又为何胆敢骚扰大地呢？难道因为我是一艘帆船的头就被指责

为强盗，而你动用庞大的军队征服世界却被称为皇帝吗？”亚历山大感慨万分，无言以对。

据说后来国王不但没有处死那名海盗，反而送他礼物打发了他。 

因此，后人常用 Alexander and the robber（亚历山大和强盗）来讽刺封建王朝的专制国

王，说他们其实与强盗并无太多区别，不过是成王败寇罢了。 

例句：Hollywood is often in the business of manufacturing stories of Alexander and the robber. 

好莱坞经常编造一些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电影故事。 

71、 all roads lead to Rome：殊途同归 

罗马原是意大利的一个小城邦。公元前 3 世纪罗马统一了整个亚平宁半岛。公元前 1 世

纪，罗马城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古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古罗马帝国为了加

强其统治，修建了以罗马为中心，通向四面八方的大道。据史料记载，罗马人共筑硬面公路

8 万公里。这些大道促进了帝国内部和对外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公元 8 世纪起，罗马成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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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天主教的中心，各地教徒前往朝圣者络绎不绝。据说，当时从意大利半岛乃至欧洲的任何

一条大道开始旅行，只要不停地走，最终都能抵达罗马。因此产生了 all roads lead to Rome

（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说法，比喻达到同一目的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法和途径。 

例句：All roads lead to Rome, but it's not easy for Fiat to find a way to China. 条条大路通

罗马，但对菲亚特汽车来说，想找一条通往中国的途径绝非易事。 

72、 Amyris plays the fool：装疯卖傻 

阿米里斯（Amyris）是古希腊城邦锡巴里斯（Sybaris）里的一名智者，被派去圣地德尔

菲求神谕。结果神灵告诉他锡巴里斯即将面临灭顶之灾。阿米里斯知道锡巴里斯已经无可救

药，于是离开富庶的故乡，逃至伯罗奔尼撒半岛。他的同胞们都以为他疯了或脑子进水了，

其实阿米里斯不过是在装疯卖傻，并最终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因此，后人就用习语 Amyris 

plays the fool（阿米里斯干蠢事）来比喻“装疯卖傻”。 

73、 Annie Oakley：优惠券 

在美国，常常听到有人喊 Annie Oakley（安妮·奥克利）。这不是一个女人的名字吗？对，

这确实是一个女性名字。但在美国它还可指赠券或入场券，这是怎么回事呢？ 

安妮原名菲比·安妮·奥克利·摩西（Phoebe Annie Oakley Mozee,1860-1926），出生于美国

俄亥俄州的农庄，五岁开习练枪法，十五岁就小有名气。她经常参加射击比赛，成为美国“水

牛比尔”马戏团明星。在枪击比赛中击败另一名神枪手法兰克·巴特勒（Frank E. Butler）并

和他结了婚。婚后这对夫妻巡游美国各地，表演枪法绝技。丈夫用芝加哥一条街道的名字为

妻子取了个艺名，就是 Annie Oakley。在一次“荒蛮西部”演出中，安妮竟在三十步之外，

射穿纸牌狭窄的边缘，又击中了抛向空中的硬币和玻璃小球。此后，在柏林演出时，安妮表

演用枪射灭德国皇太子威廉嘴里叼的香烟，结果一举成功，从此更是名声大震。安妮后来在

一次火车意外中受伤，结束了演出生涯。1926 年安妮病逝。百老汇早期音乐剧《飞燕金枪》

（Annie Get Your Gun）就改编自安妮·奥克利与她的丈夫的故事。 

 在美国观看比赛或表演时，优惠券上剪票后留下的小孔很像安妮·奥克利在扑克牌上留

下的弹孔。因此，为了纪念这位女枪手，美国人把门票上打的洞眼，称为 Annie Oakley，以

表示对这位杰出女性的倾慕之情。久而久之，Annie Oakley 便成了各种票券的代词。 这个

词汇也可以小写为 annie oak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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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The circus performer got two Annie Oakleys and could have free meals for three days. 

那个马戏团得到两张免费餐券，可以使用三天。 

74、 a Roland for an Oliver：棋逢对手 

据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麾下有十二位武士，其中最出色的是

罗兰（Roland）和奥利弗（Oliver）。他们功业相若，武艺也相当。有一次，两人约定比武一

决雌雄，可是，打了五天，谁都占不了对方丝毫便宜，彼此惺惺相惜，做了好朋友。后来，

人们就用 a Roland for an Oliver 这个习语来表示“棋逢对手”或“以牙还牙”。 

例句：He whipped my dog, so I gave him a Roland for his Oliver and thrashed his cat. 他鞭

打了我的狗，所以我以牙还牙打了他的猫。 

75、 as rich as Croesus：富可敌国 

克罗伊斯（Croesus）是小亚细亚古国吕底亚（Lydia）的最后一位国王，以财富甚多闻

名。公元前 660 年后，吕底亚人发现了金矿，并用金子铸造货币。因为货币的发明，吕底亚

的贸易变得十分繁荣富强一时。在亚述帝国于公元前 612 年灭亡之后，克罗索斯当上吕底亚

国王之时，王国进入全盛时期，征服了希腊在小亚细亚的所有城市。当时吕底亚是最富有的

国家，克罗伊斯向来访的希腊圣贤梭伦炫耀自己的财富，并问梭伦谁是世界最幸福的人。梭

伦举出的两个最幸福的人，都是希腊人。克罗索斯火了：难道我拥有这么多财富都不算最幸

福的人？梭伦意味深长地说：你还没有到你人生的尽头，我怎么可以下结论？果然，吕底亚

在与波斯帝国的战争中被击败，克罗索斯成了阶下囚，巨额财富也未能帮助他赢得幸福。 

例句：Her father's as rich as Croesus. He owns several houses in England and also has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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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Italy. 她的父亲极为富有，他在英国有几栋房子，在意大利也有财产。 

76、 a storm in a teacup：杯水风波 

从字面意思上看来，a storm in a teacup 是指“茶杯里的风暴”；美语里把它写作 a tempest 

in a teapot/barrel，也有写成 tea-pot tempest 的。顾名思义，“茶杯里的风暴”自然算不得什么

大事，所以就被用来比喻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小事。 

根据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记载，该习语最早出自 18 世纪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家孟德斯鸠

之口。有一次，他听说圣马力诺发生了政治动乱，就用“茶杯里的风暴”来评论。因为圣马

力诺是欧洲最小的共和国，只有一万人口，孟德斯鸠认为那里的动乱对整个欧洲局势无足轻

重。 

例句：I think it's all a storm in a teacup - there's probably no danger to public health at all.我

认为这不过是杯水风波，也许对公众健康毫无危害。 

77、 before one could say Jack Robinson：说时迟那时快 

形容某位武林高手身手不凡，“说时迟，那时快”，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就已经制服

了对手。那么英国人如何形容一瞬间呢？他们会说“before one can say Jack Robinson”（还

没来得及说杰克·罗宾逊）。 

英国古文物收藏家格罗斯（Francis Grose. 1731-1791）早在 1785 年就将此语收入其编写

的《俗词词典》中。他认为此语源自一个名叫杰克·罗宾逊的人。据说这位先生生性好动，喜

爱串门，但他经常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有时主人家的仆人还未来得及进去通报，他却已

无影无踪，人们因而用 before one could say Jack Robinson 表示一瞬间。 

还有人认为，此语是在 18 世纪初英国画家托马斯·赫德森（Thomas Hudson, 1701 -1779）

的一首叙事小曲里首次出现，讲的是一个名叫杰克·罗宾逊的水手，在一次航海回来后发现

妻子已同别人结婚。妻子对他说：“我不能再等待，因为你一直没有消息。”水手说：“我

气恼烦闷有何用处？还不如远航荷兰、法国、西班牙，永不再回朴茨茅斯，哪怕走遍海角天

涯。”他转身就走．让你喊一声“杰克·罗宾逊”都来不及。 

例句：He ran off before I could say Jack Robinson．他一溜烟跑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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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be in Burke：出身名门 

源于爱尔兰人约翰·伯克 (John Burke)编纂的《伯克贵族人名录》（Burke's Peerage）。该

人名录列举了英国世袭贵族和准男爵的姓名，于 1826 年首次出版，此后定期更新再版。《伯

克地绅名录》（Burke's Landed Gentry）是它的姊妹篇，列出了没有头衔的贵族及没有世袭头

衔的地绅望族。这两本名录自出版以来一直被公认为研究英国贵族阶级及其家谱的权威著

作，凡列入此名录者即为贵族出身。因此，人们就用 be in Burke（名列伯克氏人名录）来表

示拥有贵族血统、出身名门。 

例句：He is very famous in the school. I heard that he is in burke. 他在学校非常出名。我

听说他出身名门。 

79、 be send up the river：锒铛入狱 

美国纽约有一座著名监狱，叫做兴格监狱（Sing Sing Correctional Facility）。它是除恶魔

岛监狱之外美国最具标志性的监狱，曾经关押过很多有名的罪犯。由于这座监狱位于纽约哈

德逊河的上游，囚犯常常被用船只溯流而上送入兴格监狱，由此产生了习语 be send up the 

river（被送到河的上游），表示“被送入监狱”。 

例句：He was sent up the river for armed robbery. 他因持枪抢劫被关进监狱。 

80、 blue ribbon：最高荣誉 

在西方传统中，“蓝色绶带”（blue ribbon）是最高荣誉的象征，在英国它是嘉德骑士

团（the Order of the Garter）的标志。关于 blue ribbon 的传说是历史上一个有趣的故事，发

生在 14 世纪的英国。据说，在一次宫廷舞会上，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和国王爱德华三世跳

舞时，所穿的蓝色吊袜带（garter）不慎掉落在地上。看到其他宫廷贵人的嘲笑和索尔兹伯

里伯爵夫人的尴尬，充满绅士风度的爱德华三世立即从地上拾起袜带，郑重其事地将吊袜带

扎在自己的膝盖上，说道：“Shame on him who thinks evil of it（心怀邪念者蒙羞）。”国王

后来还成立了一个骑士团，就以“吊袜带”（garter）为名，称为“嘉德骑士团”（the Order 

of the Garter）。嘉德骑士团最初的成员只有英格兰国王、威尔士亲王和另外 24 位成员。能获

得嘉德勋章、成为嘉德骑士团的一员一直被视为英国最高的荣誉。嘉德骑士团成员最初都佩

戴蓝色吊袜带作为标记。后来，蓝色吊袜带演变为蓝色绶带（blue ribbon）。因此，习语 blue 

ribbon（蓝色绶带）就被用来比喻“最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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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she won a blue ribbon for her baking at the county fair. 她在乡村博览会上的烘焙作

品赢得了最高荣誉。 

81、 bluestocking：女学究 

18 世纪中叶，伦敦的一些上游阶层的知识女性逐渐不满足于日常聚会时的玩牌聊天等

空洞消遣，模仿法国的沙龙，开创了一种以文学讨论为焦点的社交聚会。1750 年，伦敦贵妇

伊丽莎白•蒙塔古夫人（Elizabeth Montagu）在自家府邸设立了第一个文艺沙龙。该聚会一反

当时的社会风气，既不玩牌，也不闲聊，而是开展各种读书、文学讨论活动，并经常邀请一

些文学家、学者参与。并且，该沙龙还有一点与当时上流社会聚会不同，对服装没有严格要

求，其成员经常穿着日常休闲衣服而非礼服前来聚会。 

有一回，蒙塔古夫人邀请一名当时还不太出名的园艺师兼翻译家本杰明•斯蒂林弗林特

（Benjamin Stillingfleet）参加沙龙。本杰明家境贫寒，买不起出席上流聚会所需礼服和黑色

长袜，因此婉言拒绝。但蒙塔古夫人告诉本杰明，他可以穿着日常衣服和普通蓝色长袜出席。

因此，本杰明便穿着日常衣服和蓝色长袜出席沙龙，并成为了沙龙的常客。 

伦敦的这种文艺沙龙反映了当时女性群体和普通人对文学活动的热情参与。但当时的欧

洲人和中国人一样，相信“女子无才便是德”，各种学术机构和教育机构并不对女性和普通

民众开放。当时的一些保守人士，认为一帮女人和穿蓝色长袜的平民高谈阔论高雅的文学是

对文学的亵渎，因此对沙龙冷言冷语，大加讽刺。他们给穿蓝色长袜出席聚会的本杰明起了

个绰号“蓝色长袜”（bluestocking），将这种沙龙称为“蓝袜社”（bluestocking club）。后来，

bluestocking 从本杰明的绰号扩展称为对参加蓝袜社的知识女性的蔑称，讽刺她们附庸风雅、

卖弄学问。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使人拜伦就在其名著《唐•璜》中，对 bluestocking 大肆调侃，

主人公唐•璜的母亲伊内就被他塑造成了一位 bluestocking 的典型。当然，在历史上，并非所

有学者都对 bluestocking 抱有歧视，有不少人都对 bluestocking 对于推动女性文学运动的作

用给予了很高评价。 

例句：She's no more than a bluestocking. 她也只不过是个女学究。 

82、 Bob's your uncle：完事大吉 

1887 年，英国首相罗伯特·盖斯科因-塞西尔，第三代索尔斯伯利侯爵，任命自己的侄

子亚瑟·詹姆斯·鲍尔弗出任爱尔兰事务大臣。当鲍尔弗在公开场合将首相大人称为“鲍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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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Uncle Bob），英国媒体着实乐了好一阵子。鲍尔弗后来也成为了英国首相。媒体认

为，有“鲍勃叔叔”这样的有权有势又乐于提携后辈的亲戚，鲍尔弗想不成功都难。由此也

产生了一个习语：Bob's your uncle。该习语字面意思是“鲍勃是你叔叔”，实际含义是“这样

就行了”、“一切都搞定了”，常常用于给对方提出一些指示之后。 

例句：Simply put a piece of ham between two slices of bread, and Bob's your uncle. 只要将

一片火腿夹在两片面包中间，一切就搞定了。 

83、 Brother Jonathan：美国男人 

美国人的绰号，除了“Uncle Sam”（山姆大叔）外，还有“Brother Jonathan”和

“Yankee”。Brother Jonathan（乔纳森大哥）源自华盛顿的好友，美国民族英雄、革命志士

乔纳森·特兰伯尔（Jonathan Trumbull）。据说，华盛顿经常向他请教问题，而且亲切地唤他

作 Brother Jonathan（乔纳森大哥）。乔纳森是北美康涅狄格殖民地的总督，他积极支持美国

独立战争，以粮食、军火供应大陆军。据说，有一次华盛顿需要军火，召开一个军官会议，

可是谁也提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最后说“We must consult Brother Jonathan.（我们得找

乔纳森大哥商量一下。）”由于乔纳森的帮助，这个问题果然迎刃而解了。Consult Brother 

Jonathan 一语在当时广为流传，而 Brother Jonathan 一度被 18 世纪英国兵用作对美国民兵的

谑称，以后又被用以指美国男人，于 1816 年见诸文字，但是 Brother Jonathan 作为美国人的

绰号，最后还是被 Uncle Sam（山姆大叔）取代。 

84、 Buridan’s ass：优柔寡断之人 

布里丹（Jean Buridan）是 14 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在他的一次讲座中，他曾经讲过驴

和两堆干草的故事：一头饥饿的毛驴站在两堆干草之间，干草离毛驴的距离完全一样，大小

和颜色完全相同。毛驴站在中间不知道究竟吃哪一堆干草更好，结果活活饿死了。因此，人

们就用 Buridan's ass（布里丹之驴）来比喻优柔寡断之人。 

例句：He is a Buridan's ass. It takes him a lot of time to make a small decision. 他是个优柔

寡断之人，芝麻大的事也要花好多时间考虑。 

85、 burn one's boats：破釜沉舟 

古罗马时期，凯撒与庞培及元老院决裂，率领大军进逼罗马。当大军渡过罗马界河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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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河后，凯撒下令把渡船全都烧毁，以此向士兵表明退路已断，只有拼死一战。英语中，burn 

one's boats（烧毁渡船）就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意思，用来形容不留后路、下定决心

干到底。 

例句：There was no other choice, so he burned his boat and prepare to fight. 别无他路了，

他只得破釜沉舟、准备战斗。 

86、 Caesarean birth：剖腹产 

人们常把剖腹产术叫做“帝王切开术”（Caesarean section），这位帝王便是朱利亚・凯撒

（Caius Julius Caesar）――古罗马的皇帝。据说他是剖腹而生的，而且是第一个从肚皮

这条新道路闯到人世的。证据就是，凯撒的姓氏 Caesar 一词就来自拉丁语 caesus，后者是

动词 caedere（切开）的过去分词。 

在凯撒所在的年代，医术还很不发达，没有医生敢施行剖腹产。只有当孕妇因难产而死

时，为了抢救胎儿，才会剖开孕妇的腹部将胎儿取出来。而据史料记载，凯撒的母亲并没有

因为生凯撒而亡，而是有幸目睹儿子长大成人、建功立业，还曾担任儿子的顾问一职。因此，

如果凯撒果真是剖腹而产，那这应该算是剖腹产子且母子平安的第一个成功案例。不过，也

有历史学家怀疑此事的真实性。如著名历史学家蒲林尼（Pliny）就认为凯撒并非剖腹而产，

他的姓氏 Caesar 来自拉丁语 caesaries（一头的头发），因为他出生时头发丰茂。 

不管怎么说，在英语中，人们一直习惯用 Caesarean section（凯撒式切开术）或

Caesarean birth（凯撒式出生）来表示“剖腹产”。有时候，Caesarean 也拼作 Caesarian。 

例句：She gave a Caesarean birth to a girl. 她剖腹产下一名女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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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社会习俗 

87、 a baker's dozen：十三 

西方人以面包作为主粮。古时候有些个别面包师在制作面包时偷工减料，克扣份量，搞

得民怨沸腾。于是，官方出台相关标准，明确规定每个面包的份量，凡是达不到标准的都要

加以惩处。这一措施出台后果然奏效，面包师们制作面包时再也不敢偷工减料了。不仅如此，

为了避免由于计量不精确造成的份量不足，面包师们在出售面包时，每打面包会多给一个，

即 13 个。久而久之，这种做法就成了行业惯例。因此，人们就用 a baker's dozen（面包师的

一打）来表示“十三”。 

例句：He bought a baker's dozen of biscuits. 他买了 13 块饼干。 

88、 above the salt：坐在上席 

古代，盐（salt）是非常稀少而珍贵的物质。吃饭的时候，盐罐是餐桌上最重要的器皿，

通常放在餐桌中偏上的位置。盐罐上首（above the salt）就是上席，只有家中地位最高的家

长或最高贵的宾客才有资格坐。其他人只能坐在下席，离盐罐较远。因此，英语习语 above 

the salt（在盐罐的上面）指的就是上席。 

例句：When I entered the banquet hall, they all stood up and asked me to sit above the salt.我

走进宴会厅时，他们都站起来，请我坐上席。 

89、 bank holiday：法定假日 

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银行业蓬勃发展，生意越来越红火。与此相对应的则是银行员工

的节假日越来越少。原本英国人一年有三十多个传统节假日，但在银行业，为了满足顾客的

需要，节假日越来越少。例如在 1834 年，英国银行员工一年只能享受四个节假日：5 月 1

日、11 月 1 日、耶稣受难日和圣诞节。银行员工对此极为不满。这种情况到了 1871 年终于

有所改观。这一年，约翰·卢博克爵士（Sir John Lubbock）正式提案通过了《银行假日法令》

（the Bank Holiday act），提出了 bank holiday 的概念。银行可以在这些日子停止营业，而银

行员工的工资照付。由于银行业在国民生活中举足轻重，当银行关门休息时，其他各行各业

基本上也都停止办公。因此，bank holiday 就变成了全英国的法定假日。在 bank holiday 期

间，英国除了学校、公司会统一放假外，大部分零售连锁也会关门休息，包括大型超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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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了解 bank holiday 的日期尤为重要，否则有可能会饿肚子。 

例句：The shops are closed tomorrow because it is a bank holiday.  明天是法定假日，商店

停止营业。 

90、 baptism of fire：首次考验 

“洗礼”（baptism）是基督教接受新人入教时所举行的一种宗教仪式，把水滴在受洗人

的额上，或将受洗人身体浸在水里，表示洗净过去的罪恶。基督教发展初期，基督教徒常常

受到迫害，很多人遭受火刑。那些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的基督徒们面对熊熊烈火毫不畏惧，

将其称为“火的洗礼”（baptism of fire）。后来，这一习语的宗教色彩逐渐消失，常常用来

表示新人初次遇到的严峻考验。 

例句：It was Mark's first introduction to royal duties and he came through his baptism of fire 

unscathed. 这是马克第一次承担皇室的工作，但他经受住了首次考验。 

91、 bear one's cross：受苦受难 

古罗马有一种极刑是把犯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刑犯人先被毒打一顿，然后背着十字架

走向刑场，被钉死十字架上，血枯而死。 

《新约·马太福音》第 27 章记载了耶稣被钉死的情况。兵丁把耶稣带到骷髅地，拿苦

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耶稣尝了，就不肯喝。他们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拈阄分他的衣服，

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耶稣在刑场上血枯而死，以自己

的死来救赎世人的罪过。 

另外，在《新约·马太福音》第 10 章，耶稣是这样教导门徒的：“爱父母胜过爱我的，

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胜过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

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在西方文化里，十字架成为基督徒信仰的标志，人们常用“十字架”来喻指“苦难”，

所以，“背起十字架”（carry / bear/ take up one's cross）表示“受苦受难”。 

例句：Poor soul, she has a heavy cross to carry with those young children and her husband out 

of work. 可怜的人，因为孩子年幼，丈夫失业，她负担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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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bear the bell：执牛耳 

古时牧人放牧羊群时，会选择一头能服众的公羊作为头羊，并在它的脖子上系上一个铃

铛作为标志，这样牧人就能轻松地找到头羊，通过头羊就能指挥整个羊群了。因此，在英语

中，bear the bell（佩戴铃铛）意思就是“成为领头羊”、“赢得第一名”。 

例句：John bears the bell in all track events at school. 约翰在学校里的各个径赛项目中都

赢得第一名。 

93、 be raised to the purple：黄袍加身 

在中国，帝王的颜色是金黄色，所以“黄袍加身”就是登上皇位之意。而在西方，帝王

和红衣主教都有穿紫红色（purple）衣服的传统，所以习语 be raised to the purple（提拔至紫

红色）意思就是“登上皇位”或“升为红衣主教”。 

例句：He was paised to the purple when he was rather young. 他很年轻时就晋升为红衣主

教了。 

94、 best bib and tucker：锦衣华服 

在 17 世纪至 19 世纪后期期间，围兜（bib）和领布（tucker）一直是西方妇女服饰的基

本配置之一。围兜（bib）的形状有点像现在的围嘴，只是目的并非用来避免食物弄脏衣服。

领布（tucker）有点像披肩或假领子，是安装在女性上衣的蕾丝布，用来修饰颈部。bib and 

tucker（围兜和领布）常常用来表示“衣服”，而 best bib and tucker（最好的围兜和领布）自

然就是表示“最好的衣服”了。 

例句：Jenny puts on her best bib and tucker for the party tonight. 詹妮为今晚的晚会穿上了

最漂亮的衣服。 

95、 big wig：大人物 

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很多社会上流人士喜欢佩戴假发（wig）。据说法国国王路易十三是

始作俑者。在当时，满头浓发被看作是男性力量的表现，而这位国王却是个秃头。为了掩饰

这一缺陷，路易十三就戴上了一顶长度及臀的原色卷发。大臣们纷纷效仿，从而使得佩戴假

发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我们在一些欧洲古装剧中还能看到法官和律师们佩戴着白色的假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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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发的大小与佩戴者的身份地位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地位越高者，佩戴的假发越大越长。

所以人们就是用 big wig（大假发）这个单词来表示“大人物”，也可以合并为一个单词 bigwig。 

例句：It is said that John's father is a big wig. 据说约翰的老爹是个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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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动词词根 

1. fac-：做 

基本含义：做，制造，使得，make 

基本形式：fac-/fact- 

来源：拉丁语动词 facere 及其过去分词 factus 

 faculty=fac-ul(能)-ty(名词后缀)=做事的能力：n.科，系；能力；全体教员 

 facility=fac-il(易于)-ity(名词后缀)=易于做事：n.便利设备，设施，容易，灵巧 

 factitious=fact-it-ious(形容词后缀)=做作的：adj.人为的，不自然的，虚假的 

 fact=所做的事：n.事实；实际；真相 

 factory=fact-ory(场所)=制造场所：n.工厂，制造厂 

 manufacture=man(手)-u-fact-ure(动名词后缀)=用手去做：n.制造，制造业 v.制造，加工 

 factor=fact-or(者)=起作用的东西：n.要素，动力，因素，因数 

变体形式一：fic-/fect- 

变化原因：拉丁语元音音变，元音 a 在单辅音 c 前变为 i，在双辅音 ct 前变为 e 

 difficult=dif(=dis, 不)-fic-ul(能)-t=不能做的：adj.困难的 

 efficient=ef-fic-i-ent(正在)=正在产生效果的：adj.高效的，有效的 

 proficient=pro(向前)-fic-i-ent=正在进步的：adj.熟练的，精通的 n.专家，能手 

 deficient=de(向下)-fic-i-ent=向下做的：adj.不足的，有缺陷的，不充分的 

 effect=ef(=ex,出来)-fect=做出来：vt.产生，实现 n.效果，作用 

 infect=in-fect=使其进入：vt.感染，传染 

 defect=de(向下)-fect=向下做：n.缺点，缺陷；不足之处 vi.变节；叛变 

变体形式二：feat-/feas-/fair-/fit- 

变化原因：经由法语进入英语时发生了拼写变化 

 defeat=de(向下)-feat=使其倒下：vt.打败，战胜 n.战胜，失败 

 feature=feat-ure(名词后缀)=作品：n.特征，容貌，特写 vt.由…主演，以…为特色 vi.起重要作用 

 feasible=feas-ible(能)=可以做的：adj.可行的，可实行的 

 affair=af(=ad,去)-fair=去做(的事)：n.事情，事务，私事，风流韵事 

 profit=pro(向前)-fit=使向前发展：n.利润；利益 vi.获利；有益 vt.有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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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efit=bene(好)-fit=做好事：n.利益，好处 v.有益于，受益 

2. ag-：动 

基本含义：动作，行动，活动，驱动，act 

基本形式：ag-/act- 

来源：拉丁语动词 agere 及其过去分词 actus 

 agent=ag-ent(形容词后缀)=正在做事的（人）：n.代理人，代理商，特工，药剂 adj.代理的 

 agency=ag-ency(名词后缀)=做事：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agenda=ag-enda(应…之事)=应做之事：n.议程；日常工作事项 

 agile=ag-ile(易于)=善动的：adj.敏捷的；机敏的；活泼的 

 agitate=ag-it(反复)-ate(动词后缀)=使其反复动：v.煽动，摇动，骚动，使激动 

 act：v.行动，表现，扮演，起作用 n.行为，法令 

 action=act-ion(名词后缀)：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 

 active=act-ive(形容词后缀)：adj.活跃的；积极的；主动的 

 activate=act-iv-ate(动词后缀)：v.刺激，激活，使活跃，使行动 

变体形式：ig- 

变化原因：拉丁语元音音变结果，元音 a 在单辅音 g 前变为 i 

 navigation=nav(船)-ig-at-ion(名词后缀)=驾驶船只：n.航海 

 ambiguous=amb(四处)-ig-uous(形容词后缀)=四处走动的：adj.模糊不清的；引起歧义的 

 castigate=cast(净化)-ig-ate(动词后缀)=使其净化：vt.严惩；苛评；矫正；修订 

3. org-：工 

基本含义：工作，做功，功能，work 

基本形式：org-/erg- 

来源：原始印欧语词根 worg-/werg-，与单词 work 同源 

 organ=org-an(名词后缀)=功能单元：n.器官，组织，机构，风琴 

 organic=organ-ic(形容词后缀)：adj.有机的；组织的；器官的；根本的 

 organize=organ-ize(动词后缀)：vt.组织，给予生机，使系统化 vi.组织起来，成立组织 

 organism=organ-ism(名词后缀)：n.有机体；生物体；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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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rge=ge(大地)-org-e=大地工作者，农夫：n.乔治（男子名） 

 georgic=ge-org-ic(形容词后缀)：adj.农业的，田园的 n.田园诗 

 energy=en(=in,在)-erg-y(名词后缀)=活跃：n.能量，精力，活力 

 energetic=en-erg-et-ic(形容词后缀)：adj.精力充沛的 

 allergy=all(异)-erg-y(名词后缀)=异常反应：n.过敏，过敏症，憎恶 

 allergic=all-erg-ic(形容词后缀)：adj.对…过敏的；对…极讨厌的 

 synergy=syn(同时)-erg-y(名词后缀)：n.协同，协同效应 

变体形式：urg- 

变化原因：拉丁语元音音变，元音 o 或 e 变为 u 

 metallurgy=metal(金属)-l-urg-y(名词后缀)=金属加工：n.冶金，冶金学 

4. oper-：作 

基本含义：操作，工作，产出 

基本形式：oper-/op- 

来源：拉丁语动词 operari/operatus（过去分词），名词 opus（主格）/operis（属格） 

 operate=oper-ate：v.操作，运转，做手术 

 operation=oper-at-ion(名词后缀)：n.操作，经营，手术 

 operative=oper-at-ive(形容词后缀)：adj.手术的；运转中的；有效的；生产的 

 cooperate=co-oper-ate：vi.合作 

 cooperation=co-oper-at-ion：n.合作 

 opera=oper-a(名词后缀)=(音乐)作品：n.歌剧，歌剧院，歌剧团 

 opus=op-us(名词后缀)：n.作品 

 opulent=op-ul(富于)-ent(形容词后缀)=多产的：adj.丰富的；富裕的；大量的 

 opulence=op-ul-ence(名词后缀)：n.富裕；丰富 

5. labor-：劳 

基本含义：劳动，劳作，辛劳，费力地做 

基本形式：labor- 

来源：拉丁语名词 labor，及由此衍生的动词 labor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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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or：n.劳动；工作；劳工；分娩 v.劳动；努力；苦干，详细分析；使厌烦。等于 labour 

 laborer=labor-er(者)：n.劳动者；工人 

 laborious=labor-i-ous(形容词后缀)：adj.勤劳的；艰苦的；费劲的 

 laboratory=labor-at-ory(场所)=劳作场所：n.实验室，研究室 

 elaborate=e(出来)-labor-ate(动词和形容词后缀)=费力做出来：vt.精心制作；详细阐述；从简单成

分合成(复杂有机物)vi.详细描述；变复杂 adj.精心制作的；详尽的；煞费苦心的 

 elaboration=e-labor-at-ion(名词后缀)：n.苦心经营，精巧；详细阐述 

 elaborative=e-labor-at-ive(形容词后缀)：adj.煞费苦心的；仔细的 

 collaborate=col(=com,一起)-labor-ate(动词后缀)：vi.合作；勾结，通敌 

 collaboration=col-labor-at-ion(名词后缀)：n.合作；勾结；通敌 

 collaborative=col-labor-at-ive(形容词后缀)：adj.合作的，协作的 

 belabor=be(动词前缀)-labor：vt.痛打；抨击；过度说明；反复讨论，等于 belabour 

6. cap-：抓 

基本含义：抓，拿，取，持有，take 

基本形式：cap-/capt- 

来源：拉丁语词根 capere 及其过去分词 captus 

 capable=cap-able(能)=能抓的：adj.能干的，能胜任的 

 capacity=cap-ac(有…性质)-ity(名词后缀)=抓取之能力：n.能力；容量；资格，地位；生产力 

 capture=capt-ure(名词后缀)=抓获：n.捕获，战利品，俘虏 vt.俘获，夺得，捕捉 

 captive=capt-ive(形容词后缀)=被拿住的：adj.被俘虏，被迷住的 n.俘虏，迷恋者 

变体形式一：cip-/cup-/cept- 

变化原因：拉丁语元音音变结果，元音 a 在单辅音 p 前变为 i 或 u，在双辅音 pt 前变为 e 

 participate=part(部分)-i-cip-ate(动词后缀)=拿一部分：v.参与，分享，分担 

 anticipate=anti(在前面)-cip-ate(动词后缀)=提前去拿：vt.预期，期望，抢先，提前使用 

 principle=prin(首先)-cip-le=首先采取：n.原理，原则，基本规则，本质，根源 

 occupy=oc(=over)-cup-y=take over：vt.占领，占据，居住 

 accept=ac(=ad,去)-cept=去拿：v.接受，承认，同意，承兑 

 except=ex(出来)-cept=拿出来：conj.除了 prep.除……之外 vt.把……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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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ept=con(加强语气)-cept=完全拿(到头脑中)：n.概念，观念 

变体形式二：ceiv-/ceit- 

变化原因：经由法语进入英语时发生了拼写变化 

 conceive=con-ceiv-e=抓住，持有：v.构思，设想，持有，怀孕 

 conceit=con-ceit：n.自负，狂妄，幻想 vt.幻想 

 receive=re(往回)-ceiv-e=拿回来：v.接收，接待，接纳 

 perceive=per(彻底)-ceiv-e=彻底拿(到头脑中)：v.感知，察觉，理解，认知 

 deceive=de(=dis,离开)-ceiv-e=拿走、误导：v.欺骗，蒙蔽 

 deceit=de-ceit：n.欺骗，谎言，欺诈手段 

7. ten-：持 

基本含义：保持，持有，hold 

基本形式：ten- 

来源：拉丁语动词 tenere 

 tenant=ten-ant(形容词后缀)=正在持有的(人)：n.租户，承租人，佃户，房客 vt.租借 

 lieutenant=lieu(职位)-ten-ant=代理他人职位之人：n.中尉；副官；助理人员 

 tenable=ten-able=能够保持的：adj.（主张）站得住脚的，可维持的 

变体形式一：tin- 

变化原因：拉丁语元音音变结果，元音 e 在单辅音 n 前变为 i 

 continue=con(一起)-tin-ue=保持在一起：v.继续，连续，延续，使继续，继续说 

 continent=con-tin-ent(形容词后缀)=连绵不断的(土地)：n.大陆，洲 adj.自制的，克制的 

变体形式二：tain- 

变化原因：经由法语进入英语时发生了拼写变化，单元音 e 变为双元音 ai 

 contain=com(一起)-tain=一起持有：v.包含，含有，自制，控制，容纳 

 obtain=ob(加强语气)-tain=持有：v.获得 

 maintain=main(手)-tain=用手保持：vt.维持，维修，供养，坚持，继续 

 sustain=sus(=sub)-tain=在下面保持：vt.维持，支撑，承担，忍受，供养，证实 

 retain=re(向后)-tain=向后保持：vt.保持；雇；记住 

 entertain=enter(=inter,中间)-tain=保持在其中：v.款待，招待，娱乐；怀抱，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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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tain=de(向下)-tain=向下保持：vt.拘留；留住；耽搁 

8. prehend-：攫 

基本含义：抓住，掌握，seize 

基本形式：prehend-/prehens- 

来源：拉丁语动词 prehendere 及其过去分词 prehensus 

 comprehend=com(一起)-prehend=全部抓住：vt.理解，包含，由……组成 

 comprehension=com-prehens-ion(名词后缀)：n.理解；包含 

 comprehensive=com-prehens-ive(形容词后缀)：adj.综合的；广泛的；有理解力的 n.综合学校；专

业综合测验 

 apprehend=ap(=ad,去)-prehend=去抓：v. 理解，逮捕，忧虑 

 apprehension=ap-prehens-ion(名词后缀)：n.理解，逮捕，忧虑 

变体形式：pris-/prend- 

变化原因：经由法语进入英语时发生了拼写变化 

 prison=pris-on=抓住(犯人)：n.监狱，监禁 vt.关押 

 imprison=im-prison：vt.监禁，关押 

 surprise=sur(=over)-pris-e=从上面抓住：vt.使惊奇，突袭 adj.令人惊讶的 n.惊奇，诧异，突然袭击 

 comprise=com-pris-e=抓到一起：vt.包含，由……组成 

 enterprise=enter(=inter,中间)-pris-e=抓在两手中间：n.进取心，事业心；事业，企业 

 apprentice=ap-prent-ice=学习者：n.学徒 v.(使)当学徒 

9. rap-：抢 

基本含义：抢走，夺走，snatch 

基本形式：rap-/rapt- 

来源：拉丁语动词 rapere 及其过去分词 raptus 

 rapid=rap-id(形容词后缀)=突然抢夺的：adj.快速的，急促的 

 rapture=rapt-ure(名词后缀)=抢走：n.强奸，狂喜，(基督教)基督徒的被提 

 rapt=(精神)被带走的：adj.入迷的，全神贯注的 

 rapacious=rap-ac(含有某性质)-ious(形容词后缀)：adj.贪婪的；掠夺的 



400 个常见英语词根详解——钱磊博士 

微信公众号：钱博士英语                                              7 

 rape=rap-e=掳走(妇女)：n.v.强奸，掳走，掠夺 

 rapist=rap-ist(者)：n.强奸犯 

 raptor=rapt-or(者)=掠夺者：n.猛禽，迅猛龙，伶盗龙 

变体形式：rav- 

变化原因：经由法语进入英语时发生了拼写变化 

 ravish=rav-ish(动词后缀)：vt.抢夺，强奸，使着迷 

 ravage=rav-age(名词后缀)：n.蹂躏，破坏 v.毁坏，掠夺 

10. leg-：采 

基本含义：采集，挑选，区分，组织（语言）；（引申为）阅读，朗读，交谈，演讲 

基本形式：leg-/lect- 

来源：拉丁语动词 legere 及其过去分词 lectus 

 college=col(一起)-leg-e=挑选到一起：n.学院，学会 

 elegant=e(出来)-leg-ant(形容词后缀)=精选出来的：adj.优雅的，简练的，简约的 

 legend=leg+enda(应…之物)=应读之物：n.传奇，说明，图例。本指基督教圣徒们的传记，是基督

教徒的指定读物。因为内容充满神奇色彩，故衍生出“传奇”之意。 

 elect=e(出来)-lect=挑选出来：v.选举 adj.当选的 n.被选中的人，上帝的选民 

 collect=col(=com,一起)-lect=挑选到一起：v.收集，采集，收藏 

 select=se(分开)-lect=挑选区分：v.挑选，选拔 adj.精选的，挑选出来的 n.被挑选者 

 lecture=lect-ure=朗读：n.v.讲座，讲演，讲稿 

 neglect=neg(不)-lect=没有区分开：n.vt.疏忽，忽视，忽略 

 dialect=dia(横跨)-lect=交谈(所用的话)：n.方言，土话；同源语；行话；个人用语特征 adj.方言的 

变体形式一：lig- 

变化原因：拉丁语元音音变结果，元音 e 在单辅音 g 前变为 i 

 intelligence=intel(=inter,中间)-lig-ence(名词后缀)=从中挑选的能力：n.智力，理解力，情报机关 

 intelligent=intel-lig-ent(形容词后缀)：adj. 智能的；聪明的；理解力强的 

 intellectual=intel-lect-ual(形容词后缀)：adj.智力的，理智的 n.知识分子，重视理智的人 

 intellect=intel-lect：n.智力，理解力，智囊团，智力高的人 

 diligent=di(=dis,离开)-lig-ent(形容词后缀)=(注意)区分开的：adj.勤勉的，专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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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um-：拿 

基本含义：拿起，采取，take 

基本形式：sum-/sumpt- 

来源：拉丁语动词 sumere 及其过去分词形式 sumptus 

 assume=as(=ad,去)-sum-e=去拿起：vt.假定，承担，采取，装出，占用，以为，vi.装腔作势 

 assumption=as-sumpt-ion(名词后缀)：n.假定；设想；担任；采取 

 assumptive=as-sumpt-ive(形容词后缀)：adj.假定的；设想的；装腔作势的，傲慢的 

 resume=re(再次)-sum-e=再次拿起：v.继续，重新开始，恢复，重新占用 n.履历 

 resumption=re-sumpt-ion(名词后缀)：n.恢复；重新开始；取回；重获 

 resumptive=re-sumpt-ive(形容词后缀)：adj.取回的；概括的；再开始的 

 consume=con(加强语气)-sum-e=全部拿走：v.消费，消耗，耗尽，挥霍 

 consumer=con-sum-er(者)：n.消费者，顾客，用户 

 consumption=con-sumpt-ion(名词后缀)：n.消费，消耗，肺痨(耗尽人生命的病) 

 consumptive=con-sumpt-ive(形容词后缀)：adj.消耗性的；浪费的；肺病的 n.肺病患者 

 presume=pre(预先)-sum-e=预先拿起：vt.假定，推测，擅自，意味着 vi.相信，擅自行为 

 presumption=pre-sumpt-ion(名词后缀)：n.放肆，傲慢；推测 

 presumptive=pre-sumpt-ive(形容词后缀)：adj.假定的；根据推定的 

 subsume=sub(下面)-sum-e=拿起放在下面：vt.把……归入，把……包括在内 

 subsumption=sub-sumpt-ion(名词后缀)：n.包容；包含；类别；小前题 

 subsumptive=sub-sumpt-ive(形容词后缀)：adj.包括的，包含的 

 sumptuous=sumpt-uous(形容词后缀)=消耗大的：adj.奢侈的，豪华的，华丽的 

12. trac-：拖 

基本含义：拖，拉，拽；pull 

基本形式：trac-/tract- 

来源：拉丁语动词 trahere（=tragere）及其过去分词 tractus，源自原始印欧语词根 tragh-，可能与单词

drag（拖）同源。拉丁字母 g、c 原本是一个。 

 track=trac-k=拖动：n.轨道；足迹，踪迹；小道 

 trace=trac-e=拖动：n.痕迹 v.跟踪，回溯，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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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tor=tract-or=拖拉者：n.拖拉机 

 attract=at(=ad,去)-tract=去拖：v.吸引，有吸引力 

 abstract=abs(离开)-tract=拖出分开：adj.抽象的 v.(做)摘要，归纳，提取，使抽象化 

 contract=con(一起)-tract=把双方拖到一起：n.合同 v.收缩，感染，订约 

 distract=dis(分离)-tract=拖走：vt.使分心，分散注意力 

 extract=ex(出来)-tract=拖出来：vt.提取，摘录，榨取 n.榨出物，汁液，摘录，选粹 

变体形式：train-/treat-/trait- 

变化原因：经由法语进入英语时发生了拼写变化 

 train：n.火车，列车，行列，长队 

 retreat=re(回)-treat=拖回去：n.v.撤退 

 entreat=en-treat=拖入：v.恳求，乞求 

 portrait=por(=pro,向前)-trait=往前拖(笔)：n.描写，肖像 

13. pon-：摆 

基本含义：摆放，place 

基本形式：pon-/pos- 

来源：拉丁语动词 ponere 及其过去分词 positus 

 opponent=op-pon-ent(形容词后缀)：adj.对立的，敌对的 n.对手，敌手，反对者 

 component=com-pon-ent：adj.组成的 n.成分，组件 

 postpone=post(后面)-pon-e=往后放：v.延迟，延缓，延期 

 pose=pos-e：n.姿态，姿势 v.摆姿势 

 position=pos-it-ion(名词后缀)：n.位置，方位，姿态，职位 

 positive=pos-it-ive(形容词后缀)：adj.积极的，正的，阳性的，真实的 n.正数，正片 

 expose=ex(出来)-pos-e=摆放出来：vt.揭露，暴露，使曝光 

 suppose=sup(=sub,下面)-pos-e=摆放在下面：v.假设，猜想，认为 

 purpose=pur(=pro,前面)-pos-e=摆放到前面：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oppose=op(=ob,对着)-pos-e=摆放在对面：v.反对；对抗，抗争 

 opposite=op-pos-ite(形容词后缀)：adj.对面的，对立的，相反的 adv.在对面 prep.在…对面 

 compose=com(一起)-pos-e=摆放到一起：v.作曲，作文，排版，组成，使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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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osite=com-pos-ite：adj.复合的，合成的 n.复合材料 vt.使合成 

 propose=pro(向前)-pos-e=摆放到前面，提出：v.建议，求婚，计划 

 dispose=dis(离开)-pos-e=放到远处，扔开：v.处置，安排 n.性情，处置 

 deposit=de(向下)-posit=摆放到下面：v.沉淀，沉积，存放 n.存款，沉淀物 

 impose=im(=upon)-pos-e=摆放在上面：v.强加，征税，利用，欺骗，施加影响 

变体形式：poun- 

变化原因：经由法语进入英语时发生了拼写变化，单元音 o 变为双元音 ou 

 compound=com(一起)-poun-d=放一起的：adj.复合的，混合的 n.化合物，混合物 v.合成，混合 

 expound=ex(出来)-poun-d=放出来：v.解释，阐明，详细说明 

14. mit-：放 

基本含义：放出，放行，放入，send 

基本形式：mit-/miss- 

来源：拉丁语动词 mittere 及其过去分词 missus 

 missile=miss-ile(形容词后缀)=放出的(物)：n.飞弹，导弹 

 mission=miss-ion(名词后缀)=放出：n.使命，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admit=ad(to,去)-mit=放入：v.准许进入，承认 

 admission=ad-miss-ion(名词后缀)：n.承认；入场费；进入许可；录用 

 permit=per(穿越)-mit=放其通过：n.v.许可，允许 

 permission=per-miss-ion(名词后缀)：n.允许，许可 

 submit=sub(下面)-mit=从下面放上来：v.提交，(使)服从 

 submission=sub-miss-ion(名词后缀)：n.投降；提交(物)；服从；提交的意见；谦恭 

 emit=e(出)-mit=放出：vt.放出，发行，放射 

 emission=e-miss-ion(名词后缀)：n.发射，散发；喷射；发行 

 omit=o(=ob，加强语气)-mit=漏掉：vt.省略；遗漏；删除；疏忽 

 transmit=trans(穿越)-mit=从一端放到另一端：v.传播，传输，传达 

 transmission=trans-miss-ion：n.传动装置，变速器；传递；传送；播送 

 commit=com-mit=放到一起：vt.委托，指派，犯罪，做错事 

 commission=com-miss-ion：n.委员会；佣金；委任；委任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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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miss=dis(away)-miss=放其离开：v.解散，解雇，让……离开 

变体形式：mis-/mess- 

变化原因：经由法语进入英语时发生了拼写变化 

 promise=pro(在前)-mis-e=提前发出：n.v.承诺 

 message=mess-age(名词后缀)=发出的东西：n.消息 

15. the-：置 

基本含义：放置，摆放好，设立，确定，place 

基本形式：the- 

来源：希腊语动词 tithenai 的词根 the- 

 theme=the-me(名词后缀)=确定之物：n.主题，题目，主旋律 

 thematic=the-ma-t-ic(形容词后缀)：adj.主题的，题目的，主旋律的 

 thesis=the-sis(名词后缀)=确定之物：n.论文，论点 

 synthesis=syn(一起)-the-sis(名词后缀)=放到一起：n.合成，综合，综合体 

 synthetic=syn-the-t-ic(形容词后缀)：adj.综合的；合成的，人造的 n.合成物 

 synthesize=syn-the-s-ize(动词后缀)：v.合成，综合 

 hypothesis=hypo(下面)-the-sis=放到下面(作为基础)：n.假设，前提 

 hypothetical=hypo-the-t-ical(形容词后缀)：adj.假设的；爱猜想的 

 hypothesize=hypo-the-s-ize(动词后缀)：v.假设，假定 

 anathema=ana(=up,向上)-the-ma=上交给上帝之物：n.诅咒，革出教门，被诅咒者 

 anathematize=ana-the-ma-t-ize(动词后缀)：v.诅咒；强烈遣责；开除教籍 

 antithesis=anti(相对)-the-sis=放到对面：n.对立面，对照，对仗 

 antithetic=anti-the-t-ic(形容词后缀)：adj.对立的；对偶的 

16. pend-：挂 

基本含义：悬挂，称量，（引申为）支付 

基本形式：pend-/pens- 

来源：拉丁语动词 pendere 及其过去分词 pensus 

 depend=de(=down)-pend=挂下来：vi.依赖，依靠，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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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ependent=in(不)-depend-ent=不依赖的：adj.独立的，不受约束的 n.无党派者，独立自主者 

 spend=s(=ex)-pend=支付出去：v.花费，度过，用尽，浪费 

 expense=ex-pens-e=支付出去：n.消费，开支 vt.向……收取费用 vi.被花掉 

 expensive=ex-pens-ive：adj.花(很多)钱的，昂贵的 

 pension=pens-ion=支付的钱：n.养老金，退休金，抚恤金，津贴，膳宿费 

 suspend=sus(=sub，从下往上)-pend=挂起来：v.暂停，推迟 

 pendulum=pend-ul(小)-um(名词后缀)=悬挂的小东西：n.钟摆 

 compensate=com-pens-ate(动词后缀)=一起支付：v.赔偿，补偿，(使)抵消 

 appendix=ap(=ad,去)-pend-ix(名词后缀)=悬挂之物：n.附录；阑尾；附加物 

17. plic-：折 

基本含义：合拢，折叠，敷涂，编织，往返，（引申）应用；fold 

基本形式：plic- 

来源：拉丁语动词 plicare 及其过去分词 plicatus 

 complicate=com(一起)-plic-ate(动词后缀)=折叠到一起：vt.使复杂化 

 duplicate=du(=duo,二)-plic-ate=对折为二份：v.复制 adj.复制的 n.副本，复制品 

 explicate=ex(出来)-plic-ate(动词后缀)=打开折叠：vt.说明，解释 

 explicit=ex(出来)-plic-it(形容词后缀)=打开折叠的：adj.明确的；清楚的；直率的；详述的 

 application=ap(=ad,去)-plic-at-ion(名词后缀)=应用：n.应用；申请；应用程序；敷用 

变体形式：ply-/ploy-/ploit- 

变化原因：经由法语进入英语时发生了拼写变化 

 apply=ap(=ad,去)-ply=合在一起：v.涂敷，适用，应用，申请 

 reply=re(回)-ply=返回去：n.v.答复，回答 

 multiply=multi(多)-ply=多次折叠：v.乘；(使)增加；(使)繁殖；(使)相乘 adv.多样地；复合地 adj.多

层的；多样的 

 imply=im(in)-ply=折叠在里面：vt.暗含，意味着 

 employ=em(=in)-ploy=包进：vt.使用，采用；雇用；使忙于，使从事于 n. 使用；雇用 

 exploit=ex(出来)-ploit=打开折叠：vt.开发，开采，开拓，剥削 n.功绩，勋绩 

同源词根：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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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拉丁语动词 plectere ，与 plic-都源自原始印欧语词根 plek-（编织） 

 complex=com(一起)-plex=编织到一起：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情结 

 perplex=per(贯穿)-plex=完全折叠起来：vt.使困惑，使为难；使复杂化 

18. graph-：画 

基本含义：描画，书写；图形，文字 

基本形式：graph-/gram- 

来源：希腊语名词 graphos/gramma 及动词 graphein 

 graph：n.图表，图形 vt.用图来表示 

 graphite=graph-ite(矿物)=可用来写画的矿物：n.石墨 

 telegraph=tele(远)-graph=远方来的文字：n.电报 v.(给…)打电报 

 photograph=photo(光)-graph=用光来描画：n.照片 v.(给…)拍照 

 geography=geo(地球)-graph-y=描画地球的学科：n.地理，地形，地理学 

 paragraph=para-graph=在旁边画线：n.段落 vt.将…分段。源自古希腊人通过在句子旁边划线来划

分段落的做法 

 grammar=gram-m-ar(形容词后缀)=关于字母的(艺术)：n.语法，语法书 

 telegram=tele-gram=远方来的文字：n.电报 v.发电报，用电报发送 

 diagram=dia-gram=纵横交错地画：n.图表，图解 vt.用图表来表示 

 program=pro-gram=写出来→公告：n.程序，计划，方案，节目表 v.编程，制定计划 

19. pict-：画 

基本含义：画，paint 

基本形式：pig-/pict- 

来源：拉丁语动词 pingere 及其过去分词 pictus 

 pigment=pig-ment(名词后缀)：n.色素，颜料 v.上色，呈现颜色 

 picture=pict-ure(名词后缀)：n.照片，图画，图像，影片 vt.画，想象，描写 

 pictorial=pict-ori-al(形容词后缀)：adj.绘画的，形象化的 n.画报，画刊 

 depict=de(向下)-pict=画下：vt.描画，描绘 

 depiction=de-pict-ion(名词后缀)：n.描绘，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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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体形式：paint- 

变化原因：经由法语进入英语时发生了拼写变化 

 paint：n.颜料，油漆，绘画作品，色彩，装饰 v.油漆，绘画，描绘，化妆，涂色，擦脂粉 

 painting=paint-ing：n.绘画；油画；着色 

 painter=paint-er(者)：n.画家；油漆匠 

20. scrib-：写 

基本含义：刻画，写 

基本形式：scrib-/script- 

来源：拉丁语动词 scribere 及其过去分词 scriptus 

 describe=de(向下)-scrib-e=写下：vt.描述，形容，描绘 

 description=de-script-ion(名词后缀)：n.描述，描写；类型；说明书 

 prescribe=pre(前)-scrib-e=预先写下：v.规定，开处方 

 prescription=pre-script-ion(名词后缀)：n.药方；指示；惯例 adj.凭处方方可购买的 

 manuscript=manu(手)-script=手写的东西：n.手稿 

 ascribe=a(=ad,去)-scrib-e=写入：vt.归因于，归咎于，归功于 

 subscribe=sub(下面)-scrib-e=在下面写(名字)：v.签署，订阅，订购 

 subscript=sub-script=写在下面的字：n.下标，脚注 adj.下标的，脚注的 

 script=写下的内容：n.脚本，剧本 

 scripture=script-ure=写下的内容：n.(大写)圣经；手稿；(大写)圣经的一句 

21. sign-：标 

基本含义：标记，标识，mark，（引申为）签名，签署 

基本形式：sign- 

来源：拉丁语动词 signare 及其过去分词形式 signatus 

 sign：v.签署，签名 n.符号，记号，手势，迹象，指示牌 

 signal=sign-al(形容词后缀)=标记的：adj.显著的，作为信号的 vt.标志，用信号通知 vi.发信号 n.信

号，暗号，导火线 

 signature=sign-at-ure(名词后缀)：n.签名，署名，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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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atory=sign-at-ory(形容词后缀)=签署的：adj.签署的，签约的 n.签约国，签名人 

 signify=sign-i-fy(使)=标识出来：vt.表示，意味着，预示 vi.有重要性，要紧，冒充内行 

 significant=sign-i-fic-ant(形容词后缀)=标识出(含义)的：adj.重大的，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意味

深长的 

 significance=sign-i-fic-ance(名词后缀)=标识之基本含义：n.意义，重要性，意思 

 design=de(出来)-sign=标记出来：v.设计，构思，计划 n.设计，图案 

 designate=de-sign-ate(动词或形容词后缀)=标记出来：vt.指定，指派，标出，把……定名为 adj.指

定的，选定的 

 resign=re(相反)-sign=签名取消：v.辞职，放弃 n.辞职 

 resignation=re-sign-at-ion(名词后缀)：n.辞职；放弃；辞职书；顺从 

 assign=as(=ad,去)-sign=去标识，去分配：vt.分配，指派，赋值 vi.将财产过户 

 assignation=as-sign-at-ion(名词后缀)：n.分配，指定，转让 

22. press-：压 

基本含义：压，按，挤 

基本形式：press- 

来源：拉丁语动词 premere 的过去分词 pressus 

 press：v.压，按，逼迫，紧抱 n.压，按，新闻，出版社，印刷机 

 pressure=press-ure(名词后缀)：n.压力，压迫，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express=ex(出来)-press=挤出来：vt.表达，快递 adj.迅速的，明确的，专门的 n.快车，快递，专使，

捷运公司 

 impress=im(=in)-press=压入或在上面压：vt.盖印，强征，传送，给某人留下深刻印象 vi.给人印象

n.印象，印记，特征，痕迹 

 depress=de(往下)-press=压下：vt.压抑，使沮丧，使萧条 

 compress=com(一起)-press=压到一起：vt.压缩，压紧，精简 vi.受压缩小 

 oppress=op(对着)-press=对着压：压迫，压抑，使烦恼，使感到沉重 

 suppress=sup(=sub,向下)-press=压下：vt.抑制，镇压，废止 

变体形式：print- 

变化原因：经由法语进入英语时发生了拼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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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v.印刷，打印，出版 n.印刷业，印花布，印刷字体，印章，印记 

 printer=print-er：n.打印机，印刷工，印花工 

23. trud-：推 

基本含义：推挤，按压，插入，thrust 

基本形式：trud-/trus 

来源：拉丁语动词 trudere 及其过去分词 trusus，最终源自原始印欧语 treud-，与来自原始日耳曼语的

单词 thrust（推挤，插入）同源。 

 intrude=in-trud-e=往里挤：vi.闯入，侵入 vt.把……强加，把……硬挤 

 intrusion=in-trus-ion(名词后缀)：n.侵入，闯入 

 abstruse=abs(离开)-trus-e=推开的：adj.深奥的，难懂的 

 protrude=pro(向前)-trud-e=往前挤：v.(使)突出，(使)伸出 

 protrusion=pro-trus-ion(名词后缀)：n.突出；突出物 

 obtrude=ob(朝着)-trud-e=对着挤：v.强迫，逼使，冲出，闯入，打扰，强加于人 

 obtrusion=ob-trus-ion(名词后缀)：n.强迫接受；管闲事；莽撞；闯入 

 extrude=ex(出来)-trud-e：v.挤出，压出，逐出，(使)突出，喷出 

 extrusion=ex-trus-ion(名词后缀)：n.挤出；推出；赶出；喷出 

24. jac-：扔 

基本含义：投掷，喷射，cast 

基本形式：jac-/ject- 

来源：拉丁语动词 iacere（=jacere）及其过去分词 iectus（=jectus） 

 adjacent=ad(趋近)-jac-ent(形容词后缀)=扔到附近的：adj.毗连的，邻近的 

 reject=re(向后)-ject=扔回去：vt.排斥，拒绝，抵制 n.被排斥的人或物 

 project=pro(向前)-ject=往前扔：v.投影，投射，计划 n.工程，项目，计划 

 subject=sub(向下)-ject=扔到下面：n.臣民，主题，科目 adj.服从的，受制于…的，易患…的 vt.使

屈从，使隶属 

 object=ob(对着)-ject=对着扔：n.目标，物体，客体，宾语 vi.反对 

 adjective=ad(去)-ject-ive=扔到附近的：adj.形容词的，附属的 n.形容词 



400 个常见英语词根详解——钱磊博士 

微信公众号：钱博士英语                                              17 

 inject=in(入)-ject=射入：vt.注射，注入 

 eject=e(出)-ject=射出：vt.喷射，驱逐 

变体形式：jet- 

变化原因：经由法语进入英语时发生了拼写变化 

 jet：n.喷射，喷嘴，喷气飞机 

25. bat-：击 

基本含义：击打，搏斗，战斗 

基本形式：bat-/batt- 

来源：拉丁语动词 battuere，最终源自原始印欧语 bhau-（击打） 

 battle=batt-le(名词后缀)：n.战役，斗争 v.作战，斗争 

 battery=batt-ery=猛击，轰炸→火炮→发射电荷的装置：n.电池 

 batter=batt-er(者)：n.击球手 v.(接连)猛击 

 battalion=batt-ali-on(名词后缀)：n.(军队中的)营，大队，部队 

 bate=bat-e=击打：v. 使软化，减少，减弱，缓和，衰落 

 abate=a(=ad,去)-bat-e=去击打：v.减轻，减少，废除 

 debate=de(向下)-bat-e=击倒对方(的观点)：v.辩论，争论，讨论 n.辩论；辩论会 

 combat=com(一起)-bat=一起打：v.战斗，搏斗，反对 adj.战斗的 n.战斗，争论 

 combatant=com-bat-ant(形容词后缀)：adj.战斗的；好斗的 n.战士；争斗者 

 rebate=re(回)-bat-e=打回去：v.减少，打折扣 n.折扣 

同源词根：beat-/beet- 

来源：原始日耳曼语 bautan，最终源自原始印欧语 bhau-（击打） 

 beat：v.打，打败；拍打；有节奏的舒张与收缩 n.拍子；敲击；律动 

 beetle=beet-le(名词后缀)=击打者：n.甲虫；大槌 

26. flict-：击 

基本含义：击打，strike 

基本形式：flig-/flict- 

来源：拉丁语动词 fligere 及其过去分词 fli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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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ligate=pro(向前向下)-flig-ate(形容词后缀)=击倒的，堕落的：adj.放荡的，挥霍的 n.放荡者，挥

霍者 

 profligacy=pro-flig-acy(名词后缀)：n.肆意挥霍；放荡；浪费 

 conflict=con(一起)-flict=一起击打：n.vt.冲突，抵触，争执，战斗 

 confliction=con-flict-ion(名词后缀)：n.冲突 

 conflictive=con-flict-ive(形容词后缀)：adj.矛盾的 

 conflictual=con-flict-ual(形容词后缀)：adj.冲突的，有争议的 

 inflict=in(介词前缀)-flict=击打：vt.造成，使遭受，强加 

 infliction=in-flict-ion(名词后缀)：n.施加；处罚，刑罚 

 inflictive=in-flict-ive(形容词后缀)：adj.加以打击的；使人难过的 

 afflict=af(=ad,去)-flict：vt.折磨，使痛苦 

 affliction=af-flict-ion(名词后缀)：n.苦难；苦恼；折磨 

 afflictive=af-flict-ive(形容词后缀)：adj.难受的；苦恼的；给人痛苦的 

27. plaud-：拍 

基本含义：拍手，鼓掌 

基本形式：plaud-/plaus- 

来源：拉丁语动词 plaudere 及其过去分词 plausus 

 plaudit=plaud-it：n.喝彩，赞美 

 plausible=plaus-ible=值得鼓掌的：adj.貌似可信的，貌似有道理的 

 applaud=ap(=ad,去)-plaud：v.鼓掌，喝彩，称赞 

 applause=ap-plaus-e：n.欢呼，喝采；鼓掌欢迎 

变体形式：plod-/plos- 

变化原因：拉丁语元音音变的结果，双元音 au 变为单元音 o 

 explode=ex(出去)-plod-e=通过鼓掌声将演员轰下台：v.(使)爆炸 

 explosion=ex-plos-ion(名词后缀)：n.爆炸 

 explosive=ex-plos-ive(形容词后缀)：adj.爆炸的；爆炸性的；爆发性的 n.炸药；爆炸物 

 implode=im(内)-plod-e：v.(使)内爆 

 implosion=im-plos-ion(名词后缀)：n.向内破裂；内破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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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losive=im-plos-ive(形容词后缀)：adj.闭塞音的 n.内爆发音 

28. st-：站 

基本含义：站立，确立，建立，stand 

基本形式：st-/stat- 

来源：拉丁语动词 stare 及其过去分词 status 

 stand=st-and：v.站立，位于，忍受 n.站立，立场，看台 

 constant=con(一起)-st-ant(形容词后缀)=站在一起：adj.不变的，经常的，恒定的 

 distance=di(s)-st-ance(名词后缀)=站在远处：n.远处，距离，间隔 

 instant=in(附近)-st-ant(形容词后缀)=站在附近的：adj.立即的，紧急的 n.瞬间，立即，片刻 

 instance=in-st-ance(名词后缀)=站在附近的东西：n.实例，情况，比方 

 substance=sub(下面)-st-ance(名词后缀)=站在下面的事物：n.实质，物质，资产，主旨 

 station=stat-ion(名词后缀)=站立：n.车站，驻地，地位 vt.驻扎，配置 

 state=stat-e=站立：n.国家，州，状态 adj.国家的，州的 vt.规定，声明 

 static=stat-ic=站着不动的：adj.静止的，静态的，静电的 n.静电 

 statue=stat-ue(名词后缀)=站立之物：n.雕像，塑像 

 status=stat-us(名词后缀)=确立的状态：n.地位，状态，情形，重要身份 

变体形式：stit- 

变化原因：拉丁语元音音变的结果，元音 a 在单辅音 t 前变为 i 

 institute=in-stit-ute(=ate,动词后缀)=确立：vt.创立，制定，提出 n.学会，协会，学院，研究所 

 institution=in-stit-ution(动名词后缀)=确立之事物：n.制度，公共机构，习俗，体制 

 substitute=sub-stit-ute(=ate,动词后缀)=从下面创立：v.代替 n.替代品，替代者 

 constitute=con(加强语气)-stit-ute(=ate,动词后缀)=建立：vt.组成，构成；建立；任命 

 constitution=con-stit-ution(动名词后缀)：n.宪法，章程，体格，构造，建立，组成 

29. sist-：立 

基本含义：站立，使站立，站着不动，stand 

基本形式：sist- 

来源：拉丁语动词 sist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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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ist=in(介词前缀)-sist=站着不动：v.坚持，强调 

 insistent=in-sist-ent(形容词后缀)：adj.坚持的；迫切的；显著的；引人注目的；紧急的 

 resist=re(反)-sist=对着站：v.抵抗，忍耐 

 resistant=re-sist-ant(形容词后缀)：抵抗的，反抗的；顽固的 n.抵抗者 

 resistance=re-sist-ance(名词后缀)：n.阻力；电阻；抵抗；反抗；抵抗力 

 consist=con(一起)-sist=站在一起：vi.由……组成，包括，在于，符合 

 consistent=con(加强语气)-sist-ent(形容词后缀)=站着不动的：adj.始终如一的，一致的；坚持的 

 exist=ex(出来)-(s)ist=站出来：vi.存在，生活，生存 

 existence=exist-ence(名词后缀)：n.存在，实在；生存，生活；存在物，实在物 

 assist=as(=ad,趋近)-sist=站在旁边：v.帮助，协助 

 assistant=as-sist-ant(形容词后缀)：adj.辅助的，助教的 n.助手，助理，助教 

 assistance=as-sist-ance(名词后缀)：n.帮助，协助，援助，问讯处 

 persist=per(完全)-sist=一直站着：v.坚持，保持，持续 

 persistence=per-sist-ence(名词后缀)：n.持续；固执；存留；坚持不懈；毅力 

 persistent=per-sist-ent(形容词后缀)：adj.固执的，坚持的；持久稳固的 

 subsist=sub(从下往上)-sist=站起来：v.存在，维持生活，供养 

 subsistence=sub-sist-ence(名词后缀)：n.生活，生存，存在 

30. ced-：行 

基本含义：行走，walk 

基本形式：ced-/cess- 

来源：拉丁语动词 cedere 及其过去分词 cessus 

 precede=pre(前面)-ced-e=在前面走：v.领先，在…前面，优于，高于 

 success=suc(=sub,下面)-cess=从下面走上来：n.成功，胜利，成就 

 access=ac(=ad,去)-cess=走过去：vt.访问，使用，接近，存取 n.通路，进入 

 accessory=ac(=ad,去)-cess-ory=走过去加入的：adj.附属的，同谋的，副的 n.附件，从犯 

 process=pro(向前)-cess=向前走：n.过程，程序 vt.处理，加工 vi.列队前进 

 procedure=pro-ced-ure(名词后缀)=向前走：n.程序，手续；步骤 

 concede=con(加强语气)-ced-e=走开：v.承认，退让，让步，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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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ession=con-cess-ion=走开：n.让步，特许(权)，承认，退位 

 excess=ex(出来)-cess=走过：n.超过，超额；过度，过量；无节制 adj.额外的，过量的；附加的 

 necessary=ne(不)-cess-ary(形容词后缀)=不能走开的：adj.必要的，必须的 n.必需品 

变体形式：ceed-/ceas-/cest- 

变化原因：经由法语进入英语时发生了拼写变化 

 exceed=ex(出来)-ceed=走过：vt.超过；胜过 vi.超过其他 

 succeed=suc(=sub,下面)-ceed=从下面走上来：v.成功，接替，继承，继任 

 proceed=pro-ceed=往前走：vi.开始，继续进行，行进 

 cease=ceas-e=走(到尽头)：n.v.停止，结束，终止 

 ancestor=an(=ant，在前)-cest-or=走在前面的人：n.祖先，始祖 

 ancestry=ancest(o)r-y(抽象名词后缀)：n.祖先，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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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名词词根 

31. cap-：头 

基本含义：头，首领，head 

基本形式：cap- 

来源：拉丁语名词 caput 及其属格形式 capitis 

 cap：n.盖，帽子 

 cape=cap-e：n.海岬(陆地伸至大海的头)；披肩(与 cap 同源，原本表示包裹头颈部位的物品，后来

才指无袖斗篷) 

 captain=cap-t-ain=首领：n.队长，上尉，首领，船长 

 capital=cap-it-al(形容词后缀)=(牛)头的：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首都，省会，资金 

变体形式：chiev-/chapt- 

变化原因：经由法语进入英语时发生了拼写变化 

 chief=chiev=头：adj.主要的，首席 n.首领，酋长 

 achieve=a(=ad,趋向)-chiev-e=到达尽头：vt.获得，实现 vi.成功，达到预期目的 

 achievement=achieve-ment：n.成就，成绩，成功，完成 

 chapter=chapt-er=小头：n.章节 vt.把……划分为章节 

32. man-：手 

基本含义：手，hand 

基本形式：man- 

来源：拉丁语名词 manus 

 manage=man-age=用手操控马：v.管理，经营，控制，设法，处理 

 manner=man-n-er=手法：n.方式，习惯，风俗，风度，态度，礼貌 

 manual=man-ual：adj.手工的，体力的 n.手册，指南 

 manufacture=man-u-fact-ure=手做出来的东西：n.制造，制造业，产品 v.制造 

 manuscript=man-u-script=手写之物：n.手稿 

 manipulate=man-i-pul(装满)-ate=手抓满：vt.操纵，巧妙地处理，篡改。原本指一种挖矿的方法。 

 manifest=man-i-fest=用手抓住：v.显示，表明，证明 adj.明显的，明白的 n.载货单，旅客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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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体形式：main- 

变化原因：经由法语进入英语时发生了拼写变化，单元音 a 变为双元音 ai 

 maintain=main-tain(保持)=用手保持：vt.维持，维护，继续，供养，坚持 

 maintenance=main-ten-ance(名词后缀)：n.维护，维修；保持；生活费用 

33. ped-：足 

基本含义：足，脚，（引申）步行 

基本形式：ped- 

来源：原始印欧语词根 ped- 

 pedestrian=ped-estr-ian(名词或形容词后缀)：n.行人，步行者 adj.徒步的 

 expedition=ex-ped-ition(动名词后缀)=走出去：n.远征，探险，考察，探险队，敏捷 

 pedal=ped-al(形容词后缀)=脚用的(东西)：adj.脚的，脚踏的 n.踏板，脚蹬子 v.骑(自行车)，踩踏板 

 impede=im(=in)-ped-e=放在两脚之间：vt.妨碍，阻止 

 biped=bi-ped=两足：n.两足动物 adj.两足的 

 expeditious=ex-ped-itious=走出来，摆脱束缚：adj.迅速的；敏捷的 

 expedite=ex-ped-ite=走出来，摆脱束缚：vt.加快，促进，分发畅通的；adj.迅速的；方便的 

 pedicure=ped-i-cure(治疗)：n.足疗 

 centipede=centi-ped-e=百足(虫)：n.蜈蚣 

变体形式：pod- 

来源：来自希腊语词根 pod-，源自原始印欧语词根 ped- 

 podium=pod-ium(地方)=立足之地：n.乐队指挥台；矮墙；墩座墙 

 podiatrist=pod-iatr(治疗)-ist(专业人士)：n.足病医生 

 tripod=tri-pod=三脚：n.三脚架；三脚桌 

34. dent-：齿 

基本含义：牙齿，齿状物，tooth 

基本形式：dent- 

来源：拉丁语名词 dens 的属格形式 dentis 

 dent：n.凹痕；削弱；减少；齿 v.削弱，(使)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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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tal=dent-al(形容词后缀)：adj.牙齿的，牙的，牙科的 n.齿音 

 denture=dent-ure(名词后缀)：n.齿列，托牙，一副假牙 

 dentist=dent-ist(专业人士)：n.牙科医生 

 dentistry=dent-ist-ry(专业)：n.牙科学，牙医行业 

 dentiform=dent-i-form(形状)：adj.齿状的 

 dentoid=dent-o-id(像…的)：adj.齿状的 

 denticle=dent-i-cle(小东西)：n.小齿，齿状装饰 

 trident=tri(三)-dent：n.三叉戟，三齿鱼叉 

 indent=in(向里)-dent：v.缩排，切割成锯齿状，印凹痕 n.缩进，凹痕，契约，订货单 

 indenture=in-dent-ure(名词后缀)=锯齿状切割开的文书：契约；合同 vt.以契约约束 

35. lingu-：舌 

基本含义：舌，（引申为）语言 

基本形式：lingu- 

来源：拉丁语名词 lingua 

 lingua=lingu-a(名词后缀)：n.舌，似舌的器官 

 lingual=lingu-al(形容词后缀)：adj.舌的，舌音的，语言的 

 linguine=lingu-ine(像…的)=舌头状东西：意大利扁面条 

 linguist=lingu-ist(专业人士)：n.语言学家 

 linguistic=lingu-ist-ic(形容词后缀)：adj.语言的，语言学的 

 linguistics=lingu-ist-ics(学科)：n.语言学 

 bilingual=bi(二)-lingu-al(形容词后缀)：adj.双语的 

变体形式：langu- 

变化原因：经由法语进入英语时发生了拼写变化 

 language=langu-age(名词后缀)：n.语言 

36. fac-：面 

基本含义：脸部，面，表面，正面，外表 

基本形式：f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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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拉丁语名词 facies 

 face=fac-e：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 v.面对，面向，朝向 

 facial=fac-i-al(形容词后缀)：adj.面部的，表面的，脸的，面部用的 

 facade=fac-ade(名词后缀)=建筑物的脸：n.正面，表面，外观 

 facet=fac-et(小的)：n.小平面，方面，切面 

 surface=sur(上面的)-fac-e：n.表面，表层，外观 

 interface=inter(之间)-fac-e：n.界面，接口 v.交流，相互作用 

 deface=de(使坏)-fac-e：vt.损伤外观，丑化 

 efface=ef(=ex,离开)-fac-e=去掉表皮：vt.抹去，消除，擦掉，使自己不受人注意 

变体形式：fic- 

变化原因：拉丁语元音音变的结果，元音 a 在单辅音 c 前变为 i 

 superficial=super(在上面)-fic-i-al(形容词后缀)：adj.表面的，肤浅的，外表的 

37. op-：目 

基本含义：眼睛，视觉 

基本形式：op-/opt- 

来源：希腊语名词 ops（眼睛）及由此衍生的形容词 optos（看得见的） 

 myopia=my(闭)-op-ia(症)=闭上眼睛：n.近视眼，目光短浅 

 myopic=my-op-ic(名词后缀)：adj.近视的；目光短浅的 

 autopsy=aut(自己)-op-s-y=亲自去看：n.验尸，尸体剖检 

 optic=opt-ic(形容词后缀)：adj.光学的，视觉的，眼睛的 n.眼睛，镜片 

 optical=opt-ical(形容词后缀)：adj.光学的，视觉的，眼睛的 

 optics=opt-ics(学科)：n.光学 

 optician=opt-ic-ian(者)：n.眼镜商，光学仪器商，光学仪器制造者 

 optometry=opt-o-metr(测量)-y：n.验光，视力测定 

 optometer=opt-o-meter：n.视力计 

38. corn-：角 

基本含义：角，硬皮，突出物，horn 



400 个常见英语词根详解——钱磊博士 

微信公众号：钱博士英语                                              26 

基本形式：corn- 

来源：拉丁语名词 cornu(主格)/cornus(属格) 

 corn：n.玉米，谷物；皮肤上的鸡眼，硬皮 

 corner=corn-er(名词后缀)：n.角落，拐角，偏僻处，困境 vi.囤积，相交成角 vt.垄断，迫至一隅，

使陷入绝境，把…难住 

 cornet=corn-et(小)=小角：短号 

 cornucopia=corn-u-copia(富饶)：n.丰饶之角，哺乳宙斯的羊角 

 cornea=corn-ea：n.角膜 

 unicorn=uni(一)-corn：n.独角兽 

 Capricorn=capri(山羊)-corn=山羊角：n.摩羯座，摩羯宫 

39. corp-：体 

基本含义：身体，肉体，主体，团体；形成一体 

基本形式：corp-/corpor- 

来源：拉丁语名词 corpus，及由此衍生的动词 corporare 及其过去分词 corporatus 

 corpus=corp-us(名词后缀)：n.语料库；文集；尸体 

 corpuscle=corp-us-cle(小物品)：n.小体，血球 

 corpse=corp-se：n.尸体 

 corps=corp-s=团体：n.军团 

 corpulent=corp-ul(富于)-ent=身体发福的：adj.肥胖的 

 corpulence=corp-ul-ence(名词后缀)：n.臃肿，肥胖 

 corporal=corpor-al(形容词后缀)：adj.肉体的 n.下士 

 corporeal=corpor-e-al(形容词后缀)：adj.有形的，物质的，肉体的 

 corporate=corpor-ate(形容词后缀)：adj.法人的，群体的，共同的，社团的，公司的 

 corporation=corpor-at-ion(名词后缀)：n.公司，社团，法人，市政当局 

 incorporate=in(形成)-corpor-ate(动词和形容词后缀后缀)：v.包含，合并，吸收 adj.合并的，一体的 

 incorporation=in-corpor-at-ion(名词后缀)：n.公司，团体组织；合并，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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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arn-：肉 

基本含义：肉，肉体 

基本形式：carn-/car- 

来源：拉丁语名词 caro(主格)/carnis(属格) 

 carnal=carn-al(形容词后缀)：adj.肉体的，肉欲的，性欲的，淫荡的 

 carnage=carn-age(名词后缀)=屠宰割肉：n.大屠杀，残杀 

 carnival=carn-i-val(再见)=再见了肉：n.狂欢节，嘉年华，饮宴狂欢。源自人们在基督教封斋节开

始前三天纵情吃喝玩乐的惯例 

 carrion=car-r-ion(名词后缀)：n.腐肉，臭尸 adj.腐肉的，腐朽的 

 incarnate=in(变成)-carn-ate=使形成肉体：vt.体现，使实体化，使化身为，使具体 adj.化身的 

 incarnation=in-carn-at-ion(名词后缀)：n.化身；道成肉身；典型 

 reincarnate=re(再次)-in-carn-ate：vt.使转世化身 adj.转世化身的 

41. urin-：尿 

基本含义：尿；撒尿 

基本形式：urin- 

来源：拉丁语名词 urina，及由此衍生的动词 urinare 

 urine=urin-e：n.尿 

 urinate=urin-ate(动词后缀)：vi.撒尿，小便 

 urination=urin-at-ion(名词后缀)：n.撒尿，小便 

 urinary=urin-ary(形容词后缀)：adj.尿的，泌尿的 n.尿壶，小便池 

 urinal=urin-al(形容词后缀)=撒尿的（工具）：n.尿壶，小便池 

42. cor-：心 

基本含义：心脏，心灵，心意，胆量，heart 

基本形式：cor-/cord- 

来源：拉丁语名词 cor(主格)/cordis(属格)，最终源自原始印欧语 kerd-  

 core=cor-e：n.核心，要点 

 cordial=cord-ial(形容词后缀)：adj.衷心的，热诚的 n.补品，兴奋剂，甘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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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date=cord-ate(形容词后缀)：adj.心形的 

 record=re(再次)-cord=在心中还原：n.v.记录，录音 

 accord=ac(=ad,趋近)-cord=心意趋近：n.v.(使)符合，(使)一致，协议 

 accordance=ac-cord-ance(名词后缀)：n.一致，和谐 

 accordion=ac-cord-ion(名词后缀)=和谐之音：n.手风琴 

 concord=con(一起)-cord=心在一起：n.和谐，和睦，协调 

 concordance=con-cord-ance(名词后缀)：n.调和，一致；用语索引 

 discord=dis(分开)-cord=心分开：n.不和，嘈杂声 vi.不一致，刺耳 

 discordance=dis-cord-ance(名词后缀)：n.不一致；不调和；冲突；不和谐 

变体形式：cour- 

变化原因：经由法语进入英语时发生了拼写变化，单元音 o 变为双元音 ou 

 courage=cour-age(名词后缀)：n.勇气，胆量 

 courageous=cour-age-ous(形容词后缀)：adj.有胆量的，勇敢的 

 encourage=en(使充满)-cour-age：vt.鼓励，怂恿 

 discourage=dis(使离去)-cour-age：vt. 阻止；使气馁 

同源词根：cardi- 

来源：希腊语名词 kardia，最终源自原始印欧语 kerd-  

 cardiac=cardi-ac(形容词后缀)：adj.心脏的；心脏病的 

 cardiogram=cardio-gram(图)：n.心电图 

 cardiology=cardi-o-log(学科)-y：心脏病学 

 cardiologist=cardio-log(学科)-ist：n.心脏病医生 

43. psych-：灵 

基本含义：灵魂，心理，精神 

基本形式：psych- 

来源：希腊语名词 psykhe 

 psyche=psych-e：n.灵魂，心智，精神，心灵 

 psychic=psych-ic(形容词后缀)：adj.精神的，灵魂的，心灵的，超自然的 n.灵媒，巫师 

 psychology=psych-o-log(学科)-y：n.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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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ychosis=psych-osis(病)：n.精神病，精神错乱 

 psychotic=psych-otic(有病的)：adj.精神病的 n.疯子，精神病患者 

 psychiatry=psych-iatr(治疗)-y：n.精神病学，精神病治疗法 

 psychiatric=psych-iatr-ic(形容词后缀)：精神病学的；精神病治疗的 

 psychopath=psycho-path(病痛)：n.精神病患者 

 psychopathic=psycho-path-ic(形容词后缀)：adj.精神病的，精神错乱的 n.精神变态者 

44. ment-：思 

基本含义：思想，思考，理智，智力，记忆 

基本形式：ment- 

来源：来自拉丁语名词 mens(主格)/mentis(属格)，最终源自原始印欧语词根 men-，与源自原始日耳曼

语的单词 mind 同源 

 mental=ment-al(形容词后缀)：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mention=ment-ion(名词后缀)：n.提及，说起 vt.提到，谈到，说起 

 mentor=ment-or=使人思考者：n.指导者，导师，良师益友，vt.指导 

 mentation=ment-ation：n.心理状态，精神作用，精神活动 

 comment=com(加强语气)-ment：v.发表评论，发表意见，评价 n.评论，意见 

 commentary=comment-ary(形容词后缀)=评论的（话）：n.评论；注释；评注 

 commentate=comment-ate(动词后缀)：v.评论，解说，时事评论 

 ament=a(缺失)-ment：n.智力缺陷者 

 amentia=a(缺失)-ment-ia(病症)：n.智力缺陷，白痴 

 dement=de(离开)-ment=使离开理智：vt.使发狂，使精神错乱 

45. anim-：息 

基本含义：气息，呼吸，（引申为）生命，灵魂，精神，心意 

基本形式：anim- 

来源：anim←拉丁语名词 anima(阴性)/animus(阳性) 

 animal=anim-al(形容词后缀)=能呼吸之物：n.动物 

 animate=anim-ate(动词和形容词后缀)：vt.使有生气，使活泼，鼓舞 adj.有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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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anim-at-ion(名词后缀)：n.动画，动漫，激励，生气，活泼 

 animus=anim-us(阳性名词后缀)：n.意图，敌意，（荣格心理学术语）男性意向 

 animosity=animos(=animus)-ity(名词后缀)：n. 憎恶，仇恨，敌意 

 anima=anim-a(阴性名词后缀)：n.灵魂，生命，（荣格心理学术语）女性意向 

 inanimate=in(不)-anim-ate(形容词后缀)：adj.无生命的；无生气的 

 unanimous=un(单一)-anim-ous(形容词后缀)=心意一致的：adj.全体一致的，无异议的 

 unanimity=un-anim-ity(名词后缀)：n.同意，全体一致 

 magnanimous=magn(巨大)-anim-ous(形容词后缀)：adj.宽宏大量的 

 magnanimity=magn-anim-ity(名词后缀)：n.宽宏大量，慷慨 

 equanimous=equ(均等)-anim-ous(形容词后缀)：adj.平静的，镇定的 

 equanimity=equ-anim-ity(名词后缀)：n.平静，镇定 

46. soph-：智 

基本含义：智慧 

基本形式：soph- 

来源：希腊语名词 sophos 

 Sophia=soph-ia=智慧：n.(女子名)索菲亚 

 Sophie=soph-ie=智慧：n.(女子名)索菲 

 sophism=soph-ism(名词后缀)：n.诡辩 

 sophist=soph-ist=有智慧的人：n.诡辩家，智者 

 sophistry=soph-ist-ry(专业)：n.诡辩，诡辩术 

 sophistical=soph-ist-ical(形容词后缀)：adj.诡辩的；强词夺理的；诡辩法的 

 sophisticate=soph-ist-ic-ate(动词和形容词后缀)：vt.弄复杂，使变得世故，曲解 vi.诡辩 n.久经世故

的人，精通者 

 sophisticated=soph-ist-ic-at-ed：adj.久经世故的，富有经验的，老练的，复杂的，精致的 

 sophistication=soph-ist-ic-at-ion：n.复杂；诡辩；老于世故；有教养 

 sophomore=sopho-mor(=moron,笨蛋)-e=有点智慧的笨蛋：n.(大学)二年级生 

 philosophy=phil(爱)-o-soph-y=爱智慧：n.哲学 

 philosopher=phil-o-soph-er=爱智慧的人：n.哲学家，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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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vol-：意 

基本含义：意志，意愿 

基本形式：vol- 

来源：拉丁语动词 velle/volo（想要），最终源自原始印欧语词根 wel-（想要） 

来自原始日耳曼语的对应单词：will 

 volition=vol-it-ion(名词后缀)：n.意志，意志力 

 volitive=vol-it-ive(形容词后缀)：adj.意志的 

 voluntary=vol-unt(=ent,形容词后缀)-ary(形容词后缀)：adj.自愿的，志愿的，自发的，故意的 n.志

愿者，自愿行动 

 volunteer=vol-unt-eer(者)：n.志愿者 

 benevolent=ben(好)-e-vol-ent(形容词后缀)：adj.仁慈的，慈善的，亲切的 

 benevolence=ben-e-vol-ence(名词后缀)：n.仁慈，慈善 

 malevolent=mal(坏)-e-vol-ent(形容词后缀)：adj.恶毒的，有恶意的，坏心肠的 

 malevolence=mal-e-vol-ence(名词后缀)：n.恶意，怨恨；狠毒 

同源词根：will- 

来源：原始日耳曼语 willjan，最终源自原始印欧语词根 wel-（想要） 

 will：n.意志；决心；意图；心愿；遗嘱 v.愿意，将，决心要 aux.将；愿意 

 willing=will-ing：adj.乐意的；自愿的 

 William=will-iam=意志坚定的保护者：n.（男子名）威廉 

48. ide-：观 

基本含义：观念，看法，概念，想法 

基本形式：ide- 

来源：希腊语 idein 

 idea=ide-a(名词后缀)：n. 想法；主意；概念 

 ideal=ide-al(形容词后缀)：adj. 理想的；完美的；想象的；不切实际的 n.理想；典范 

 idealism=ide-al-ism(主义)：n.理想主义，唯心主义，理念论 

 ideate=ide-ate(动词后缀)：vi. 形成概念；设想 vt.对…形成概念；想象 

 ideology=ide-o-log(学科)-y：n. 意识形态；思想意识；观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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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eological=ide-o-log-ical(形容词后缀)：adj. 思想的；意识形态的 

 ideograph=ide-o-graph(描画)：n. 象形文字；表意文字（等于 ideogram） 

49. ord-：序 

基本含义：顺序，秩序，序列，等级；命令，安排 

基本形式：ord-/ordin- 

来源：拉丁语名词 ordo(主格)/ordinis(属格) 

 order=ord-er：n.命令；顺序；规则；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orderly=order-ly(形容词和副词后缀)：adj. 有秩序的；整齐的；值班的 adv.顺序地；依次地 

 disorder=dis(不)-order：n.混乱；骚乱 vt.使失调；扰乱 

 ordinary=ordin-ary(形容词后缀)=(普通)等级的：adj.普通的；平凡的；平常的 n.普通；平常的人(或

事) 

 ordinal=ordin-al(形容词后缀)：adj.顺序的，依序的 n.序数 

 ordain=ord(a)in=置于序列中：vt.任命某人为牧师；授某人以圣职；(上帝、法律等)命令；注定 vi.

颁布命令 

 ordination=ordin-at-ion(名称后缀)：n.分类；任命；神职授任；排成等级 

 ordinance=ordin-ance(名称后缀)：n.条例；法令；圣餐礼 

 extraordinary=extra(超出)-ordin-ary：adj.非凡的；特别的；离奇的；临时的；特派的 

 coordinate=co(一起)-ordin-ate(动词和形容词后缀)=一起安排：adj.并列的；同等的 vt.调整；整合 vi.

协调 n.坐标；同等的人或物 

 subordinate=sub(下面)-ordin-ate(动词和形容词后缀)：adj.从属的；次要的 vt.使居下位；使服从 n.

下属，下级；部属，属下 

50. cosm-：秩 

基本含义：秩序，和谐，宇宙；使有序，整理，装饰美化 

基本形式：cosm- 

来源：希腊语名词 kosmos，源自动词 kosmein 

 cosmos=cosm-os(名词后缀)=秩序：n.宇宙；和谐；秩序；大波斯菊 

 cosmic=cosm-ic(形容词后缀)：adj.宇宙的(等于 cosm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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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mogony=cosm-o-gon(产生)-y：n.宇宙进化论；宇宙的产生，宇宙的起源 

 cosmology=cosm-o-log(学科)-y：n.宇宙论，宇宙学 

 cosmopolis =cosm-o-pol(城市)-is(名词后缀)：n.国际都市 

 cosmopolitan=cosm-o-pol(城市)-it-an(形容词后缀)：adj.世界性的，四海一家的 n.世界主义者，四

海为家者 

 cosmetic=cosm-et-ic(形容词后缀)=装饰美化的：adj.美容的；化妆用的 n.化妆品；装饰品 

 cosmetology=cosm-et-o-log(学科)-y：n.美容术，整容术 

51. log-：道 

基本含义：逻辑，理性，比率，学科，言语 

基本形式：log- 

来源：希腊语名词 logos 

 logos=log-os(名词后缀)：n.逻各斯，理性，道 

 logic=log-ic(形容词后缀)：adj.逻辑的 n.逻辑，逻辑性，逻辑学 

 logical=log-ical(形容词后缀)：adj.合逻辑的，合理的；逻辑学的 

 dialogue=dia(跨越)-log-ue：n.v.对话 

 dialog=dia-log：n.对话；会话 

 catalog=cata(往下)-log=罗列出来：n.目录 v.编目录，登记 

 catalogue=cata(往下)-log-ue(名词后缀)：n.目录 

 apology=apo(远离)-log-y(名词后缀)=远离(责任)的讲话：n.道歉，谢罪，辩解 

 apologize=apo-log-ize(动词后缀)：v.道歉，谢罪，辩解 

 analogy=ana(对着)-log-y(名词后缀)：n.类比，类推 

 analogue=ana-log-ue(名词后缀)：n.类似物；类似情况；对等的人 adj.类似的；相似物的；模拟计

算机的 

 biology=bio(生物)-log-y(名词后缀)：n.生物学 

 geology=geo(地球)-log-y(名词后缀)：n.地质学 

 psychology=pshcho(心理)-log-y(名词后缀)：n.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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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mod-：模 

基本含义：模式，维度，范围，尺寸；调节 

基本形式：mod-/moder- 

来源：拉丁语名词 modus，及由此衍生的动词 moderari 

 model=mod-el(指小形式)=缩小的模式：n.模型，模范，模特儿 adj.模范的 v.模仿，做模型 

 modest=mod-es-t=保持在某范围内：adj.谦逊的，适度的 

 mode=mod-e：n.模式，方式 

 modal=mod-al(形容词后缀)：adj.模式的，形式的 

 modify=mod-i-fy(使)=使其变成某种模式：v.修改 

 module=mod-ul(小)-e=较小的模式：n.模块，组件 

 modulate=mod-ul-ate(动词后缀)：v.调制；调节，调整 

 moderate=moder-ate(动词后缀)=保持在某范围内：adj.温和的，适度的，有节制的 v.节制 

53. typ-：模 

基本含义：模型，类型，模式 

基本形式：typ- 

来源：拉丁语名词 typus，源自希腊语名词 typos 

 type=typ-e：n. 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 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 打字 

 typical=typ-ical(形容词后缀)：adj. 典型的；特有的；象征性的 

 typify=typ-i-fy(动词后缀)：vt.代表；作为…的典型；具有…的特点 

 typography=typ-o-graph-y(名词后缀)：n.排印；活版印刷术 

 typewriter=type-writer：n.打字机 

 typist=typ-ist：n.打字员，打字者 

 stereotype=stere-o-typ-e=可复用的铅版：n. 陈腔滥调，老套；铅版 vt. 使用铅版；套用老套，使一

成不变 

54. leg-：法 

基本含义：法律，规律，约定，契约；按照法律或契约指定、任命或派遣 

基本形式：leg-/le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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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拉丁语名词 lex(主格)/legis(属格)，动词 legare 及其过去分词形式 legatus，最终源自原始印欧语

词根 leg- 

 legal=leg-al(形容词后缀)：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 

 illegal=il(=in,不)-leg-al：adj.非法的，违法的 

 legate=leg-ate(动词后缀)=委派（之人）：n.罗马教皇的使节，使者 

 legation=leg-at-ion：n.使者，公使馆，使者职位，使命 

 legislate=legis-lat(带来，产生)-e=：v.立法，制订法律 

 legislation=legis-lat-ion(名词后缀)：n.立法，法律 

 legislature=legis-lat-ure(名词后缀)：n.立法机关，立法机构 

 legacy=leg-acy(名词后缀)=(遗嘱)指定的东西：n.遗产，遗赠 

 legitimate=leg-itim(符合)-ate(形容词或动词后缀)：adj.合法的，正当的，正统的 vt.使合法，认为正

当 

 legitimacy=leg-itim-acy(名词后缀)：n.合法；合理；正统 

 privilege=priv(个人)-i-leg-e=为个人制定的法律：n.特权，优待 vt.给……特权 

 delegate=de(出去)-leg-ate=委派：vt.委派……为代表 n.代表 

 delegation=de-leg-at-ion(名词后缀)：n.代表团；授权；委托 

55. nom-：律 

基本含义：规律，规则，秩序，法律；治理，统治 

基本形式：nom- 

来源：希腊语名词 nomos 

 astronomy=astro(星)-nom-y(名词后缀)=星之规律：n.天文学 

 astronomical=astro-nom-ical(形容词后缀)：adj.天文的，天文学的；极大的 

 agronomy=agro(农业)-nom-y：n.农学 

 agronomic=agro-nom-ic(形容词后缀)：adj.农事的；农艺学的 

 bionomy=bio(生命)-nom-y：n.生态学 

 economy=eco(家)-nom-y=治理家政：n.经济，节俭，理财 

 economic=eco-nom-ic(形容词后缀)：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economical=eco-nom-ical(形容词后缀)：adj.经济的；节约的；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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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nomy=auto(自己)-nom-y=自我治理：n.自治，自治权 

 autonomous=auto-nom-ous(形容词后缀)：adj.自治的；自主的；自发的 

56. norm-：规 

基本含义：规范，常规，基准 

基本形式：norm- 

来源：拉丁语名词 norma 

 norm：n.规范，基准，定额 

 normal=norm-al(形容词后缀)：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 

 abnormal=ab(偏离)-norm-al(形容词后缀)：adj.反常的，变态的，不规则的 

 anormal=a(不)-norm-al(形容词后缀)：adj.反常的，异常的 

 enormous=e(出来)-norm-ous(形容词后缀)=出离常规的：adj.庞大的，巨大的，极恶的，凶暴的 

 enormity=e-norm-ity(名词后缀)：n.巨大；暴行；极恶 

 subnormal=sub(低)-norm-al(形容词后缀)=低于正常的：adj.低能的 n.弱智者 

57. caus-：因 

基本含义：原因，理由；指控，辩论 

基本形式：caus- 

来源：拉丁语名词 causa，及由此衍生的动词 causari 

 cause=caus-e：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causal=caus-al(形容词后缀)：adj.原因的，因果的，有原因的 

 causation=caus-at-ion(名词后缀)：n.原因，因果关系 

 causative=caus-at-ive(形容词后缀)：adj.使役的，诱发的，(成为)原因的 n.使役动词 

 because=by cause：conj.因为 

变体形式：cus- 

变化原因：拉丁语元音音变的结果，双元音 au 变为单元音 u 

 excuse=ex(出来)-cus-e=免于指控：v.原谅，为…申辩 n.借口，理由 

 excusatory=ex-cus-at-ory(形容词后缀)：adj.表示歉意的；申辩的 

 excusal=ex-cus-al(名词后缀)：n.免除；原谅 



400 个常见英语词根详解——钱磊博士 

微信公众号：钱博士英语                                              37 

 accuse=ac(=ad,去)-cus-e：v.指责，指控，控告，归咎于 

 accusation=ac-cus-at-ion(名词后缀)：n.控告，指控；谴责 

 accusatory=ac-cus-at-ory(形容词后缀)：adj.非难的，指责的；控诉的，控告的 

58. myst-：奥 

基本含义：奥秘，神秘 

基本形式：myst- 

来源：希腊语名词 mystes 

 mystery=myst-ery(名词后缀)：n.秘密，谜；神秘，神秘的事物；推理小说，推理剧；秘技 

 mysterious=myst-eri-ous(形容词后缀)：adj.神秘的；不可思议的；难解的 

 mystic=myst-ic(形容词后缀)：adj.神秘的；神秘主义的 n.神秘主义者 

 mystical=myst-ical(形容词后缀)：adj.神秘的；神秘主义的 

 mystique=myst-ique(=ic,形容词后缀)：奥秘，秘诀；神秘性 

 mystify=myst-i-fy(动词后缀)：vt.使神秘化；使迷惑，使困惑 

59. pac-：和 

含义：和平，平静 

基本形式：pac- 

来源：拉丁语名词 pax(主格)/pacis(属格) 

 pacify=pac-i-fy(动词后缀)=使平静：vt.安抚，使平息 

 pacific=pac-i-f-ic(形容词后缀)：adj.和平的，温和的 

 pacifier=pac-i-f-i-er(者)：n.抚慰者，安抚奶嘴 

 pacificate=pac-i-f-ic-ate(动词后缀)：vt.安抚，绥靖，使镇静 

变体形式：peac-/peas- 

变化原因：经由法语进入英语时发生了拼写变化 

 peace=peac-e：n.和平 

 peaceful=peac-e-ful(形容词后缀)：adj.和平的，爱好和平的；平静的 

 appease=ap(=ad,去)-peas-e：vt.安抚，使平息，对……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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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tric-：乱 

基本含义：复杂，混乱，纠纷，令人困惑之物 

基本形式：tric- 

来源：拉丁语名词 tricae 

 trick=tric-k=令人困惑之物：n.诡计；恶作剧；窍门；花招；骗局；欺诈 v.欺骗；装饰；戏弄 adj.

特技的；欺诈的；有决窍的 

 trickery=trick-ery(名词后缀)：n.欺骗；诡计；奸计 

 tricky=trick-y(形容词后缀)：adj.狡猾的；机警的 

 intricate=in-tric-ate(形容词后缀)：adj.复杂的；错综的，缠结的 

 intricacy=in-tric-acy(名词后缀)：n.错综，复杂；难以理解 

 extricate=ex(出来)-tric-ate(动词后缀)=使不纠结：vt.使解脱；解救；使游离 

 extrication=ex-tric-at-ion(名词后缀)：n.解脱；救出；游离 

变体形式：trig- 

变化原因：经由意大利语和法语进入英语时发生了拼写变化 

 intrigue=in-trig-ue：n.阴谋；诡计；复杂的事；私通 vt.用诡计取得；激起...的兴趣 vi.私通；密谋 

 intrigant=in-trig-ant(形容词后缀)=耍阴谋诡计的（人）：n.阴谋者，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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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形容词词根 

61. reg-：直的 

基本含义：直的，正的；使正直，（引申为）治理，调节，统治 

基本形式：reg-/rect- 

来源：拉丁语动词 regere 及其过去分词 rectus 

 region=reg-ion=统治的范围：n.区域，范围，地区 

 regiment=reg-i-ment=统治：n.军队中的团，大量 

 regime=reg-i-me(名词后缀)=统治：n.政权，政体，管理体制 

 correct=cor(=com,加强语气)-rect：adj.正确的 v.改正，纠正，告诫 

 direct=di(=dis)-rect=使变直：v.指挥，导演，管理 adj.直接的，直系的 

 direction=di-rect-ion(名词后缀)：n.指导；方向 

 erect=e(向上,向外)-rect=直立：v.直立，竖立 adj.竖立的 

 erection=e-rect-ion(名词后缀)：n.勃起；直立；建造 

 rectangle=rect-angle：n.矩形 

 rectify=rect-i-fy=使其正确：vt.改正，整流 

变体形式：rig- 

变化原因：词根拉丁语元音音变结果，元音 e 在单辅音 g 前变为 i 

 right=rig-ht：adj. 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n.正确；右边；正义 

同源词根：regul-/reign- 

来源：拉丁语名词 regula（统治，规则）/regnum（统治），与 reg-都源自原始印欧语词根 reg-（走直

线） 

 regular=regul-ar：adj.有规律的，定期的，普通的 

 regularity=regular-ity：n.规则性；整齐；正规；匀称 

 regulate=regul-ate：vt.控制，调节，规定，校准 

 regulation=regul-ation：n.管理；规则；校准 adj.规定的；平常的 

 reign：n.vi.统治，支配，盛行 

 sovereign=sove(=super)-reign：adj.至高无上的；有主权的；拥有最高统治权的 n.主权国家；最高

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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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simil-：同样的 

基本含义：同样的，使相似，same 

基本形式：simil-/simul- 

来源：拉丁语形容词 similis，及由此衍生的动词 simulare 

 similar=simil-ar：adj.相似的 n.类似物 

 simulate=simul-ate=变得相似：vt.模仿，假冒 adj.模仿的，假冒的 

 simultaneous=simul-tane-ous：adj.同时的 n.同声译员 

 assimilate=as(=ad,去)-simil-ate=使相似：v.吸收，（使）同化，使相似 

变体形式：sembl- 

变化原因：经由法语进入英语时发生了拼写变化 

 resemble=re(加强语气)-sembl-e=同一的：vt.类似，像 

 resemblance=re-sembl-ance：n.相似；相似之处；相似物；肖像 

 assemble=as(=ad,去)-sembl-e=到一起去：v.聚集，集合，装配 

同源词根：sam-/sim-/sin- 

来源：都源自原始印欧语词根 sem-（一） 

 same=sam-e=同一：adj.相同的，同一的 adv.同样 pron.同样的人或事物 

 simple=sim-pl-e=只有一面的：adj.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single=sin-gl-e：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singular=sin-gul-ar：adj.单数的；单一的；非凡的；异常的 n.单数 

 sincere=sin-cere=单一的，纯粹的：adj.真诚的，诚挚的 

63. val-：强大的 

基本含义：强大的，占优的，strong，（引申）正当的，有价值的 

基本形式：val- 

来源：拉丁语动词 valere（变得强大） 

 value=val-ue：n.价值，价格，重要性，价值观 vt.重视，评价，估价 

 valid=val-id(形容词后缀)=正当的：adj.有效的，有根据的，合法的，正当的 

 valor=val-or：n.英勇；勇猛(等于 valour) 

 valiant=val-i-ant(形容词后缀)：adj.英勇的，勇敢的 n.勇敢的人 



400 个常见英语词根详解——钱磊博士 

微信公众号：钱博士英语                                              41 

 equivalent=equi-val-ent(形容词后缀)：adj.等价的，相等的 n.等价物，相等物 

 prevalent=pre(在前面)-val-ent(形容词后缀)=在前面更强大的：adj.流行的，普遍的 

变体形式：vail- 

变化原因：经由法语进入英语时发生了拼写变化，单元音 a 变为双元音 ai 

 prevail=pre-vail=在前面更强大：vi.占优势，战胜，盛行 

64. grat-：愉悦的 

基本含义：愉悦的，感激的，满足的 

基本形式：grat- 

来源：拉丁语形容词 gratus（愉悦的，感激的，满足的） 

 congratulate=con-grat-ul-ate=一起高兴：vt.祝贺；恭喜；庆贺 

 grateful=grat-e-ful：adj.感激的；令人愉快的，宜人的 

 gratitude=grat-itude：n.感谢(的心情)；感激 

 gratify=grat-i-fy：vt.使满足；使满意，使高兴 

变体形式：grac-/gree- 

变化原因：经由法语进入英语时发生了拼写变化 

 grace=grac-e=愉悦，对人亲切：n.优雅；恩惠；魅力；慈悲 

 gracious=grac-ious：adj.亲切的；高尚的；和蔼的；雅致的 

 agree=a(=ad，使，趋向)-gree=使高兴：vt.同意；赞成；承认 vi.同意；意见一致 

 agreeable=agree-able：adj.令人愉快的；适合的；和蔼可亲的 

65. sacr-：神圣的 

基本含义：神圣的 

基本形式：sacr- 

来源：拉丁语形容词 sacri 

 sacrifice=sacr-i-fic-e=献给神灵之物：n.v.牺牲，献祭，祭品 

 sacred=sacr-ed(过去分词形式)=神化的：adj.神的，神圣的，庄严的，宗教的 

 sacrament=sacr-a-ment：n.圣礼，圣餐，神秘的事物 vt.立誓 

变体形式一：se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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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原因：拉丁语元音音变，元音 a 在双辅音 cr 前变为 e 

 consecrate=con-secr-ate：vt.奉献；使神圣；供神用；献身于 adj.神圣的；被献给神的 

 desecrate=de-secr-ate：vt.亵渎；污辱；把(神物)供俗用 

变体形式二：sanct- 

变化原因：词根 sacr-的鼻音化结果 

 sanctify=sanct-i-fy：vt.使神圣，使圣洁，把……奉献给神，认可 

 sanctuary=sanct-u-ary=神圣之所：n.避难所；至圣所；耶路撒冷的神殿 

66. vac-：空的 

基本含义：空的，空闲的，无效的；清空 

基本形式：vac-/van- 

来源：拉丁语形容词 vacuus/vanus，动词 vacare 

 vacation=vac-ation：n.假期 

 vacant=vac-ant：adj.空缺的，空的，空闲的，空虚的 

 vacuum=vac-u-um：n.空间，真空，真空吸尘器 adj.真空的 vt.用真空吸尘器清扫 

 vacuous=vac-u-ous(形容词后缀)：adj.空的，空虚的，空洞的 

 vacuity=vac-u-ity(名词后缀)：n.空虚，空白，思想贫乏 

 evacuate=e(出去)-vac-u-ate(动词后缀)=清理出来：v.疏散，撤退，排泄 

 vanish=van-ish(动词后缀)：vi.消失；突然不见；成为零 vt.使不见，使消失 

 vanity=van-ity(名词后缀)：n.虚荣心；空虚；浮华；无价值的东西 

 evanescent=e(出去)-van-esc(开始)-ent(形容词后缀)：adj.逐渐消失的，容易消失的 

变体形式：vain- 

变化原因：经由法语进入英语时发生了拼写变化，单元音 a 变为双元音 ai 

 vain：adj.徒劳的，自负的，无用的，无结果的 

同源词根：void- 

来源：来自拉丁语形容词 vocivos，与 vac-同源。 

 void：adj.空的，无效的，无人的 n.空虚，空间 vt.使无效，排放 

 avoid=a(=ad，去)-void=清除，清零：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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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min-：微小的 

基本含义：小的，微型的 

基本形式：minut-/min-/minim- 

来源：拉丁语形容词 minutus(小的)/minor(较小的)/minimus(最小的) 

 minute=minut-e=短暂的（时间）：n.分钟 adj.微小的 

 miniskirt=min-i-skirt：n.超短裙，迷你短裙 

 minister=min-ister=小人：n.部长，大臣，牧师 

 ministry=min-ist(e)r-y(名词后缀)：n.(政府的)部门 

 minus=min-us：prep.减去 n.减号，负号 adj.减的，负的 

 minor=min-or：adj.较小的，次要的，未成年人，少数的 n.小调，辅修学科 

 administrate=ad-min-ist(e)r-ate(动词后缀)：vt.管理，经营，行政 

 miniature=min-i-ature(形容词后缀)：n.缩微图 adj.微型的，小规模的 

 diminish=di-min-ish(动词后缀)：v.(使)减少，(使)变小 

 minimum=minim-um(名词后缀)：n.最小值，最低限度 adj.最小的 

 minimize=minim-ize(动词后缀)：v.最小化 

68. pot-：能够的 

基本含义：有能力的；可能的，强大的 

基本形式：pot-/poss- 

来源：拉丁语形容词 potis（有能力的），及由此衍生的动词 potere/posse（能够） 

 potent=pot-ent=有能力的：adj.有效的，强有力的，有权势的，有说服力的 

 potentate=pot-ent-ate(名词后缀)=有能力的人：n.统治者；君主；有权势者 

 potential=pot-enti-al(形容词后缀)=有可能的：adj.潜在的，可能的，势的 n.潜能，可能性，电势 

 potentiate=pot-enti-ate(动词后缀)：vt.加强，赋予力量 n.统治者 

 omnipotent=omni(全)-pot-ent：adj.无所不能的，全能的，有无限权力的 

 impotent=im(不)-pot-ent：adj.阳痿的，无能为力的，无效的，虚弱的 

 possible=poss-ible：adj.可能的 

 impossible=im-poss-ible：adj.不可能的 

变体形式：p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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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原因：经由法语进入英语时发生了拼写变化 

 power=pow-er：n.力量，权力，功率，能力，政权，势力，幂 

69. equ-：相等的 

基本含义：相等的；使相等，等于 

基本形式：equ- 

来源：拉丁语形容词 aequus 

 equal=equ-al(形容词后缀)：adj.相等的，平等的，胜任的 vt.等于 n.对手，匹敌，同辈，对等之物 

 equality=equ-al-ity(名词后缀)：n.平等；相等；等式 

 equate=equ-ate(动词后缀)=使相等：vt.使相等，视为平等 vi.等同 

 equator=equ-at-or(者)=使相等之物：n.赤道 

 equation=equ-at-ion(名词后缀)=相等：n.方程式，等式；相等；[化学]反应式 

 equity=equ-ity(名词后缀)=相等：n.公平，公正，衡平法，普通股，净值 

 equanimity=equ-anim(精神)-ity(名词后缀)=心平气和：n.平静，镇定 

 equilibrium=equ-i-libri(天平)-um(名词后缀)=天平两边相等：n.均衡，平衡，平衡能力 

 adequate=ad(去)-equ-ate(形容词后缀)：adj.足够的，充足的，胜任的 

70. qui-：平静的 

基本含义：平静的，休息的，自由的；无困扰的，无约束的，无责任的；清偿，使无责 

基本形式：qui-/quit- 

来源：拉丁语名词 quies(主格)/quietis(属格)/形容词 quitus 

 quiet：adj.安静的 

 quite=quit-e=了结的→完全，彻底的：adv.相当 

 quit=了结，不再受其约束：n.v.辞职，离开，退出，停止 adj.已了结的，摆脱了……的 

 quittance=quit-t-ance(名词后缀)：n.收据；免除，赦免；报酬，补偿 

 acquit=ac(=ad,to)-quit=使无责：vt.清偿，无罪释放，推卸责任或义务 

 acquittal=ac-quit-t-al(名词后缀)：n.赦免；无罪开释；履行；尽职；(债务等的)清偿 

 requite=re(反)-quit-e=反过去清偿：vt.回报，酬谢，报答 

 requital=re-quit-al(名词后缀)：n.报答；偿还；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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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esce=qui-esc(开始)-e=变得平静：vi.静默 

 quiescent=qui-esc-ent：adj.静止的，不活动的，沉寂的 

 quiescence=qui-esc-ence：n.静止；沉默 

 acquiesce=ac(=ad,去)-qui-esc-e=变得安静：vi.默许，勉强同意 

 acquiescent=ac-qui-esc-ent：adj.默认的；默许的；甘心接受的 

 acquiescence=ac-qui-esc-ence：n.默许；默从 

同源词根：quil- 

来源：来自拉丁语，与词根 quie-同源 

 tranquil=tran(=trans,在此加强语气)-quil=绝对安静的：adj.宁静的，平静的 

 tranquility=tran-quil-ity(名词后缀)：n.宁静；平静 

 tranquilize=tran-quil-ize(动词后缀)：vt.使……安静；使……镇定 

 tranquilizer=tran-quil-iz-er：n.镇静剂 

71. nov-：新的 

基本含义：新的，new 

基本形式：nov- 

来源：拉丁语形容词 novus，最终源自原始印欧语 newo- 

 novel=nov-el(形容词后缀)=新的：adj.新奇的 n.小说 

 novelty=nov-el-ty(名词后缀)：n.新奇，新颖性，新奇的事物 

 novelist=novel-ist：n.小说家 

 innovate=in(进入，变成)-nov-ate(动词后缀)：v.创新，改革，改变，创立，创始 

 innovation=in-nov-ation：n.创新，革新 

 nova=nov-a(名词后缀)：n.新星 

 novice=nov-ice(名词后缀)：n.新手，新学者 

 renovate=re(再次)-nov-ate(动词后缀)：vt.革新，更新，修复 

同源词根：ne-/neo- 

来源：希腊语形容词 neos，最终源自原始印欧语 newo-，与来自原始日耳曼语的英语单词 new 同源 

 neolithic=neo-lith(石)-ic：adj.新石器时代的 

 neonate=neo-nat(生)-e=新生儿：n.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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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on=neo+on=新的元素：n.氖，霓虹灯 

72. medi-：中间的 

含义的：中间的 

基本形式：medi- 

来源：拉丁语形容词 medius，最终源自原始印欧语 medhyo- 

 medium=medi-um(名词后缀)=中间物：n.媒介，媒体，中间物 adj.中间的 

 media=medi-a(复数名词形式)=中间物：n.媒体，中介 

 medial=medi-al(形容词后缀)：adj.中间的，普通的，平均的 

 median=medi-an(形容词后缀)：adj.中央的；中值的 n.中值，中位数；中线 

 mediate=medi-ate(动词后缀)：v.居中调解 adj.居间的，间接的 

 mediation=medi-at-ion(名词后缀)：n.调解；仲裁；调停 

 immediate=im(不)-medi-ate(形容词后缀)=没有中间物的：adj.直接的，立即的 

 intermediate=inter-medi-ate(形容词和动词后缀)：adj.中间的 n.中间物，媒介 vi.起媒介作用 

 medieval=medi-ev(时代)-al(形容词后缀)：adj.中世纪的 

 mediocre=medi-ocr(山)-e=山的中部：adj.中等的，平凡的，平庸的 

同源词根：mid-/midd- 

来源：原始日耳曼语 medjaz，最终源自原始印欧语 medhyo- 

 middle=midd-le(形容词后缀)：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等的 n.中间 v.放在中间 

 midst=mid-st(无意义成分)：n.中间 prep.在……中间 

 amid=a(=at,在)-mid：prep.在中间 

 amidst=a-mid-st(无意义成分)：prep.在中间 

73. pur-：纯净的 

基本含义：干净的，纯净的，纯洁的 

基本形式：pur- 

来源：拉丁语形容词 purus 

 pure=pur-e：adj.纯洁的，纯粹的 

 purity=pur-ity(名词后缀)：n.纯洁，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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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rify=pur-i-fy(使变得)=使变干净：v.净化 

 purification=pur-i-fic-ation(动名词后缀)：n.净化；提纯；涤罪 

 impure=im(不)-pur-e：adj.不纯的，肮脏的 

 impurity=im-pur-ity(名词后缀)：n.杂质，不纯，不洁 

同源词根：purg-（净化，使干净） 

来源：拉丁语动词 purgare，由形容词 purus 和动词 agere（做，使得）复合而成 

 purge=purg-e：v.净化，清洗，通便 n.泻药，净化 

 purgatory=purg-at-ory(场所)=净化场所：n.炼狱，涤罪，暂时的苦难 adj.涤罪的 

 purgative=purg-at-ive(形容词后缀)：adj.净化的，通便的，赎罪的 n.泻药 

 purgation=purg-at-ion(名词后缀)：n.净化，清洗，涤罪，通便 

 expurgate=ex(出去)-purg-ate(动词后缀)=清洗掉：vt.删节，使清洁 

 expurgation=ex-purg-ation(动名词后缀)：n.消去；廓清；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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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书由钱磊博士编著而成，以电子文档方式发布。免费版本内容仅占完整版本的极少部

分，欢迎复制传播。欲购买完整版本请加个人微信号 qianlei217217 并标明“购书”。 

本人专注于为英语学习者提供各种辅助材料和网络答疑辅导，目前已经编著完成十多本

关于英语词汇学习的电子书，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1. 词源故事系列： 

以趣味小故事的形式，解释英语单词的来龙去脉及相关历史文化背景知识，内容覆盖神

话传说、宗教迷信、科技发展、生活习俗、社会制度等诸多方面。趣味性强，即可提高学习

兴趣，又可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单词的根本含义和引申演变。 

2. 词根学习系列： 

梳理了大量常见词根及其典型例词，介绍了词根的来源和变体形式，并通过词源研究，

详细分析了大量希腊词根、拉丁词根和日耳曼词根（单词）之间的亲缘关系，帮助读者举一

反三，利用熟悉的简单词或词根快速掌握新的词根，从而快速扩展词汇量。 

3. 巧记词汇系列： 

针对中考、高考、大学四级、考研等特定考试，综合运用词源、词根词缀、分类、趣味

助记法等多种方法，对规定范围内的词汇进行详细讲解，以帮助读者科学、高效地掌握各门

考试要求达到的词汇量。 

以上作品均有电子版本出售。本人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持续发布写作动态。欲了解

作品详情、获取免费版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钱博士英语”。欲购买本人作品请加我个人

微信号 qianlei217217 并标明“购书”。 

作者：钱磊 博士 

新浪微博：钱博士趣味英语单词 微博网址：weibo.com/qianlei888 

个人微信号：qianlei217217  微信公众号：钱博士英语  QQ 群：639388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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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词根法是学习英语单词的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英语学

习者提供一套比较完整的常见英语词根集合，以帮助学习者利用词根法学习英语单词。 

本人逐一检查了高考词汇表、大学四级词汇表、六级词汇表以及 GRE 词汇表等不同级

别词汇表中的所有单词，从中提取出 780 多个词根以及由此衍生的 10000 多单词，组成了本

书的主体内容。各类词汇定义及分布如下： 

级别 定义 数量 本书覆盖数量 

高考词汇 
大学生入学考试要求掌握的所有词

汇 
3000 左右 1131 

四级词汇 
大学英语四级要求掌握的所有词汇

—高考词汇 
2000 左右 1120 

六级词汇 
大学英语六级要求掌握的所有词汇

—（四级词汇+高考词汇） 
1500 左右 679 

留学词汇 

出国留学考试要求掌握的所有词汇

—（六级词汇+四级词汇+高考词

汇） 

6000 左右 3257 

其他词汇 以上词汇以外的更多词汇 / 4870 

整体上看，本书覆盖了各级词汇的 50%左右，也就是说，掌握了本书中列出的 700 多

个词根，就可以解决将近一半的英语各级考试所需要的词汇量。 

为了方便学习者的学习，本人根据每个词根所衍生出的单词的多寡，对词根进行了排

序。一般来说，衍生单词数量多说明该词根相对比较常见，学习起来比较容易，因此排在靠

前位置。学习者可以按照顺序从易到难地学习词根，利用词根快速拓展自己的词汇量。 

不同区段的词根所覆盖的词汇数量统计如下： 

词根所在区段 覆盖的所有词汇数量 
覆盖的英语考试（高考、四

级、六级、留学）词汇量 

前 100 个 3953 2488 

第 101 个-第 200 个 2017 1118 

第 201 个-第 300 个 1578 748 

第 301 个-第 400 个 1141 645 

第 401 个-第 500 个 916 436 

第 501 个-第 600 个 742 328 

第 601 个-第 700 个 569 318 

第 701 个-第 780 个 33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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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根变化规律总结 

利用词根来学习英语单词时最初遇到的问题就是同一个词根可能存在多个变体，造成学

习者的困惑。基于对大量常见词根变体的梳理，笔者总结出如下一些词根变化规律，可以帮

助学习者更好地学习词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规律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万万不可死

板硬套。 

 

规律 1：中间的元音字母可相互替换 

fac→fec/fic 

规律 2：尾部字母 b→pt 

scrib→script 

sorb→sorpt 

规律 3：尾部增加字母 t 

fac→fact 

cap→capt 

rap→rapt 

dic→dict 

doc→doct 

duc→duct 

sec→sect 

spec→spect 

loqu→locut 

sequ→secut 

torqu→tort 

规律 4：尾部字母 g→ct 

ag→act 

aug→auct 

cing→cinct 

fig→fict 



循序渐进学词根——钱磊博士 

微信公众号：钱博士英语                               5 

flig→flict 

frag→fract 

frug→fruct 

leg→lect 

pig→pict 

pung→punct 

reg→rect 

tag→tact 

teg→tect 

规律 5：尾部字母 v→(u)t 

mov→mot 

solv→solut 

volv→volut 

规律 6：尾部字母 m→mpt 

em→empt 

sum→sumpt 

规律 7：以[s]收尾的尾部字母或字母组合如 x、sc→（c）t 

flux→fluct 

nasc→nat 

cresc→cret 

规律 8：尾部字母 t 或 d→s 或 x 

flect→flex 

mit→miss 

sent→sens 

cad→cas 

ced→cess 

cid→cis 

clud→clus 

fend→fens 

lud→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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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d→mors 

pend→pens 

plaud→plaus 

prehend→prehens 

rad→ras 

rid→ris 

rod→ros 

scand→scans 

tend→tens 

trud→trus 

vad→vas 

vid→vis 

规律 9：词根首字母同化词缀尾字母 

ad+fect→affect 

com+rect→correct 

dis+fer→differ 

ex+fect→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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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ac：做，制造，使得，make 

来源：fac(t)/fec(t)/fic(t)/fig/fea/feas/feat/fair/feit←拉丁语动词 facere(不定式)/factus(过去分词) 

fact=所做的事：n.事实；实际；真相【高考】 

factual=fact-ual：adj.事实的；真实的【留学】 

factory=fact-ory=制造场所：n.工厂，制造厂【高考】 

affect=af(=ad，去)-fect=去做：vt.影响，感动，假装，倾向于做 n.(仅用于心理学)情感【高考】 

affection=af-fect-ion：n.喜爱，感情；影响；感染【四级】 

affectation=affect-ation：n.假装，做作，矫揉造作【留学】 

unaffected=un-affect-ed：adj.不受影响的；自然的；真挚的；不矫揉造作的【留学】 

disaffect=dis-affect：vt.使疏远；使不满意；使成为敌人【留学】 

affective=af-fect-ive：adj.情感的；表达感情的【其他】 

effect=ef(=ex)-fect=做出来：vt.产生，实现 n.效果，作用【高考】 

effective=ef-fect-ive：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四级】 

efficient=ef-fic-i-ent：adj.高效的，有效的【四级】 

inefficient=in-efficent：adj.无效率的，效率低的；无能的【四级】 

efficiency=ef-fic-ency：n.效率；效能；功效【四级】 

efficacy=ef-fic-acy：n.功效，效力【留学】 

efficacious=ef-fic-ac-ious：adj.有效的；灵验的【留学】 

effectual=ef-fect-u-al：adj.奏效的；会应验的；有法律效力的【其他】 

ineffectual=in-effectual：adj.无效的，不起作用的；徒劳无益的 n.无用的人；无一技之

长者【留学】 

effectuate=ef-fect-u-ate：vt.完成；实行；招致【其他】 

perfect=per(完全)-fect=完全做到的：adj.完美的，最好 vt.使完美【高考】 

perfection=per-fect-ion：n.完美【六级】 

defeat=de(down)-feat=使其倒下：vt.打败，战胜 n.战胜，失败【高考】 

defeatist=defeat-ist：n.失败主义者 adj.失败主义(者)的【留学】 

difficult=dif(=dis, not)-fic-ul-t=不容易做的：adj.困难的【高考】 

difficulty=dif-fic-ul-ty：n.困难【高考】 

office=of(=opus，工作)-fic-e=做工作：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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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of-fic-i-al：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四级】 

officious=of-fic-i-ous：adj.多管闲事的；好事的；非官方的【留学】 

affair=af(=ad，去)-fair=去做(的事)：n.事情，事务，私事，风流韵事【四级】 

factor=fact-or=产生作用的东西：n.要素，动力，因素，因数 vt.将…作为因素考虑进去【四级】 

faculty=fac-ul-ty=做事的能力：n.科，系；能力；全体教员【四级】 

manufacture=manu(手)-fact-ure=用手去做：v.制造，加工 n.制造，制造业，产品【四级】 

manufacturer=manufactur-er：n.制造商，厂商【四级】 

infect=in-fect=使其进入：vt.感染，传染【四级】 

infectious=in-fect-ious：adj.传染的；传染性的；易传染的【六级】 

infection=in-fect-ion：n.感染；传染；影响；传染病【留学】 

disinfect=dis-infect：vt.将……消毒【留学】 

disinfectant=dis-infect-ant：n.消毒剂 adj.消毒的【留学】 

infective=in-fect-ive：adj.有传染性的，感染别人的【其他】 

feature=feat-ure=作品：n.特征，容貌，特写 vt.由…主演，以…为特色 vi.起重要作用【四级】 

feasible=feas-ible=可以做的：adj.可行的，可实行的【四级】 

defect=de-fect=逆着做：n.缺点，缺陷；不足之处 vi.变节；叛变【四级】 

defection=de-fect-ion：n.背叛；缺点；变节；脱党【其他】 

defective=de-fect-ive：有缺陷的；不完美的 n.有缺陷的人；不完全变化词【其他】 

defector=de-fect-or：背叛者；逃兵；叛离者【其他】 

profit=pro-fit(fic 的过去分词名词用法)=(资本的)增长：n.利润；利益 vi.获利；有益 vt.有益于

【四级】 

profitable=pro-fit-able：adj.有利可图的；赚钱的；有益的【六级】 

profiteer=pro-fit-eer：n.奸商；牟取暴利的人 vi.赚大钱；牟取暴利【留学】 

benefit=bene-fit(=fic，做)=善行，恩惠：n.利益，好处 v.有益于，受益【四级】 

suffice=suf(=sub，下面)-fic-e=打好基础：vt.满足，足够……用 vi.足够，有能力【六级】 

sufficient=suf-fic-i-ent：adj.充分的，足够的【四级】 

insufficient=in-sufficient：adj.不足的【四级】 

sufficiency=suf-fic-i-ency：n.足量，充足；自满【其他】 

faction=fact-ion=活动：n.派别，小集团。原指古罗马战车比赛中驾驶一辆战车的一组人【六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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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ional=faction-al：adj.小派别的，造成派系分裂的【其他】 

proficient=pro-fic-i-ent=取得进步的：adj.熟练的，精通的 n.专家，能手【六级】 

proficiency=pro-fic-i-ency：n.精通，熟练【六级】 

facile=fac-ile：adj.易做到的，灵巧的，温和的，易于影响的【留学】 

facility=fac-il-ity：n.便利设备，设施，容易，灵巧【四级】 

facilitate=fac-il-it-ate：vt.促进；帮助；使容易【六级】 

deficit=de-fic-i-t：n.不足额，赤字【留学】 

deficient=de-fic-i-ent：adj.不足的，有缺陷的，不充分的【六级】 

deficiency=de-fic-i-ency：n.缺陷，缺点；缺乏；不足的数额【六级】 

feat=所做之事：n.功绩，壮举【留学】 

factitious=fact-itious：adj.人为的，人工的，不自然的，虚假的【留学】 

confection=con-fect-ion=做出来的东西：n.糖果，蜜饯；调制；糖膏(剂)；精制工艺品【留学】 

confectionary=confection-ary：n.糖果；糖果店；糕饼 adj.糖果的；糖果商的；糕饼的

【其他】 

confectionery=confection-ery：n.糕点糖果；糖果店【其他】 

edifice=edi(神庙)-fic-e=神庙建筑：n.大厦；大建筑物【留学】 

edify=edi-fy=修建(精神)大厦：vt.熏陶；启发；教诲【留学】 

edification=edi-fic-ation：n.启迪；教诲；精神修养【其他】 

edificatory=edi-fic-atory：adj.启迪的；教诲的；开导的【其他】 

prolific=proli(后代)-fic=生产后代：adj.多产的，多育的，丰富的【留学】 

factotum=fac-tot(total)-um=做所有的事：n.家务总管；杂役；杂工【留学】 

malfeasance=mal(坏)-feas-ance=没做好：n.渎职，违法行为；不正当，坏事【留学】 

feasance=feas-ance：n.履行；履行条件；义务【其他】 

defeasance=de-feas-ance：n.废止【其他】 

surfeit=sur(=over)-feit=做得过度：n.过度；饮食过度；恶心(由于饮食过度所引起)v.(使)饮食

过度；(使)厌腻；(使)过度沉溺于【留学】 

counterfeit=counter(对着)-feit=比对着做：vt.伪造，仿造；假装，伪装 vi.仿造；假装 n.赝品；

冒牌货；伪造品 adj.假冒的，伪造的；虚伪的【留学】 

counterfeiter=counterfeit-er：n.伪造者；货币伪造者【其他】 

forfeit=for(超越，在…之外)-feit=做过界限：n.罚金；没收物；丧失的东西 adj.因受罚而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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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没收的 vt.(因犯罪、失职、违约等)丧失(权利、名誉、生命等)【留学】 

forfeiture=for-feit-ure：n. （财产等的）没收；（权利、名誉等的）丧失【留学】 

discomfit=dis(=not)-com(加强语气)-fit=使完全做不了：vt. 挫败；扰乱，破坏；使…为难；使…

破灭【留学】 

discomfiture=dis-com-fit-ure：n. 狼狈；挫败，崩溃【留学】 

malefaction=male-fact-ion：n.罪行，罪恶【留学】 

malefactor=male(坏)-fact-or：n.作恶者，坏人【留学】 

maleficent=male-fic-ent：adj. 有害的；犯罪的；做坏事的【留学】 

malefic=male(坏)-fic：adj.邪恶的，有害的【其他】 

maleficent=male-fic-ent：adj.有害的，犯罪的，做坏事的【留学】 

maleficence=male-fic-ence：n.罪行；恶毒【其他】 

benefaction=bene-fact-ion：n.善行，恩惠，捐赠【留学】 

benefactor=bene-fact-or=做好事者：n.施主，捐赠者，恩人【留学】 

benefice=bene-fic(做)-e=恩惠：圣俸，有俸圣职，僧侣之俸【其他】 

beneficial=benefic-ial：adj.有利的，有益的【四级】 

beneficent=bene-fic-ent：adj.慈善的，善行的【其他】 

beneficence=bene-fic-ence：n.慈善；善行；捐款【其他】 

refect=re-fect=恢复体力：vt. 使精神振作；使精力恢复【其他】 

refectory=re-fect-ory=恢复体力之地：n.食堂；(修道院，学院等处的)餐厅【留学】 

refection=re-fect-ion：n. 便餐；恢复体力；茶点；点心【其他】 

2. sta：站，stand 

来源：sta/stan/st/sti/stin/ste/stat←原始日耳曼语 stand←原始印欧语词根 sta- 

stand=stan-d：v.站，站立，忍受，抵抗 n.站立，立场，看台【高考】 

standstill=stand-still：n.停顿，静止【留学】 

station=stat-ion=站立：n.车站，驻地，地位 vt.驻扎，配置【高考】 

stationary=station-ary：adj.固定的，静止的，定居的 n.驻军，不动的人【留学】 

stationer=station-er：n.文具店；文具商【其他】 

stay=站着不动：v.停留，停下，坚持 n.逗留，停止【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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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id=stay 的过去分词：adj.固定的；沉着的；沉静的；古板的，保守的【留学】 

standard=stand-ard=站立的(旗帜)→军队指定集合位置：n.标准，水准，旗 adj.标准的，合乎

规格的【高考】 

standardize=standard-ize：vt.使标准化；用标准检验【六级】 

stage=供人站立的地方：n.舞台，阶段，戏剧，驿站 v.举行，上演【高考】 

【留学】stagy=stag-y：adj.做作的，不自然的 

【留学】upstage=up-stage：vt.抢…镜头；使相形见绌 adj.自负的；在舞台后部的 adv.

在舞台后方 n.舞台后部 

【其他】backstage=back-stage：adv.在后台；向后台 

state=stat-e：n.国家，州，状态 adj.国家的，州的 vt.规定，声明【高考】 

statement=state-ment：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四级】 

statesman=states-man：n.政治家；国务活动家【四级】 

overstate=over-state：vt.夸张；夸大的叙述【留学】 

understate=under-state：v.少说，少报；保守地说；有意轻描淡写【留学】 

instate=in-state：vt.任命【留学】 

reinstate=re-in-state=再次进入某种状态：vt.使恢复，使复原【留学】 

stately=state-ly：adj.庄严的；堂皇的，宏伟的【其他】 

constant=con-st-ant=站在一起：adj.不变的，经常的，恒定的【高考】 

inconstancy=in-constancy：n.反复无常，易变；不定性【留学】 

inconstant=in-constant：adj.变化无常的；易变的；多变的【其他】 

constantly=constant-ly：adv.不断地；时常地【其他】 

constancy=con-st-ancy：n.坚定不移；恒久不变【其他】 

distance=di(s)-st-ance=站在远处：n.远处，距离，间隔【高考】 

distant=di-st-ant：adj.遥远的，远隔的，冷漠的【高考】 

distal=di-st-al：adj.末梢的，末端的【留学】 

instant=in-st-ant=站在附近的：adj.立即的，紧急的 n.瞬间，立即，片刻【高考】 

instantly=instant-ly：adv.立即；马上；即刻地 conj.一…就…【四级】 

instantaneous=instant-ane-ous：adj.瞬间的；即时的；猝发的【六级】 

instantaneously=instantaneous-ly：adv.即刻；突如其来地【其他】 

instance=in-st-ance=站在附近的东西：n.实例，情况，比方【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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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tial=in-st-anti-al：adj.实例的，提供实例的【其他】 

instantiate=in-st-anti-ate：vt.例示，举例说明【其他】 

instantiation=in-st-anti-ation：n.实例化，例示【其他】 

withstand=with-stand=对着站：v.抵抗，禁得起【四级】 

static=stat-ic=站着不动的：adj.静止的，静态的，静电的 n.静电【四级】 

statics=stat-ics：n.静力学【其他】 

statical=stat-ical：adj.静止的，静电的【其他】 

obstacle=ob(对着)-sta-cle=站在对面的事物：n.障碍【四级】 

substance=sub-st-ance=站在下面的事物：n.实质，物质，资产，主旨【四级】 

substantial=sub-st-anti-al：adj.大量的；实质的；内容充实的【四级】 

insubstantial=in-substantial：adj.脆弱的；无实体的；幻想的，非真实的【留学】 

substantive=sub-st-ant-ive：adj.有实质的；大量的；真实的；独立存在的 n.名词性实

词；独立存在的实体【留学】 

substantiate=sub-st-anti-ate：vt.证实；使实体化【留学】 

substantiation=sub-st-anti-ation：n.证实，实体化【其他】 

circumstance=circum(周围)-st-ance=站在周围的事物：n.情况，情况，境遇，事件【四级】 

circumstantial=circum-st-anti-al：adj.依照情况的；详细的；偶然的【留学】 

circumstantiate=circum-st-anti-ate：vt.详细证实；详加说明【其他】 

circumstantiation=circum-st-anti-ation：n.详细证实；详加说明【其他】 

stable=sta-ble(站立物)：马厩；或=st-able(能站住的)：adj.稳定的，牢固的【四级】 

stability=st-ability：稳定性；坚定，恒心【四级】 

unstable=un-stable：adj.不稳定的；动荡的；易变的【四级】 

instability=in-st-ability：n.不稳定性【六级】 

instable=in-stable：adj.不稳定的；不牢固的【其他】 

stabilize=stabil-ize：vt.使稳固，使安定 vi.稳定，安定【其他】 

establish=e-stabl-ish=使稳定：vt.建立；创办；安置【四级】 

establishment=establish-ment：n.确立，制定；公司；设施【四级】 

contrast=contra(相反)-st=对着站：v.(使)对比，对照 n.对比，对照，对照物【四级】 

stale=sta-le=站了太久：adj.陈腐的；不新鲜的 vi.变陈旧；撒尿；变得不新鲜 vt.使变旧；变得

不新鲜 n.尿【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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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te=state=地位→代表身份的资产：n.房地产，不动产，财产，身份【六级】 

obstinate=ob-stin-ate=站着不动：adj.固执的，倔强的【六级】 

obstinacy=ob-stin-acy：n.固执，顽固；(病痛等的)难治，难解除【留学】 

superstition=super-stit-ion=站在高处：n.迷信【六级】 

superstitious=super-stiti-ous：adj.迷信的，迷信引起的【其他】 

destine=de-stin-e=正式确立：vt.注定，命定，预定【六级】 

destination=de-stin-ation：n.目的地，终点【四级】 

destined=destin-ed：adj.注定的，命定的【其他】 

predestine=pre-destine=预先确立：vt.注定【留学】 

predestination=pre-destin-ation：n.命运；预先注定【其他】 

stature=stat-ure=站立的身体：n.身高，身材【留学】 

stance=st-ance：n.立场，姿态，位置【留学】 

extant=ex-(s)t-ant=站出来的：adj.现存的，显著的【留学】 

apostate=apo-stat-e=站到远处：adj.变节的，背教的，脱党的 n.叛徒，变节者，叛教者【留学】 

apostasy=apo-sta-sy：n.变节；脱党；背教【留学】 

apostatize=apo-stat-ize：vi.变节；脱党；背教【其他】 

stasis=sta-sis=站着不动：n.郁积，停滞，血行停滞【留学】 

ecstasy=ec(=ex)-sta-sy=站出来→灵魂出窍：n.狂喜；入迷；忘形【留学】 

ecstatic=ec-stat-ic：adj.狂喜的；入迷的 n.狂喜的人【留学】 

stalemate=stale(陈旧的)-mate(象棋中的将军)：n.僵局；陷于困境 v.(使)僵持；(使)陷入困境【留

学】 

stanza=st-anza(=ance)=站住、停住：n.演出期；局；场；诗的一节。源自拉丁文诗歌中表示一

节结束的符号【留学】 

constable=con-stable=马厩主管：n.治安官，巡警，警察【其他】 

constabulary=constabul-ary：n.警察；警官队 adj.警官的，警察的【其他】 

statistic=stat-ist-ic：adj.统计的，统计学的 n.统计数值【其他】 

statistical=stat-ist-ical：adj.统计的，统计学的【四级】 

statistics=stat-ist-ics=关于状态的学问：n.统计学【六级】 

prostate=pro-sta-te=站在前面：n.前列腺 adj.前列腺的【其他】 

prostatitis=prostat-itis：n.前列腺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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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ap：拿，take 

来源：cap/cip/cep/cup/ceiv/capt/cept←拉丁语动词 capere(不定式)/captus(过去分词)/captare(反

复形式) 

accept=ac(=ad，to)-cept=去拿：v.接受，承认，同意，承兑【高考】 

acceptable=ac-cept-able：adj.可接受的，可忍受的，合意的【四级】 

acceptance=ac-cept-ance：n.接纳，接受，忍受【四级】 

receive=re(往回)-ceiv-e=拿回来：v.接收，接待，接纳【高考】 

receiver=re-ceiv-er：n.接收器，接收者，接待员【高考】 

receipt=re-ceipt：n.收到，收据，收入 vt.收到【高考】 

reception=re-cept-ion：n.接待，接收，招待会【高考】 

receptionist=re-cept-ion-ist：n.接待员，前台【高考】 

recipe=re-cip-e=照此服用：n.处方，食谱。源自古代医生在处方上写的首单词【六级】 

receptive=re-cept-ive：adj.善于接受的；能容纳的【留学】 

recipient=re-cip-i-ent：adj.容易接受的，感受性强的 n.容器，接受者【留学】 

receptacle=re-cept-a-cle=用来接纳的场所：n.[植]花托；容器；插座【留学】 

except=ex-cept=拿出来：conj.除了 prep.除……之外 vt.把……除外【高考】 

exception=ex-cept-ion：n.例外；异议【四级】 

exceptional=exception-al：adj.异常的，例外的【六级】 

unexceptional=un-exception-al：adj.非例外的；普通的【留学】 

exceptionable=exception-able：adj.可反对的，可抗议的，引起反感的【留学】 

unexceptionable=un-exception-able：adj.无懈可击的；完美无缺的；极好的【留学】 

catch=反复去抓：n.捕获，捕获物 v.赶上，抓住，感染【高考】 

catcher=catch-er：n.捕手，捕捉者；接球手【其他】 

catchy=catch-y：adj.引人注意的；容易记住的；易使人上当的【其他】 

capable=cap-able：adj.能干的，能胜任的【四级】 

incapable=in-capable：adj.不能干的，不胜任的【六级】 

capability=cap-ability：n.才能，能力；性能，容量【六级】 

capacity=cap-ac(有……性质)-ity：n.能力；容量；资格，地位；生产力【四级】 

capacitance=cap-ac-it-ance：n.电容；电流容量【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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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citor=cap-ac-it-or：n.电容器【六级】 

capacious=cap-ac-ious：adj.宽敞的；广阔的；容积大的【留学】 

capture=capt-ure=拿住：vt.俘获，夺得，捕捉 n.捕获，战利品，俘虏【四级】 

captive=capt-ive：adj.被俘虏，被迷住的 n.俘虏，迷恋者【四级】 

captivate=capt-iv-ate：vt.迷惑，迷住【留学】 

captivation=capt-iv-ation：n.魅力；着迷；迷惑【其他】 

captivity=capt-iv-ity：n.囚禁；俘虏【其他】 

concept=con(加强语气)-cept=拿(到头脑中)：n.概念，观念【四级】 

conceive=con-ceive：v.构思，设想，持有，怀孕【六级】 

conceit=con-ceit：n.自负，狂妄，幻想 vt.幻想【六级】 

conception=con-cept-ion：n.怀孕；概念；设想【六级】 

conceptional=conception-al：adj.概念上的【其他】 

conceptive=con-cept-ive：adj.概念上的；有想像力的【其他】 

participate=part(部分)-i-cip-ate=拿一部分：v.参与，分享，分担【四级】 

participation=parti-cip-ation：n.参与；分享；参股【其他】 

participative=parti-cip-ative：adj.分担的；由多人一起参加的【其他】 

participatory=parti-cip-atory：adj.供人分享的；吸引参与的【其他】 

anticipate=anti-cip-ate=提前去拿：vt.预期，期望，抢先，提前使用【四级】 

anticipatory=anti-cip-atory：adj.预期的；提早发生的；期待着的【留学】 

anticipation=anti-cip-ation：n.希望；预感；先发制人；预支【其他】 

anticipant=anti-cip-ant：adj.期望的 n.预期者，预言者【其他】 

perceive=per(彻底)-ceiv-e=彻底拿(到头脑中)：v.感知，察觉，理解，认知【四级】 

perception=per-cept-ion：n.感知，知觉，感觉，洞察力【六级】 

percept=per-cept：n.认知，认知的对象【其他】 

perceptive=per-cept-ive：adj.感知的，知觉的；有知觉力的【其他】 

perceivable=per-ceiv-able：adj.可知觉的，可感知的【其他】 

percipient=per-cip-i-ent：adj.目光敏锐的；有洞察力的【其他】 

prince=prin(第一个)-ce(=cep)=第一个去拿：n.王子，国君，亲王。源自古罗马的 princepssenatus

（首席议员）和 Princeps(第一公民，元首)职位【四级】 

princess=prin-c-ess：n.公主，王妃【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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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al=prin-cip-al：adj.主要的，首要的 n.首长，校长【四级】 

principality=principal-ity=君主的领地：n.公国，侯国，封邑【其他】 

principle=prin-cip-le=首先采取：n.原理，原则，基本规则，本质，根源【四级】 

principled=principl-ed：adj.有原则的；有操守的【其他】 

unprincipled=un-principled：adj.无原则的；不道德的，不正直的；不合人道的【留学】 

deceive=de(=dis，away)-ceiv-e=拿走、误导：v.欺骗，蒙蔽【四级】 

deceit=de-ceit：n.欺骗，谎言，欺诈手段【四级】 

deception=de-cept-ion：n.欺骗，蒙蔽，骗术【留学】 

deceptive=de-cept-ive：adj.欺诈的；迷惑的；虚伪的【其他】 

occupy=oc(=over)-cup-y=takeover：vt.占领，占据，居住【四级】 

occupation=occup-ation：n.职业，占有，消遣【四级】 

preoccupy=pre-occup-y=提前占领：vt.迷住，使全神贯注，抢先占据【留学】 

preoccupation=pre-occup-ation：n.全神贯注，入神；当务之急；关注的事物；抢先占

据；成见【留学】 

occupier=occupi-er：n.占有人，占用者【其他】 

occupant=occup-ant：n.占有者，居住者【其他】 

caption=capt-ion=逮捕：n.标题，字幕，说明，逮捕 vt.为…加标题或说明。中世纪逮捕令封

面的标题通常是 caption(逮捕)【留学】 

captious=capt-ious=(误导)带走：adj.挑剔的，欺骗性的【留学】 

disciple=dis(away)-cip-le=将知识拿走的人：n.门徒，弟子【留学】 

discipline=discipl-ine=对学生的训导：n.学科；纪律；训练；惩罚 vt.训练，训导；惩

戒【四级】 

cater=cap 的反复动词形式=反复去拿(食材)：vt.提供外烩服务，上门承办酒席，投合，满足

需要【留学】 

caterer=cater-er：n.提供外烩服务者，承办酒席者【其他】 

intercept=inter(在中间)-cept=在中途拿：vt.拦截；截断；窃听 n.拦截；[数]截距；截获的情报

【留学】 

interception=inter-cept-ion：n.拦截，截住；截断，截取；侦听，窃听【其他】 

interceptive=inter-cept-ive：adj.妨碍的；截断的【其他】 

precept=pre-cept=预先采取：n.规则；格言；训诫；命令【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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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eptor=pre-cept-or：n.校长；教师；指导医师【其他】 

preceptive=pre-cept-ive：adj.教训性的；好教训人的【其他】 

susceptible=sus(=sub，从下往上)-cept-ible=能被抓住的：adj.易受影响的；易感动的；容许…

的 n.易得病的人【留学】 

susceptibility=sus-cept-ibility：n.易感性，敏感性；感情；磁化系数【留学】 

incept=in(=upon)-cept=拿到：vt.开始；摄取；接收 vi.获得学位；就职【其他】 

inception=in-cept-ion：n.起初；获得学位【留学】 

inceptive=in-cept-ive：adj.开端的；起初的 n.表始动词【其他】 

incipient=in-cip-i-ent：adj.初期的；初始的；起初的；发端的【留学】 

incipience=in-cip-i-ence：n.初期；起初，发端【其他】 

incipit=in-cip-it：n.开始，引言，序言【其他】 

4. vert：转，turn 

来源：vert/vers/vorc/verg←拉丁语动词 vertere(不定式)/versus(过去分词)/动词 vergere 

universe=uni-vers-e=转到一起：n.宇宙【高考】 

university=uni-vers-ity=(学术)共同体：n.大学，综合性大学【高考】 

universal=uni-vers-al：adj.普遍的；通用的；宇宙的；全世界的；全体的 n.一般概念；

普通性【四级】 

reverse=re-vers-e：v.倒转，颠倒 adj.颠倒的 n.背面，相反，倒退，失败【四级】 

reversion=re-vers-ion：n.逆转；回复；归还；隔代遗传；继承权【留学】 

revert=re-vert：vi.回复；重提；返祖遗传；归还 vt.使回复原状 n.恢复原状者【留学】 

reversible=revers-ible：adj.可逆转的【其他】 

convert=con-vert=完全转变：vt.(使)转变，(使)皈依，(使)改变信仰 n.皈依者，改变信仰者【四

级】 

conversion=con-vers-ion：n.转换；变换；兑换；改变信仰【四级】 

convertible=convert-ible：adj.可转变的 n.有活动折蓬的汽车【留学】 

version=vers-ion=转变：n.版本，译文【四级】 

divorce=di-vorc-e=转向一边：n.离婚【四级】 

diverse=di-vers-e=已转到不同方向的：adj.不同的，多种多样的，变化多的【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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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ty=di-vers-ity：n.多样性；差异【留学】 

diversify=di-vers-i-fy：vt.使多样化，使变化【其他】 

divert=di-vert=转向一边：v.转移，(使)转向【六级】 

diversion=di-vers-ion：n.转移；消遣；分散注意力【六级】 

versus=vers-us：prep.对抗，与……相对【六级】 

verse=vers-e=从一行转到另一行：n.韵文，诗，诗篇，诗节【六级】 

anniversary=anni-vers-ary=每年转到一次的：n.周年纪念日【六级】 

versatile=vers-at-ile=易于转变的：adj.多才多艺的，万能的，多面手的【六级】 

versatility=vers-at-ility：n.多功能性；多才多艺；用途广泛【其他】 

transverse=trans-vers-e：n.横断面 adj.横断的，横向的【六级】 

traverse=tra-vers-e：v.穿过，横越，来回移动 adj.横贯的 n.穿过，横贯，横木【六级】 

transversal=trans-vers-al：adj.横向的；横断的；横断线的【其他】 

converse=con-vers-e：adj.相反的，逆向的 vi.交谈 n.逆向，相反的事物【留学】 

conversation=con-vers-ation：n.谈话【高考】 

conversant=con-vers-ant=正在交谈的：adj.熟悉的；精通的；亲近的【留学】 

conversational=conversation-al：adj.对话的，健谈的【其他】 

subvert=sub-vert=从下往上转：vt.颠覆，推翻【留学】 

subversive=sub-vers-ive：adj.破坏性的；从事颠覆的 n.危险分子；颠覆分子【留学】 

subversion=sub-vers-ion：n.颠覆；破坏【其他】 

introvert=intro-vert=向内转：vt.使内向，使内弯 vi.成为内弯，成为内向的人 n.内向的人，内

弯的东西【留学】 

introversion=intro-vers-ion：n.内省性，内向性【留学】 

introvertive=intro-vert-ive：adj.内向的，内倾的【其他】 

extrovert=extro-vert=向外转：n.外向的人，外倾者【留学】 

extroversion=extro-vers-ion：n.[心理]外向性；[医]外翻【其他】 

extroversive=extro-vers-ive：adj.外向的；向外翻的；外倾的【其他】 

extrovertive=extro-vert-ive：adj.偏向于外向的；外向的【其他】 

extroverted=extro-vert-ed：adj.性格外向的；外向性的；喜社交的【其他】 

vertigo=vert-igo：n.晕头转向，眩晕【留学】 

advert=ad-vert=(注意力)转过来：vi.注意，谈到 n.广告【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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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tise=ad-vert-ise=(注意力)转过来：v.做广告，宣传，通知【高考】 

advertisement=advertise-ment：n.广告，宣传【高考】 

advertent=ad-vert-ent：adj.留意的；注意的【其他】 

advertence=ad-vert-ence：n.注意；提及【其他】 

inadvertent=in-ad-vert-ent：adj.疏忽的；不注意的；无意中做的【其他】 

inadvertently=inadvertent-ly：adv.非故意地；不注意地【留学】 

inadvertence=in-ad-vert-ence：n.不注意；怠慢，疏忽【留学】 

adverse=ad-vers-e=转过来对着的：adj.相反的，不利的，敌对的【留学】 

adversity=ad-vers-ity：n.逆境；不幸；灾难；灾祸【其他】 

adversary=ad-vers-ary=转过来对着的人：n.对手【其他】 

adversarial=ad-vers-ari-al：adj.对抗的；对手的，敌手的【其他】 

controvert=contro-vert=对着转：v.辩论，争论，驳斥【留学】 

controversy=contro-vers-y：n.争论；论战；辩论【六级】 

controversial=contro-vers-i-al：adj.有争议的；有争论的【留学】 

controvertible=contro-vert-ible：adj.可质疑的；可争论的【其他】 

incontrovertible=in-controvertible：adj.无可争议的；无疑的；明白的【留学】 

invert=in-vert：vt.使翻转，使转化，使反转 adj.转化的 n.颠倒的事物【留学】 

inverse=in-vers-e：adj.相反的；倒转的 n.相反，倒转 vt.使倒转，使颠倒【留学】 

inversion=in-vers-ion：n.倒置；反向；倒转【其他】 

inversive=in-vers-ive：adj.相反的，颠倒的【其他】 

obverse=ob(对着)-vers-e=转至正对：adj.正面的 n.正面，对立面【留学】 

obversion=ob-vers-ion：n.转向；形成对立；换质法【其他】 

vertex=vert-ex=拐弯处：n.顶点，天顶【留学】 

vertical=vert-ic-al：adj.垂直的，直立的；头顶的，顶点的 n.垂直线，垂直面【四级】 

avert=a(=ad，to)-vert=转开：vt.避免，防止【留学】 

averse=a-vers-e：adj.反对的；不愿意的【留学】 

aversion=a-vers-ion：n.厌恶；讨厌的人【留学】 

aversive=a-vers-ive：adj.反感的；嫌恶的【其他】 

perverse=per-vers-e=转向(歧路)：adj.堕落的，不正当的，乖张的，违反常理的【留学】 

pervert=per-vert：vt.使堕落，使反常，滥用 n.堕落者，反常者，变态【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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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versity=per-vers-ity：n.邪恶；任性；性变态【其他】 

perversion=per-vers-ion：n.反常；颠倒；曲解；误用；堕落【其他】 

diverge=di(=away)-verg-e=转向一旁：vi.分歧；偏离；分叉；离题 vt.使偏离；使分叉【六级】 

divergent=di-verg-ent：adj.相异的，分歧的；散开的【留学】 

divergence=di-verg-ence：n.分歧【其他】 

converge=con-verg-e=转到一起：vt.使汇聚 vi.聚集；靠拢；收敛【留学】 

convergent=con-verg-ent：adj.收敛的；会聚性的；趋集于一点的【留学】 

convergence=con-verg-ence：n.收敛；会聚，集合【其他】 

evert=e-vert：vt.使外翻，翻转【其他】 

eversion=e-vers-ion：n.翻转，外翻【其他】 

retrovert=retro-vert：vt.向后弯曲；使后屈【其他】 

retroversion=retro-vers-ion：n.向后弯曲；子宫后屈【其他】 

vortex=vort(=vert)-ex=旋转物：n.漩涡，涡流【其他】 

vertebra=vert-e-bra(表物品的后缀)=可以转动之物：n.椎骨；脊椎【其他】 

vertebrate=vertebr-ate：adj.脊椎动物的；有脊椎的 n.脊椎动物【其他】 

invertebrate=in-vertebr-ate：adj.无脊椎的；无骨气的 n.无脊椎动物；无骨气的人【留

学】 

5. pos：摆放，place 

来源：pos/pon/poun/posit←拉丁语动词 ponere(不定式)/positus(过去分词) 

expose=ex-pos-e=摆放出来：vt.揭露，暴露，使曝光【高考】 

exposure=ex-pos-ure：n.暴露；曝光；揭露；陈列【四级】 

exposition=ex-posit-ion：n.博览会；阐述；展览会【六级】 

expound=ex-poun-d：v.(解释，阐明，详细说明【留学】 

exponent=ex-pon-ent：adj.说明的 n.说明物，说明者，指数，典型【留学】 

expository=ex-posit-ory：adj.说明的；解释的；评注的(等于 expositive)【留学】 

suppose=sup(=sub)-pos-e=摆放在下面：v.假设，猜想，认为【高考】 

supposition=sup-posit-ion：n.假定；推测；想像；见解【其他】 

supposititious=sup-posit-itous：adj.假想的；冒充的；想像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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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upposition=pre-sup-posit-ion：n.假定；预想；臆测【留学】 

purpose=pur(=pro)-pos-e=摆放到前面：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高考】 

purposive=pur-pos-ive：adj.有目的的；故意的【其他】 

postpone=post-pon-e=往后放：v.延迟，延缓，延期【高考】 

oppose=op-pos-e=摆放在对面：v.反对；对抗，抗争【四级】 

opposite=op-posit-e：adj.对面的，对立的，相反的 adv.在对面 prep.在…对面【四级】 

opponent=op-pon-ent：adj.对立的，敌对的 n.对手，敌手，反对者【四级】 

opposition=op-posit-ion：n.反对；反对派；在野党；敌对【其他】 

compose=com-pos-e=摆放到一起：v.作曲，作文，排版，组成，使平静【四级】 

composition=com-posit-ion：n.作文，作曲，作品；构成；合成物；成分【高考】 

compound=com-poun-d=放在一起的：adj.复合的，混合的 n.化合物，混合物 v.合成，

混合【四级】 

component=com-pon-ent：adj.组成的 n.成分，组件【四级】 

composite=com-posit-e：adj.复合的，合成的 n.复合材料 vt.使合成【六级】 

composer=com-pos-er：n.作曲家；作家，著作者；设计者【六级】 

composed=com-pos-ed=精神未崩溃的：adj.镇静的；沉着的【留学】 

compost=com-pos-t：n.堆肥；混合物 vt.堆肥；施堆肥【留学】 

composure=com-pos-ure：n.镇静；沉着【留学】 

discompose=dis-com-pos-e：vt.使烦恼；使不安；使混乱【留学】 

discomposure=dis-com-pos-ure：n.不安；心乱；狼狈【其他】 

propose=pro-pos-e=摆放到前面：v.建议，求婚，计划【四级】 

proposal=pro-pos-al：n.提议，建议；求婚【四级】 

proposition=pro-posit-ion：n.命题；提议；主题；议题 vt.向…提议；向…求欢【六级】 

propound=pro-poun-d=摆放到前面：vt.提出，提议，将……提供考虑【其他】 

propone=pro-pon-e=摆放到前面：vt.提议，倡言，陈述【其他】 

proponent=pro-pon-ent：n. 支持者；建议者；提出认证遗嘱者【其他】 

dispose=dis-pos-e=放到远处，扔开：v.处置，安排 n.性情，处置【四级】 

disposal=dis-pos-al：n.处理；支配；清理；安排【四级】 

disposed=dispos-ed：adj.有…倾向的；打算做…的；有某种健康状态的【留学】 

disposable=dispos-able：adj.可任意处理的；可自由使用的；用完即弃的【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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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osition=dis-posit-ion：n.处置；性情；部署；倾向【留学】 

predisposition=pre-dis-posit-ion：n.倾向；素质；易染病体质【留学】 

impose=im(=upon)-pos-e=摆放在上面：v.强加，征税，利用，欺骗，施加影响【四级】 

imposing=impos-ing：adj.壮观的；威风的；(仪表)堂堂的；给人深刻印象的【留学】 

impostor=im-post-or：n.骗子；冒充者【留学】 

imposture=im-post-ure：n.欺诈，欺骗；冒牌【留学】 

imposition=im-posit-ion：n.征收；强加；欺骗；不公平的负担【其他】 

imponent=im-pon-ent：n.强加者 adj.强加义务的【其他】 

pose=pos-e：n.姿态，姿势 v.摆姿势【六级】 

position=posit-ion：n.位置，方位，姿态，职位【高考】 

positive=posit-ive=摆放好了的：adj.积极的，正的，阳性的，确定的，实际的，真实

的，绝对的 n.正数，正片【四级】 

positively=positive-ly：adv. 肯定地；明确地；断然地【六级】 

posture=post-ure：n.姿势，姿态 v.摆姿势【留学】 

poseur=pos-eur：n.装模作样的人；装腔作势的人【留学】 

posit：vt.安置，假定 n.假设，设想【留学】 

decompose=de-com-pos-e：v.分解，腐烂【六级】 

decomposition=de-com-pos-ition：n.分解，腐烂，变质【留学】 

apropos=a(=to)-pro-pos=契合意图的：adj.恰好的；适当的 adv.恰好地；适当地；恰当地 prep.

关于【留学】 

aproposity=apropos-ity：n.适当；贴切【其他】 

repose=re-pos-e=放回去：n.休息，静止，睡眠 v.(使)休息，坐落，长眠，静卧【留学】 

repository=re-posit-ory：n.贮藏室，仓库；知识库；智囊团【留学】 

reposit=re-posit：vt.贮藏；使复位【其他】 

reposeful=repose-ful：adj.平稳的；沉着的；恬适的【其他】 

depose=de-pos-e=放下去：vt.免职；作证；废黜 vi.宣誓作证【留学】 

deposit=de-posit：v.沉淀，沉积，存放 n.存款，沉淀物【四级】 

deposition=de-posit-ion：n.沉积物；矿床；革职；宣誓作证，证词【六级】 

deponent=de-pon-ent：n.宣誓证人 adj.异态的【其他】 

depository=de-posit-ory：n. 贮藏所；受托者；存储处 adj. 保管的；存储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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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ose=inter-pose=放在中间：vt.提出(异议等)；使插入；使干涉 vi.干预；调停【留学】 

interposition=inter-posit-ion：n.干涉，介入；插入，放入【其他】 

juxtapose=juxta-pos-e：vt.并列；并置【留学】 

juxtaposition=juxta-posit-ion：n.并置，并列；毗邻【其他】 

transpose=trans-pos-e：vt.调换；移项；颠倒顺序 vi.进行变换 n.转置阵【留学】 

prepose=pre-pose=放在前面：vt.把…放在前面；将…前置【其他】 

preposition=pre-posit-ion：n.介词，前置词【四级】 

prepositive=pre-posit-ive：adj.前置的 n.前置语【其他】 

appose=ap(=ad，去)-pose：vt.添；使并列；把…用于；放…在近处【其他】 

apposite=ap(=ad，near)-posit-e=挨着摆放的：adj.适当的，贴切的【留学】 

apposition=ap-posit-ion：n.并置，同格；同位语【其他】 

appositive=ap-posit-ive：n.同位语 adj.同位格的【其他】 

6. spec：看，look 

来源：spec/spect/spic/spis←拉丁语动词 specere(不定式)/spectus(过去分词) ←原始印欧语

spek- 

inspect=in-spect=lookinto(看进去)：v.视察，检查，检阅【高考】 

inspection=inspect-ion：n.视察，检查【四级】 

inspector=inspect-or：n.视察者，检查员，巡视员【六级】 

respect=re-spect=lookback(回看)：n.vt.尊重，尊敬，遵守【高考】 

respectful=respect-ful：adj.恭敬的，有礼貌的【四级】 

respective=respect-ive：adj.分别的，各自的【四级】 

respectively=respective-ly：adv.分别地，各自地，独自地【四级】 

respectable=respect-able：adj.可敬的，值得尊敬的 n.可敬的人【六级】 

suspect=su(b)-spect=从下面看→暗地里看：v.怀疑，猜想 adj.可疑的 n.嫌疑犯【高考】 

suspicious=su-spic-ious：adj.可疑的，怀疑的，多疑的【六级】 

suspicion=su-spic-ion：n.怀疑，嫌疑，疑心【留学】 

suspectable=suspect-able：adj.可疑的，嫌疑的【其他】 

expect=ex-(s)pect=lookout(往外看)：v.期待，预料，预期，认为【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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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ation=ex-pect-ation：n.期望，期待，指望【高考】 

unexpected=un-ex-pect-ed：adj.意外的，意想不到的【四级】 

expectant=ex-pect-ant：adj.期待的；怀孕的；预期中的 n.期待者，候选人【其他】 

expectancy=ex-pect-ancy：n.期望，期待【其他】 

special=speci(=species，种类)-al=某一种类的：adj.特别的，个别的，专门的，专用【高考】 

specialist=special-ist：n.专家，专科医生 adj.专家的，专业的【高考】 

specially=special-ly：adv.特别地；专门地【四级】 

speciality=special-ity：n.专业，专长；特性【四级】 

specialize=special-ize：vi.专门从事，特化 vt.使专门化，使适应特殊环境，详细说明

【四级】 

specialized=special-iz-ed：adj.专门的，专业的【留学】 

specialty=special-ty：n.专业，专长；特产；特性；招牌菜【其他】 

spy=看：vt. 侦察；发现；暗中监视 vi. 侦察；当间谍 n. 间谍；密探【高考】 

espy=e-spy：vt. 看到；认出；发现【留学】 

specific=spec-i-fic：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

特效药【四级】 

specify=spec-i-fy：vt.指定；详细说明；列举；把…列入说明书【四级】 

specification=specific-ation：n.规格；说明书；详述【六级】 

specificity=specific-ity：n.特异性；特征；专一性【其他】 

prospect=pro-spect=lookforward(往前看)：n.前途，预期，景色 v.勘察，勘探【四级】 

prospective=prospect-ive：adj.预期的，未来的 n.预期，展望【其他】 

spectacle=specta(spec 的反复形式)-cle=看到的：n.景象，场面，奇观，壮观，公开展示【四级】 

spectacular=specta-cul-ar：adj.壮观的，惊人的，公开展示的【留学】 

despise=de(=down)-spis-e=看低：vt.鄙视，轻视【四级】 

despite=despise 的过去分词形式：n.轻视；憎恨；侮辱 prep.尽管【四级】 

despicable=de-spic-able：adj.可鄙的，卑劣的【留学】 

aspect=a-spect=tolook(去看)→看起来的样子：n.形势，外貌，方面，方向【四级】 

aspectant=aspect-ant：adj.面对面的【其他】 

specimen=spec-i-men=用来看的东西：n.样本，样品，标本【四级】 

perspective=per-spect-ive=看穿的：adj.透视的 n.透视图，远景，观点【四级】 



循序渐进学词根——钱磊博士 

微信公众号：钱博士英语                               25 

perspicuous=per-spic-u-ous：adj.明了的；清晰明白的；易懂的【留学】 

perspicuity=per-spic-u-ity：n.(语言、文章、表达等的)明晰；简明【留学】 

perspicacious=per-spic-ac-ious：adj.有洞察力的；聪颖的；敏锐的【留学】 

perspicacity=per-spic-ac-ity：n.洞察力；聪颖；睿智【其他】 

spectrum=spec-trum=能见之表象：n.光谱，频谱，范围，余象【六级】 

spectator=spect-at-or：n.观众【六级】 

spectate=spect-ate：vi.出席观看【其他】 

species=spec-ies 外观、形态：n.物种，种类 adj.物种上的【六级】 

spice=species=某种(可调味的)物质：n.香料，调味品，情趣 vt.加香料于，使增添情趣【六级】 

spicy=spic-y：adj.辛辣的，香的，多香料的，下流的【其他】 

speculate=spec-ul-ate=仔细观察：v.推测，思索，投机【六级】 

speculative=spec-ul-ative：adj.投机的；推测的；思索性的【留学】 

speculation=spec-ul-ation：n.推测，思索，投机【其他】 

conspicuous=con(加强语气)-spic-uous=能看见的：adj.显而易见的，显著的【留学】 

conspectus=con-spec-tus=视野、景象：n.概观，概论【留学】 

auspice=au-spic-e=看鸟(占卜)：n.预兆，吉兆，赞助，主办【留学】 

auspicious=au-spic-ious：adj.吉兆的，吉利的；幸运的【留学】 

auspex=au-spex：n.鸟卜者；占卜者【其他】 

specter=spect-er=能见之表象：n.幽灵；妖怪；恐怖之物【留学】 

spectral=spectr-al：adj.光谱的；幽灵的；鬼怪的【留学】 

specious=spec-ious=外观(好看)的：adj.外观美观的，华而不实的【留学】 

espionage=e-spi-on-age=窥探：n. 间谍；间谍活动；刺探【留学】 

retrospect=retro-spect：n.v.回顾，回想，追溯【其他】 

retrospection=retro-spect-ion：n.回顾，反省，追忆【其他】 

retrospective=retro-spect-ive：adj. 回顾的；怀旧的；可追溯的 n.回顾展【其他】 

introspect=intro-spect：v.内省，反省，反思【其他】 

introspective=intro-spect-ive：adj.内省的；反省的【留学】 

introspection=intro-spect-ion：n.内省，反省【其他】 

circumspect=circum-spect=四处看过的：adj.周到的，细心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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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end：悬挂，重量，称量，权衡，沉思，支付 

来源：pend/pens/pond←拉丁语动词 pendere(不定式)/pensus(过去分词)/名词 pondus（主格）

/ ponderis（属格） 

depend=de(=down)-pend=挂下来：vi.依赖，依靠，取决于【高考】 

dependent=depend-ent：adj.依靠的；从属的；取决于…的 n.依赖他人者；受赡养者【四

级】 

dependant=depend-ant：n.家眷；侍从；食客【六级】 

dependence=depend-ence：n.依赖；依靠；信任；信赖【其他】 

dependency=depend-ency：n.属国；从属；从属物【其他】 

dependance=depend-ance：n.依赖性(等于 dependence)【其他】 

dependable=depend-abel：adj.可靠的，可信赖的；可信任的【其他】 

independent=in-depend-ent：adj.独立的，单独的，无党派的，不受约束的 n.无党派者，独立

自主者【高考】 

independence=in-depend-ence：n.独立性，自立性；自主【高考】 

expense=ex-pens-e=向外支付：n.消费，开支 vt.向……收取费用 vi.被花掉【高考】 

expensive=ex-pens-ive：adj.花(很多)钱的，昂贵的【高考】 

inexpensive=in-expensive：adj.便宜的【四级】 

expend=ex-pend=支付出去：vt.花费，消耗，耗尽【六级】 

expenditure=expend-iture：n.支出，花费；经费，消费额【六级】 

spend=s(=ex)-pend：v.花费，度过，用尽，浪费【高考】 

spent：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高考】 

pension=pens-ion=支付的钱：n.养老金，退休金，抚恤金，津贴，膳宿费【高考】 

pensioner=pension-er：n.领养老金者；领取抚恤金者【其他】 

pensionary=pension-ary：n. 领受退休金（养老金）者；受雇佣者【其他】 

pound=po(u)nd：n.英镑，重击 v.猛击，捣烂，敲打，监禁【高考】 

suspend=sus(=sub，从下往上)-pend=挂起来：v.暂停，推迟【四级】 

suspense=sus-pens-e：n.悬念；悬疑；焦虑；悬而不决【留学】 

suspension=sus-pens-ion：n.悬浮；暂停；停职【其他】 

suspensive=sus-pens-ive：adj.暂停的；悬而不决的；可疑的；暧昧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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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dulum=pend-ul(小)-um=悬挂的小东西：n.钟摆【六级】 

pendulous=pend-ulous：adj.下垂的，悬垂的，摇摆的【其他】 

pendulosity=pendulos-ity：n.摆性【其他】 

perpendicular=per(完全)-pendi-cul(小)-ar=完全垂下的小东西(即铅垂)的：adj.垂直的，正交的

n.垂线，垂直的位置【六级】 

perpendicularity=perpendicular-ity：n.垂直；直立【其他】 

compensate=com-pens-ate=一起支付：v.赔偿，补偿，(使)抵消【六级】 

compensation=com-pens-ation：n.补偿；报酬；赔偿金【六级】 

compensatory=com-pens-atory：adj.补偿的，赔偿的【留学】 

ponder=pond-er：v.考虑，沉思，衡量【六级】 

ponderous=pond-er-ous：adj.笨重的，沉闷的，呆板的【留学】 

ponderable=pond-er-able：adj.有重量的，可称量的，有价值的【留学】 

imponderable=im-pond-er-able：adj.无重量的；无法计算的 n.无法衡量的事物【留学】 

ponderance=pond-er-ance：n.重量，重要性【其他】 

preponderate=pre-pond-er-ate：vi.(在重量、数量、力量等方面)占优势 vt.胜过；压倒【留学】 

preponderant=pre-pond-er-ant：adj.占优势的；突出的；压倒性的【留学】 

preponderance=pre-pond-er-ance：n.优势；多数；占优势【其他】 

poise=pois(=pens)-e=悬着：v.(使)平衡，准备好，悬着，保持……姿势 n.姿势，平衡，镇静【留

学】 

pensive=pens-ive=反复考虑：adj.沉思的，忧郁的，哀愁的【留学】 

penchant=pen-ch-ant=受重力而倾向：n.嗜好，倾向【留学】 

compendium=com-pend-ium=放在一起考虑的东西：n.纲要，概略【留学】 

compendious=com-pend-ious：adj.简明的，摘要的；简练的【其他】 

propensity=pro-pens-ity=往前垂：n.倾向，习性，癖好【留学】 

impend=im(over)-pend=悬在头上：vi.迫近，即将发生【留学】 

impending=impend-ing：adj.即将发生的；迫切的；悬挂的【留学】 

impendent=im-pend-ent：adj.即将发生的；迫近的【其他】 

impendence=im-pend-ence：n.迫切，危急【其他】 

dispense=dis-pens-e=分发出去：v.分发，分配；豁免，免除【留学】 

dispensable=dispens-able=可分发的：adj.可有可无的；非必要的【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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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spensable=in-dispens-able：adj.不可缺少的；绝对必要的；责无旁贷的 n.不可缺少

之物；必不可少的人【四级】 

indispensability=in-dispens-ability：n.不可缺少；必要；责无旁贷【留学】 

dispensary=dis-pens-ary=分发(药品)的地方：n.药房；(学校、兵营或工厂的)诊疗所；

防治站【其他】 

dispensation=dis-pens-ation：n.分配；免除；豁免；天命【其他】 

recompense=re-com-pense=反过去支付：n.v.赔偿，酬谢【留学】 

pend：v.悬挂，(使)悬而未决【其他】 

pending=pend-ing=悬而未决的：adj.待定的【留学】 

pendent=pend-ent：adj.悬而未决的；下垂的；未定的；向外伸出的【留学】 

pendant=pend-ant=挂着的(东西)：n.下垂物，垂饰，吊坠【其他】 

append=ap-pend：vt.附加，贴上【其他】 

appendix=ap-pend-ix：n.附录；阑尾；附加物【六级】 

appendage=ap(=ad)-pend-age=挂着的东西：n.附加物【留学】 

perpend=per(彻底)-pend=彻底考虑：v.深思，慎重考虑【其他】 

prepense=pre-pens-e=提前考虑：adj.预谋的，预先考虑过的【其他】 

prepend=pre-pend：vt.预先考虑；预谋【其他】 

8. plic：合，折叠，编织，往返，敷，应用，fold 

来源：plic/plicit/ply/pli/plex/ploy/ploit←拉丁语动词 plicare(不定式)/plicatus/plicit(过去分词) 

←印欧语词根 plex- 

apply=ap(=ad，to)-ply=合在一起：v.涂敷，适用，应用，申请【高考】 

application=ap-plic-ation：n.应用；申请；应用程序；敷用【高考】 

appliance=ap-pli-ance：n.器具；器械；装置【四级】 

applicable=applic-able：adj.可适用的；可应用的；合适的【四级】 

applicant=ap-plic-ant：n.申请人，申请者；请求者【其他】 

reply=re-ply=返回去：n.v.答复，回答【高考】 

multiply=multi(多)-ply=多次折叠：vt.乘；使增加；使繁殖；使相乘 vi.乘；繁殖；增加 adv.多

样地；复合地 adj.多层的；多样的【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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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ication=multi-plic-ation：n.乘法【六级】 

multiplicity=multi-plic-ity：n.多样性，多重性【留学】 

multiplex=multi-plex：adj. 多样的，多元的；多路传输的 vi. 多路传输；多工 vt.多路

传输 n.多倍仪；多重通道【其他】 

diploma=di-pl(折叠)-oma=对折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公文，文书；奖状 vt.发给毕业文凭

【高考】 

diplomatic=diplomat-ic：adj.外交的；外交上的；老练的【六级】 

diplomacy=diploma-cy=政府公文：n.外交；外交手腕；交际手段【其他】 

diplomat=diploma-t：n.外交家，外交官；有外交手腕的人；处事圆滑的人【其他】 

exploit=ex-ploit=unfold：vt.开发，开采，开拓，剥削 n.功绩，勋绩【高考】 

exploitation=ex-ploit-ation：n. 开发，开采；利用，剥削【其他】 

exploitative=ex-ploit-ative：adj.剥削的，利用的，开发资源的【其他】 

employ=em(=in)-ploy=enfold：vt.使用，采用；雇用；使忙于，使从事于 n. 使用；雇用【高

考】 

employee=em-ploy-ee：n.雇员，员工，被雇佣者【四级】 

employer=em-ploy-er：n.雇主，老板，雇佣者【四级】 

employment=em-ploy-ment：n. 使用；职业；雇用【四级】 

unemployment=un-em-ploy-ment：n.失业，失业率，失业人数【高考】 

imply=im(in)-ply=折叠在里面：vt.暗含，意味着【四级】 

implicate=im-plic-ate：vt.使卷入，连累，涉及，暗指【留学】 

implication=im-plic-ation：n.含义；暗示；牵连，卷入；可能的结果，影响【四级】 

implicit=im-plicit：adj.含蓄的；暗示的；盲从的【留学】 

complicate=com-plic-ate=折叠到一起：vt.使复杂化【四级】 

complicated=com-plicat-ed：adj.难懂的，复杂的【四级】 

complication=com-plic-ation：n.并发症；复杂；复杂化；混乱【六级】 

complex=com-plex：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情结【四级】 

complexity=com-plex-ity：n.复杂，复杂性；复杂错综的事物【六级】 

complexion=com-plex-ion=体液的综合：n.肤色；面色；情况；局面(古代人认为体液

决定人的性格和体质，而肤色是其表现之一)【留学】 

perplex=per-plex：vt.使困惑，使为难；使复杂化【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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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plexity=per-plex-ity：n.困惑；混乱【其他】 

perplexing=perplex-ing：adj.复杂的，令人费解的；令人困惑的【其他】 

duplicate=du-plic(折叠)-ate：v.复制 adj.复制的 n.副本，复制品【六级】 

duplication=du-plic-ation：n.复制；副本；成倍【其他】 

duplicative=du-plic-ative：adj.加倍的，重复的【其他】 

duplex=du-plex：adj.双工，双重的，复式的 n.双工，复式公寓【其他】 

reduplicate=re-duplicate：v.使加倍，重复 adj.加倍的，重复的【其他】 

complicity=com-plicit-y：n.共谋；串通；共犯关系【留学】 

complicit=com-plicit：adj.有同谋关系的，串通一气的【其他】 

accomplice=ac-com-plic-e：n.同谋者，共犯【留学】  

explicate=ex-plic-ate=打开折叠：vt.说明，解释【留学】 

explicit=ex-plic-it：adj.明确的；清楚的；直率的；详述的【六级】 

explicable=explic-able：adj.可解释的，可说明的【留学】 

inexplicable=in-explicable：adj.费解的；无法说明的；不能解释的【留学】 

explication=ex-plic-ation：n.说明；阐明；展开【其他】 

explicative=ex-plic-ative：adj.阐明的；解释的【其他】 

explicatory=ex-plic-atory：adj.说明的；解释的【其他】 

replicate=re-plic-ate=再次折叠：v.复制，折叠 adj.复制的，折叠的【留学】 

replica=re-plic-a：n.复制品，复制物【留学】 

replication=re-plic-ation：n.复制；回答；反响【其他】 

plait=折叠：n.褶；辫状物 vt.编织；把…编成辫(等于 pleat)；给…打褶【留学】 

supplicate=sup(=sub)-plic-ate=向下折叠、屈身：v.哀求，恳求，祈求【留学】 

supplicant=sup-plic-ant：n.哀求者，恳求者【留学】 

supplication=sup-plic-ation：n.哀求，恳求，祈求【其他】 

pliable=pli-able：adj.柔韧的；柔软的；圆滑的；易曲折的【留学】 

pliant=pli-ant：adj.顺从的；易弯的；易受影响的；能适应的 n.顺从【留学】 

duplicity=du-plic(折叠)-ity：n.口是心非【留学】 

duplicitous=du-plic-itous：adj.奸诈的；双重的；搞两面派的【留学】 

ply=往返、反复：v.不停使用，辛勤工作，忙于，定期来往，不断供给【其他】 

triple=tri(three)-pl-e：adj.三倍的，三方的三倍数；三个一组 vi. 增至三倍 vt. 使成三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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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triplex=tri-plex：n. 三拍子；三人一组 adj. 三重的【其他】 

plexus=plex-us：n.(血管、淋巴管、神经等的)丛【其他】 

deploy=de-ploy=unfold：n.部署 v.部署，展开，使疏开【其他】 

9. vid：看，look 

来源：vid/vis/visit←拉丁语动词 videre(不定式)/visus(过去分词)/visitare(反复形式) 

visit=看：n.v.参观，访问，视察【高考】 

visitor=visit-or：n.访问者，参观者；视察者；候鸟【高考】 

visitation=visit-ation：n.访问；探视；视察；正式访问【其他】 

view=看：vt.观察，查看，考虑 n.观察，视野，风景，意见【高考】 

viewer=view-er：n.观察者；观看者；电视观众；指示器【高考】 

preview=pre-view：n.预览；试映；事先查看 vt.预览；预演；事先查看【高考】 

review=re-view：n.v.回顾，复习，复审，评论，检阅【高考】 

viewpoint=view-point：n.观点，看法；视角【四级】 

overview=over-view：n.综述；概观【其他】 

video=我看见：n.视频，录像，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高考】 

envy=en(=in)-vy(看)=(怀有恶意地)看：n.v.羡慕，嫉妒，妒忌【高考】 

invidious=in-vid-ious：adj.诽谤的，不公平的，引起反感的，易招嫉恨的【留学】 

envious=envi-ous：adj.羡慕的；嫉妒的【其他】 

advise=ad-vis-e=去看→个人看法：v.建议，忠告，劝告【高考】 

advice=ad-vic-e：n.建议；忠告；劝告；通知【高考】 

advisable=advis-able=可推荐的：adj.明智的，适当的，可取的【四级】 

adviser=advis-er：n.顾问；劝告者；指导教师(等于 advisor)【其他】 

advisement=advise-ment：n.深思熟虑；劝告；磋商【其他】 

advisory=advis-ory：adj.咨询的；顾问的；劝告的 n.报告；公告【其他】 

vision=vis-ion：n.视力，愿景，幻想，想象力【四级】 

visionary=vision-ary：adj.想象的，幻想的，梦想的 n.空想家，梦想家，有眼力的人【留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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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ble=vis-ible：adj.看得见的【四级】 

invisible=in-vis-ible：adj.不可见的，无形的【四级】 

television=tele-vis-ion=看远处：n.电视【四级】 

evidence=e-vid-ence=看出来：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四级】 

evident=e-vid-ent=看出来的：adj.明显的【四级】 

evidential=e-vid-enti-al：adj.证据的；基于证据的；提供证据的；可作证据的【其他】 

provide=pro-vid-e=提前看：v.提供，准备，装备，规定【四级】 

provision=pro-vis-ion：n.供应品，规定，条款，准备 vt.供给……食物及必需品【四级】 

provided=pro-vid-ed：conj.假如；倘若【四级】 

provisional=pro-vis-ion-al=临时提供的：adj.临时的，暂时的；暂定的 n.临时邮票【留

学】 

provisory=pro-vis-ory：adj.有附带条件的，临时的【留学】 

provident=pro-vid-ent：adj.节俭的；有先见之明的；顾及未来的【留学】 

improvident=im-provident：adj.浪费的；无远见的；无先见之明的【留学】 

providence=pro-vid-ence：n.天意，深谋远虑【其他】 

providential=pro-vid-enti-al=天意决定的：adj.幸运的【留学】 

improvidence=im-providence：n.浪费；无先见之明；浅见【其他】 

revise=re-vis-e=再次看：n.v.修订，校订【四级】 

revision=re-vis-ion：n.修正；复习；修订本【高考】 

revisionist=revision-ist：n.修正主义者 adj.修正主义的【其他】 

visual=vis-u-al：adj.视觉的【四级】 

visualize=visual-ize：vt.形象，形象化；想像，设想 vi.显现【留学】 

survey=sur(=super)-vey(=view)：n.vt.俯瞰，调查，勘测，测量，审视【四级】 

supervise=super-vise=在上面看：v.监督，管理，指导【六级】 

supervisor=super-vis-or：n.监督人，监工；管理人；检查员【其他】 

supervision=super-vis-ion：n.监督，管理【其他】 

supervisory=super-vis-ory：adj.监督的【其他】 

visa=看过的(材料)：n.签证 vt.签发签证【六级】 

envisage=en(=in)-visage=当面看：vt.正视，面对，注视，沉思【六级】 

prudent=prud(=provid)-ent=提前看：adj.谨慎的；精明的；节俭的【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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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udence=prud-ence：n.审慎【留学】 

imprudent=im-prud-ent：adj.轻率的，鲁莽的；不小心的【留学】 

imprudence=im-prud-ence：n.轻率，鲁莽的行为【其他】 

purvey=pur(=pro)-vey(=vid)：v.供应，供给【留学】 

envision=en(=in)-vision=进入幻想中：想象，预想，愿景【留学】 

vista=vis-ta：n.远景，展望，回顾，狭长的街景【留学】 

clairvoyant=clair(=clear)-voy(看)-ant=看得清楚的：adj.透视的，有洞察力的 n.千里眼，有洞察

力的人【留学】 

clairvoyance=clair-voy-ance：n.千里眼；异常的洞察力【留学】 

improvise=im(不)-pro(预先)-vis-e=没有预见的：v.即兴创作；即兴表演；临时做；临时提供【留

学】 

improvised=im-pro-vis-ed：adj.即兴的；临时准备的【留学】 

improvisation=im-pro-vis-ation：n.即兴创作；即席演奏【其他】 

visage=vis-age=能看到的：n.脸，面容，容貌，外表【留学】 

previse=pre-vise=预先看：vt.预知，预见【其他】 

prevision=pre-vis-ion=预先看：n.预知，先见【留学】 

10. duc：引导，lead 

来源：duc/duct←拉丁语动词 ducere(不定式)/ductus(过去分词) 

conduct=con-duct=带着一起走：vt.带领，引导，管理 vi.导电 n.进行，行为【高考】 

conductor=con-duct-or：n.导体，售票员，引导者，管理者，乐队指挥【高考】 

conductive=con-duct-ive：adj.传导的；传导性的；有传导力的【其他】 

conduction=con-duct-ion：n.传导【其他】 

educate=e-duc-ate=引导出来(学生的天资)：v.教育，培养【高考】 

education=e-duc-ation：n.教育【高考】 

educator=e-duc-ator：n.教育家；教育工作者；教师【高考】 

educatory=e-duc-atory：adj.教育的，教育上的【其他】 

educational=education-al：adj.教育的，有教育意义的【其他】 

introduce=intro-duc-e=引导进入：vt.介绍，引进【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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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intro-duct-ion：n.介绍；引进；采用；入门；传入【高考】 

introductive=intro-duct-ive：adj.介绍的，前言的【其他】 

introductory=intro-duct-ory：adj.引导的，介绍的；开端的【其他】 

produce=pro-duc-e=引导上前：v.产生，生产，创作，引起 n.产品【高考】 

production=pro-duct-ion：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高考】 

product=pro-duct：n.产品，结果，作品【四级】 

productive=pro-duct-ive：adj.能生产的；生产的，多产的；富有成效的【四级】 

unproductive=un-productive：adj.非生产性的；徒劳的；不毛的；不生产的【留学】 

productivity=pro-duct-iv-ity：n.生产力；生产率；生产能力【六级】 

producer=produc-er：n.制片人，制作人，生产者，发生器【六级】 

reduce=re-duc-e=引导回去：v.减少，缩小，降低【高考】 

reduction=re-duct-ion：n.减少；下降；缩小【四级】 

reductive=re-duct-ive：adj.还原的；减少的 n.[助剂]还原剂【其他】 

reducible=re-duc-ibel：adj.可缩小的，可还原的，可化简的，可约的【其他】 

irreducible=ir-re-duc-ible：adj.不可约的；不能削减的；不能复归的【留学】 

deduce=de-duc-e=引导往下：vt.推导出，推断出，演绎出【四级】 

deduct=de-duct：vt.演绎，扣除，减去【留学】 

deduction=de-duct-ion：n.扣除，减除；推论；减除额【其他】 

deductive=de-duct-ive：adj.演绎的；推论的；推断的【留学】 

deductible=deduct-ible：adj.可扣除的，可减免的【其他】 

duke=领导者：n.公爵，源自古罗马对本土以外各行省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呼【六级】 

duchy=duch-y：n.公国；公爵领地；直辖领地【其他】 

duchess=duch-ess：n.女公爵，公爵夫人【其他】 

induce=in-duc-e=引导进入：vt.诱导，引诱，引起，感应【六级】 

induction=in-duct-ion：n.感应；归纳法；感应现象；入门培训，入职仪式【六级】 

induct=in-duct：vt.引导，感应，使就职，征召入伍【留学】 

inductive=in-duct-ive：adj.归纳的，引导的，诱导的【其他】 

inductee=induct-ee：n.应召入伍的士兵，就任者【其他】 

duct：n.导管 vt.用导管输送【留学】 

abduct=ab-duct：vt.诱拐，诱导，绑架【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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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uce=ab-duc-e：vt.使……外展，把……引开【其他】 

abduction=ab-duct-ion：n.诱拐，绑架；诱导【其他】 

abductive=ab-duct-ive：adj.诱拐的【其他】 

aqueduct=aque(水)-duct：n.引水渠【留学】 

adduce=ad-duc-e：vt.举出，引证【留学】 

adduction=ad-duct-ion：n.引用，引证；内转；内收作用【其他】 

ductile=duct-ile：adj.柔软的，易延展的，易教导的【留学】 

traduce=tra-duc-e：vt.诽谤，中伤【留学】 

traducer=tra-duc-er：n.诽谤者【其他】 

traducement=traduce-ment：n.诽谤，中伤【其他】 

viaduct=via-duct：n.高架桥；高架铁路【留学】 

conduit=con-duit(=duct)：n.导管；沟渠；导水管【留学】 

conduce=con-duc-e：vi.导致；有益，有贡献于【其他】 

conducive=con-duc-ive：adj.有益的；有助于…的【留学】 

conducible=con-duc-ible：adj.有助于…的【其他】 

educe=e-duc-e：vt.引出，演绎出【其他】 

subduce=sub-duc-e：vt.减去，除去，拿掉【其他】 

subduct=sub-duct：vt.减去，除去，取回 vi.下拉，撤回【其他】 

subduction=sub-duct-ion：n.俯冲；除去；减法【其他】 

seduce=se-duc-e=引导其离开：vt.引诱，诱惑，诱奸【其他】 

seduction=se-duct-ion：n.诱惑；魅力；(复数)诱惑物【其他】 

seductive=se-duct-ive：adj. 有魅力的；性感的；引人注意的【其他】 

seductress=se-duc-tr-ess：n.勾引男人的女子，有魅力的女子【其他】 

oviduct=ovi(卵)-duct：n.输卵管【其他】 

11. lect：采集，挑选，区分，select；→朗读，演讲，阅读，用词 

来源：lig/leg/lect/lit/lex←拉丁语动词 ligere/legere(不定式)/lectus(过去分词)/希腊语动词 legein

←原始印欧语 leg- 

elect=e-lect=挑选出来：v.选举 adj.当选的 n.被选中的人，上帝的选民【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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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ion=e-lect-ion：n.选举；当选；选择权【四级】 

electorate=elector-ate：n.选民；选区【留学】 

elector=e-lect-or：n.选民，选举人，有选举权的人【其他】 

electoral=elector-al：adj.选举的；选举人的【其他】 

elective=e-lect-ive：adj.选修的；选举的；选任的 n.选修课程【其他】 

electee=elect-ee：n.当选人；当选者【其他】 

collect=col-lect=挑选到一起：v.收集，采集，收藏【高考】 

collection=col-lect-ion：n.收集，采集，收藏，收藏品【高考】 

collective=col-lect-ive：adj.集体的；共同的；集合的；集体主义的 n.集体，集合体【高

考】 

collected=collect-ed=精神没有崩溃的：adj.镇定的；收集成的【留学】 

college=col-leg-e=聚集而成的社区：n.学院，学会。最早指大学生的住宿场所【高考】 

collegiate=col-leg-i-ate：adj. 大学的；学院的；大学生的【其他】 

select=se-lect=挑选区分：v.挑选，选拔 adj.精选的，挑选出来的 n.被挑选者【高考】 

selection=se-lect-ion：n.选择，挑选；选集；精选品【高考】 

selective=se-lect-ive：adj.选择的，精挑细选的，有选择性的【高考】 

lecture=lect-ure=朗读：n.v.讲座，讲演，讲稿【高考】 

lecturer=lectur-er：n.讲师，演讲者【其他】 

lesson=less-on=朗读课文：n.课，教训【高考】 

recollect=re-collect：v.回忆，回想【四级】 

recollection=re-collect-ion：n.回忆，回忆起的事物【留学】 

neglect=neg-lect=没有区分开：n.vt.疏忽，忽视，忽略【四级】 

negligible=neg-lig-ible：adj.可忽略的，微不足道的【六级】 

negligence=neg-lig-ence：n.疏忽；忽视；粗心大意【留学】 

negligent=neg-lig-ent：adj.疏忽的；粗心大意的【留学】 

dialect=dia(横跨，对角)-lect=交谈(所用的话)：n.方言，土话；同源语；行话；个人用语特征

adj.方言的【四级】 

dialectic=dia-lect-ic：adj. 辩证的；辩证法的；方言的 n. 辩证法；逻辑论证【其他】 

legend=leg+enda=应读的读物：n.传奇，说明，图例。本指基督教圣徒们的传记，是基督教徒

的指定读物。因为内容充满神奇色彩，故衍生出“传奇”之意。【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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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endary=leg-end-ary：adj.传说的，传奇的 n.传说集；圣徒传【其他】 

intelligence=intel(=inter)-lig-ence=从中挑选的能力：n.智力，理解力，情报机关【四级】 

intelligent=intel-lig-ent：adj. 智能的；聪明的；理解力强的【四级】 

intellectual=intel-lect-ual：adj.智力的，理智的 n.知识分子，重视理智的人【四级】 

intellect=intel-lect：n.智力，理解力，智囊团，智力高的人【六级】 

intelligible=intel-lig-ible：adj.可理解的；明了的；仅能用智力了解的【留学】 

diligent=di(=dis，away)-lig-ent=(注意)区分开的：adj.勤勉的，专心的【四级】 

diligence=di-lig-ence：n.勤奋，勤勉，注意的程度【四级】 

elegant=e-leg-ant=精选出来的：adj.优雅的，简练的，简约的【六级】 

elegance=e-leg-ance：n.典雅；高雅【其他】 

elite=e-lit-e=挑选出来的：n.精华，精英【留学】 

elitist=e-lit-ist：n.优秀人才；杰出人物 adj.优秀人才的；杰出人才的【留学】 

elitism=e-lit-ism：n.精英主义；杰出人物统治论【留学】 

sacrilege=sacri(神圣)-leg-e=拿走圣物：n.亵渎神明，亵渎圣物。本指偷窃教堂圣物的罪行【留

学】 

sacrilegious=sacri-leg-ious：adj.该受天谴的，亵渎神明的【留学】 

lectern=lect-ern=诵读的场所：n.讲台，诵经台【留学】 

legible=leg-ible=能读出的：adj.清晰的，易读的【留学】 

illegible=il-leg-ible：adj.难辨认的；字迹模糊的【留学】 

eligible=e-lig-ible=值得选中的：adj.合格的，符合条件的 n.有资格者，适任者【留学】 

ineligible=in-eligible：adj.不合格的，不胜任的，不符合条件的 n.无被选资格者【留

学】 

legion=leg-ion=精选出来的(士兵)：n.军团，军队，众多 adj.众多的，大量的【留学】 

【其他】legionary=legion-ary：adj.军队的；很多的；古罗马军团的 n.军团士兵 

predilection=pre-di(=dis，away)-lect-ion=预先区分开：n.偏爱，嗜好【留学】 

dyslexia=dys(坏)-lex-ia(病)：n.难语症；诵读困难；阅读障碍【留学】 

lexical=lex-ical：adj.词汇的；词典的；词典编纂的【留学】 

lexic=lex-ic：adj.词汇的(等于 lexical)【其他】 

lexicon=lex-ic-on(名词后缀)：n.词典，辞典【留学】 

eclectic=ec(=ex)-lect-ic=(从各种学说中)摘选：adj.折衷的；选择的；折衷学派的 n.折衷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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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折衷主义者【留学】 

eclecticism=eclectic-ism：n.折衷主义，折衷说【留学】 

eclectically=ec-lect-ical-ly：adv.折衷地【其他】 

lection=lect-ion：n.经文【其他】 

lectionary=lection-ary：n.经文选【其他】 

lector=lect-or：n.讲师，助理牧师，读经者【其他】 

lectorate=lector-ate：n.大学讲师【其他】 

12. tend：伸展，趋向，stretch 

来源：tend/tent/tens/tenc←拉丁语动词 tendere(不定式)/tensus(过去分词)/tentus(过去分词变体) 

attend=at(=ad，to)-tend=心思趋向：v.出席，照料，致力于，招待【高考】 

attention=at-tent-ion：n.注意力，关心【高考】 

attentive=at-tent-ive：adj.注意的，留意的【四级】 

attendant=at-tend-ant：adj.伺候的，伴随的 n.侍者，服务员，随员【六级】 

attendance=at-tend-ance：n.出席；到场；出席人数【六级】 

attendee=at-tend-ee：n.出席者；在场者【其他】 

intend=in(=toward)-tend=心思趋向：v.打算，想要，意指【高考】 

intention=in-tent-ion：n.意图；目的；意向【四级】 

intentional=intention-al：adj.故意的；蓄意的；策划的【四级】 

intent=in-tent：n.意图；目的；含义 adj.专心的；急切的；坚决的【六级】 

superintend=super-in-tend：v.监督；管理；主管；指挥【留学】 

superintendent=super-intend-ent：n.监督人；负责人；主管；指挥者【其他】 

intendant=in-tend-ant：n.监督官；管理者；地方行政长官【其他】 

pretend=pre-tend=往前伸展：v.假装，伪装，自称具有 adj.假装的【高考】 

pretentious=pre-tent-ious：adj.自命不凡的；炫耀的；做作的【留学】 

unpretentious=un-pretentious：adj.谦逊的；含蓄的；不炫耀的；不铺张的【留学】 

pretension=pre-tens-ion：n.自负；要求；主张；借口；骄傲【留学】 

pretence=pre-tenc-e：n.假装；借口；虚伪【留学】 

pretender=pre-tend-er：n.冒牌者；妄求者；妄提要求者【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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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tense=pre-tens-e：n.借口；虚假；炫耀；自吹(等于 pretence)【其他】 

tense=tens-e=伸展开的：adj.拉紧的，紧张的 v.(使)拉紧，(使)变得紧张【高考】 

tensile=tens-ile：adj.可拉长的，可伸长的【六级】 

tension=tens-ion：n.张力，紧张，压力，不安，电压【留学】 

tensible=tens-ible：adj.可拉长的【其他】 

tensity=tens-ity：n.紧张，紧张度【其他】 

tensive=tens-ive：adj.紧张的；张力的【其他】 

tensility=tens-ility：n.张力；伸长性；伸力【其他】 

tent=伸展开的东西：n.帐篷【高考】 

tend：v.趋向，倾向，照料，照顾【四级】 

tendency=tend-ency：n.倾向，趋势，癖好【四级】 

tendence=tend-ence：n.趋势；趋向【其他】 

tendance=tend-ance：n.照顾，服侍；随从【其他】 

tendentious=tend-enti-ous：adj.有偏见的，有倾向的；宣传性的【其他】 

tendencious=tend-enci-ous：adj.宣传性的；有支持某种立场的倾向【其他】 

tender=伸展开的→变细的→易断的：adj.脆弱的，温柔的，柔软的【四级】 

intense=in(加强语气)-tens-e=伸展开的→拉紧的：adj.紧张的，强烈的，激烈的，非常的【四

级】 

intension=in-tens-ion：n.强度，烈度，紧张，加剧【四级】 

intensive=in-tens-ive：adj.加强的，加强语气的，集中的，透彻的【四级】 

intensity=in-tens-ity：n.强度；强烈；亮度；紧张【四级】 

intensify=in-tens-i-fy：v.加强，加剧，(是)变激烈【留学】 

intensification=in-tens-i-fic-ation：n.强化；加剧；激烈化；增强明暗度【其他】 

extend=ex-tend=向外伸展：vi.延伸，扩展，伸展，推广，使竭尽全力【四级】 

extent=ex-tent=向外伸展所达：n.范围，程度，长度【四级】 

extension=ex-tens-ion：n.外延，延长，延期，扩大，拓展，分机【四级】 

extensive=ex-tens-ive：adj.广泛的，大量的，广阔的【四级】 

extensible=ex-tens-ible：adj.可伸长的，可扩充的，可延展的【其他】 

contend=con-tend=一起伸手去够：v.竞争，奋斗，斗争，主张，为……斗争【六级】 

contention=con-tent-ion：n.争论，争辩；争夺；论点【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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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ious=con-tent-ious：adj.诉讼的；有异议的，引起争论的；爱争论的【留学】 

contender=con-tend-er：n.竞争者，争夺者【其他】 

hypertension=hyper-tens-ion=高度紧张：n.高血压，过分紧张【留学】 

ostentation=os(=ob，对着)-tent-ation=对着伸展开：n.卖弄，夸示，虚饰，排场【留学】 

ostensible=os-tens-ible：adj.明显的，表面的，假装的【留学】 

ostensive=os-tens-ive：adj.清晰显示的；以实例证示的【其他】 

distend=dis-tend=向四周伸展：v.(使)膨胀，(使)扩张【留学】 

distension=dis-tens-ion：n.膨胀，扩张【留学】 

distention=dis-tent-ion：n.膨胀，扩张【留学】 

portend=por(=pro)-tend=伸展到前面：vt.预示；预兆；意味着【留学】 

portentous=por-tent-ous：adj.预兆的，不祥的【留学】 

portent=por-tent：n.前兆；预示；迹象；异常之物【其他】 

protend=pro-tend=往前伸展：vt.伸出，伸展；延长【其他】 

protensive=pro-tens-ive：adj.伸长的；延长时间的【其他】 

13. trac：拖拽，对付，drag 

来源：trac/tract/treat/trait←拉丁语动词 trahere(不定式)/tractus(过去分词)/tractare(反复形式) 

track=trac-k：n.轨道；足迹，踪迹；小道 v.跟踪，通过，走，留下脚印，用纤拉【高考】 

train=拖拽：n.火车，行列，长队，裙摆【高考】 

treat=对付：v.治疗，对待，请客，协商 n.请客，款待【高考】 

treatment=treat-ment：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高考】 

treatable=treat-able：adj.能治疗的；好对付的；能处理的【其他】 

maltreat=mal-treat：vt.虐待；滥用；粗暴对待【其他】 

mistreat=mis-treat：vt.虐待【其他】 

attract=at(=ad，去)-tract：v.吸引，有吸引力【高考】 

attractive=at-tract-ive：adj.吸引人的；有魅力的；引人注目的【高考】 

attraction=at-tract-ion：n.吸引，吸引力；引力；吸引人的事物【四级】 

treaty=treat-y：n.条约，协议；谈判【四级】 

trace=trac-e=沿时间或方向拖：n.痕迹 v.跟踪，回溯，查探【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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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eable=trace-able：adj.起源于；可追踪的；可描绘的【留学】 

retrace=re-trac-e：vt.追溯；折回；重描【留学】 

trail：vt.追踪，拖，蔓延，落后于 vi.飘出，蔓生，垂下，拖曳 n.小径，痕迹，尾部，踪迹【四

级】 

trailer=trail-er：n.拖车，预告片，追踪者【其他】 

subtract=sub-tract=从下面拖走：vt.减去，扣掉【四级】 

subtraction=sub-tract-ion：n.减法；减少；差集【高考】 

contract=con(一起)-tract=把双方拖到一起：n.合同 v.收缩，感染，订约【四级】 

contraction=con-tract-ion：n.收缩，紧缩【其他】 

contracture=con-tract-ure：n.[医]挛缩【其他】 

contractual=con-tract-u-al：adj.契约的，合同的【其他】 

contractive=con-tract-ive：adj.收缩的；有收缩性的【其他】 

contractile=con-tract-ile：adj.会缩的，有收缩性的【其他】 

contractible=con-tract-ible：adj.缩小的，可收缩的【其他】 

abstract=abs(=away)-tract=拖出来、分离：adj.抽象的 v.(做)摘要，归纳，提取，使抽象化 n.抽

象，摘要，抽象概念【四级】 

abstraction=abs-tract-ion：n.抽象；提取；抽象概念；空想；心不在焉【留学】 

retreat=re-treat=拖回去：n.v.撤退【四级】 

portrait=por(=pro)-trait=往前拖(画)：n.描写，肖像【四级】 

portraiture=por-trait-ure：n.肖像画；肖像绘制；人像摄影【其他】 

distract=dis-tract=拖开：vt.使分心，分散注意力【六级】 

distrait=dis-trait=拖开的：adj.(法)心不在焉的(因烦恼、忧惧等)【留学】 

distraught=dis-traught(=tract)：adj.发狂的；心烦意乱的【留学】 

distraction=dis-tract-ion：n.注意力分散；消遣；心烦意乱【其他】 

distracted=dis-tract-ed：adj.心烦意乱的；思想不集中的【其他】 

extract=ex-tract=拖出来、分离：vt.提取，摘录，榨取 n.榨出物，汁液，摘录，选粹【六级】 

extraction=ex-tract-ion：n.取出；抽出；拔出；抽出物；出身【六级】 

extractor=ex-tract-or：n.抽出器,拔取的人,抽出者【其他】 

entreat=en-treat=使协商：v.恳求，乞求【六级】 

entreaty=en-treat-y：n.恳求，乞求【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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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t=(时空中的拖拽)：n.地带，大片土地，部位，束，小册子【留学】 

tractor=tract-or=拖拉之物：n.拖拉机【高考】 

traction=tract-ion：n.牵引，牵引力【留学】 

tractive=tract-ive：adj.牵引的；拖的；曳引的【其他】 

retract=re-tract=拖回去：v.缩回，缩进，取消【留学】 

retraction=re-tract-ion：n.撤回，撤销；收回【其他】 

retractive=re-tract-ive：adj.缩进的【其他】 

detract=de-tract：vt.转移，使分心 vi.贬低；减去【留学】 

detraction=de-tract-ion：n.诽谤；减损【留学】 

detractive=de-tract-ive：adj.诽谤的；减损的【其他】 

detractor=de-tract-or：n.贬低者；诽谤者【其他】 

trait=笔画、特写：n.特点，特性，品质【留学】 

protract=pro-tract=往前拖：vt.延长，伸展，绘制【留学】 

protraction=pro-tract-ion：n.伸长，延长；制图【其他】 

protractile=pro-tract-ile：adj.伸出的，突出的【其他】 

protractor=pro-tract-or：n.伸肌；分度器；伤处异物摘出器【其他】 

portray=por(=pro)-tray(=tract)=往前拖(画)：vt.描绘，描写【留学】 

portrait=por-trait：n.肖像；描写；半身雕塑像【四级】 

treatise=treat-ise：n.论述；论文；专著【留学】 

tractable=tract-able：adj.易于管教的；易驾驭的；易处理的；驯良的【留学】 

intractable=in-tract-able：adj.棘手的；难治的；倔强的；不听话的【留学】 

tractability=tract-ability：n.温顺；驯良；易处理【留学】 

14. ag：行动，驱使，act 

来源：ag/ig/act←拉丁语动词 agere(不定式)/actus(过去分词) 

act：n.行为，行动，法令，一幕 vt.扮演 vi.行动，表现，演戏，起作用【高考】 

action=act-ion：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高考】 

active=act-ive：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高考】 

activity=act-iv-ity：n.活动；行动；活跃【高考】 



循序渐进学词根——钱磊博士 

微信公众号：钱博士英语                               43 

activist=act-iv-ist：n.激进主义分子，积极分子【其他】 

activism=act-iv-ism：n.激进主义，行动主义【其他】 

actor=act-or：n.行为者，男演员，作用物【高考】 

actress=act(o)r-ess：n.女演员【高考】 

exact=ex-act=驱使出来：adj.精确的(满足要求的)v.要求，强求，勒索【高考】 

exactly=exact-ly：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高考】 

exactitude=exact-itude：n.正确，精确；严格，规规矩矩【留学】 

exacting=exact-ing：adj.严格的；苛求的；吃力的【留学】 

exaction=exact-ion：n.强求；勒索；榨取；苛捐杂税【其他】 

actual=act-u-al：adj.真实的，实际的；现行的，目前的【四级】 

actually=actual-ly：adv.实际上；事实上【四级】 

actuality=actual-ity：n.现状；现实；事实【其他】 

actualize=actual-ize：vt.实施，实行；实现【其他】 

actualist=actual-ist：n.现实主义者【其他】 

actualism=actual-ism：n.现实论；现实主义【其他】 

agent=ag-ent：n.代理人，代理商，特工，药剂 adj.代理的 vt.由……代理【四级】 

agency=ag-ency：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四级】 

interact=inter-act：v.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n.幕间剧，幕间休息【四级】 

interaction=inter-act-ion：n.相互作用，交互作用【四级】 

interactive=inter-act-ive：adj.交互式的；相互作用的【其他】 

interactant=interact-ant：n.相互作用物【其他】 

react=re-act：v.反应，反抗，反作用，影响，使发生相互作用【四级】 

reaction=re-act-ion：n.反应，感应；反动，复古；反作用【四级】 

reactor=re-act-or：n.反应器，反应堆，起反应的人【六级】 

reactionary=reaction-ary：adj.保守的，反动的；反动主义的；反对改革的 n.反动分子；

反动派；保守派【留学】 

reactant=re-act-ant：n.反应物；反应剂【留学】 

reactance=re-act-ance：n.电抗；感应抵抗【其他】 

activate=activ-ate：v.刺激，激活，使活跃，使行动【六级】 

activation=activ-ation：n.激活；活化作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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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ator=activ-ator：n.催化剂；活化剂；激活剂；触媒剂【其他】 

enact=en-act：vt.颁布，制定(法律)；扮演【留学】 

enactment=en-act-ment：n.制定，颁布；通过；法令【其他】 

enactive=en-act-ive：adj.法律制定的；有制定权的【其他】 

actuate=act-u-ate：vt.开动，驱使，刺激，激励【留学】 

actuation=act-u-ation：n.冲动，驱使；刺激；行动【其他】 

actuary=act-u-ary=与人的行为有关的：n.保险精算师【留学】 

actuarial=actuari-al：adj.保险精算的，保险统计的【留学】 

agenda=ag-enda=待办之事：n.议程；日常工作事项【留学】 

agile=ag-ile：adj.敏捷的；机敏的；活泼的【留学】 

agility=ag-il-ity：n.敏捷；灵活；机敏【留学】 

agitate=agit(=ag 的反复形式)-ate=反复动：v.煽动，摇动，骚动，使…激动【留学】 

agitation=agit-ation：n.激动；搅动；煽动；烦乱【六级】 

agitated=agit-at-ed：adj.激动的；焦虑的；表现不安的【其他】 

agitator=agit-at-or：n.搅拌器；鼓动者；煽动者【其他】 

counteract=counter(相反)-act：vt.抵消；中和；阻碍【留学】 

coagulate=co-ag-ul-ate=驱赶到一块：v.(使)凝固【留学】 

coagulation=co-ag-ul-ation：n.凝固，凝结；凝结物【留学】 

coagulative=co-ag-ul-ative：adj.凝固物的；凝结物的；引起凝结的【其他】 

coagulum=co-ag-ulum(小东西)：n.凝结物；凝固物；凝块【其他】 

exigent=ex-ig-ent=正在往外驱赶：adj.迫切的；紧急的；苛求的【留学】 

exigency=ex-ig-ency：n.紧急；紧急事件，等于 exigence【其他】 

exiguous=ex-ig-u-ous=赶出来的、测量过的：adj.稀少的；细小的【留学】 

exiguity=ex-ig-u-ity：n.微小；些许，稀少【其他】 

coact=co-act：v.协作，合作，共同行动【其他】 

coaction=co-act-ion：n.强制；共同行动；合作；相互作用【其他】 

transact=trans-act=从头到尾做完：v.交易，办理，处理【其他】 

transaction=trans-act-ion：n.交易，事务，办理，会报，学报【六级】 

reagent=re-agent：n.试剂，反应物【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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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gen：生殖，产生；种类 

来源：gen/gener/genit/gent/gn←拉丁语名词 genus(主格)/generis(属格)/动词 generare(不定

式)/genitus(过去分词) 

general=gener-al：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 n.将军，常规【高考】 

generalize=general-ize：vt.概括，推广，使一般化 vi.形成概念【六级】 

generality=general-ity：n.概论；普遍性；大部分【留学】 

generalist=general-ist：n.通才，多面手【其他】 

hydrogen=hadro(水)-gen=能产生水的：n.氢【高考】 

oxygen=oxy(酸)-gen=能产生酸的：n.氧【高考】 

gentle=gent-le=出身(高贵)的：adj.温和的，文雅的【高考】 

gentleman=gentle-man：n.绅士，先生，有教养的人【高考】 

genteel=gen-teel(法语拼写方式)=gentle：adj.有教养的，文雅的；上流社会的【留学】 

gentry=gen-try：n.人们(多用贬义)；贵族们；(英)上流社会人士【留学】 

generate=gener-ate：vt.产生，生成【四级】 

generation=gener-ation：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高考】 

generator=gener-at-or：n.发生器，发电机，生产者【四级】 

regenerate=re-gener-ate：vt.使再生；革新 vi.再生；革新 adj.再生的；革新的【其他】 

regeneration=re-gener-ation：n.再生，重生；重建【其他】 

unregenerated=un-regenerat-ed：adj.不悔改的；灵魂未得再生的；顽固不化的【留学】 

generous=gener-ous：adj.慷慨的，大方的，宽宏大量的【四级】 

generosity=gener-os-ity：n.慷慨，大方；宽宏大量【六级】 

genius=gen-i-us：n.天才，天赋，守护神【四级】 

genuine=genu-ine：adj.真正的，真实的，诚恳的【四级】 

pregnant=pre-gn-ant=出生之前：adj.怀孕的，富有意义的【六级】 

pregnancy=pre-gn-ancy：n.怀孕；丰富，多产；意义深长【其他】 

ingenious=in-gen-ious=富有天赋的：adj.有独创性的，机灵的，心灵手巧的【六级】 

ingenuity=in-gen-u-ity：n.心灵手巧，独创性；精巧；精巧的装置。原本是 ingenuous

的衍生词，后来常被误解为 ingenious 的衍生词，故词义与拼写不符【六级】 

ingenuous=in-gen-u-ous=生而自由者的：adj.天真的；坦白的；正直的；朴实的【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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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enue=in-gen-ue：n.天真无邪的少女；扮演天真姑娘的女演员【留学】 

cognate=co(=com，一起)-gn-ate=一起出生的：adj.同源的，同类的 n.同族，同根词【留学】 

cognation=co-gn-ation：n.同族，血亲；血族关系【留学】 

genus=gen-us：n.种，属【留学】 

generic=gener-ic：adj.类的，属的，一般的，非商标的【留学】 

benign=beni(=bene，好)-gn=长得好：adj.良性的，和蔼的，亲切的【留学】 

benignity=bene-gn-ity：n.仁慈；善举【其他】 

benignant=benign-ant：adj.良性的；仁慈的；有益的；和蔼的【其他】 

heterogeneous=hetero-gen-e-ous：adj.异质的【留学】 

heterogeneity=hetero-gen-e-ity：n.异质性，不均匀性，多相性【其他】 

congenial=con-gen-ial=一起产生的：adj.意气相投的，性格相似的，共鸣的【留学】 

congenital=con-genit-al：adj.与生俱来的，天生的【留学】 

genial=gen-ial：adj.亲切的，友好的；和蔼的；适宜的【留学】 

gene：n.基因，遗传因子【留学】 

genetic=gene-tic：adj.遗传的，基因的【留学】 

genetics=genet-ics：n.遗传学【留学】 

malign=mali-gn(出生)=天性坏：adj.恶性的，恶意的，有害的 vt.诽谤，中伤，污蔑【留学】 

malignant=mali-gn-ant：adj.恶性的，恶意的，有害的 n.怀恶意之人，保王党人【留学】 

malignance=mali-gn-ance：n.恶意，恶性【其他】 

genesis=gene-sis：n.起源，圣经旧约《创世纪》【留学】 

indigenous=indi(=within)-gen-ous=在此出生的：adj.本地的，土著的，国产的【留学】 

genre：n.类型，种类，流派，风格，样式，体裁【留学】 

progeny=pro(向前向外)-gen-y=生产出来：n.子孙；后裔；成果【留学】 

progenitor=pro-gen-itor：n.祖先；原著；起源【留学】 

genome=gen-ome：n.基因组；染色体组【留学】 

genealogy=genea-logy：n.宗谱；血统；家系；系谱学【留学】 

cryogenic=cryo(冷)-gen-ic：adj.冷冻的；低温学的；低温实验法的【留学】 

engender=en-gen(d)er：vt.使产生；造成 vi.产生；引起【留学】 

impregnate=im(=into)-pre-gn-ate：vt.使怀孕，灌输，浸透 adj.怀孕的，充满的【其他】 

impregnation=im-pre-gn-ation：n.注入；受精；怀孕；受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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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gen(d)er：n.性别，性【其他】 

hallucinogenic=hallucin(幻觉)-o-gen-ic：adj.引起幻觉的；迷幻药的【其他】 

eugenic=eu-gen-ic：adj.优生的，优生学的【其他】 

genital=genit-al：adj.生殖的，生殖器的 n.生殖器，外阴【其他】 

gentile=gent-ile：n.外邦人，异教徒，非犹太人 adj.异教徒的，非犹太人的【其他】 

genitive=genit-ive：adj.属格的 n.属格【其他】 

16. ten：保持，持有，hold 

来源：ten/tin/tain←拉丁语动词 tenere 

contain=com-tain=holdtogether：v.包含，含有，自制，控制，容纳【高考】 

container=contain-er：n.集装箱；容器【高考】 

containment=contain-ment：n.包含；牵制；容量；密闭度；抑制,牵制【其他】 

content=con-tent=包含之物：n.内容 vt.使满足 adj.满意的【高考】 

contented=content-ed：adj.满足的，心安的【留学】 

malcontent=mal-content：adj.不满的，不服的 n.不满现状的人，反抗者【留学】 

discontent=dis-content：adj.不满的 n.不满 vt.使不满【其他】 

continue=con-tin-ue=保持在一起：v.继续，连续，延续，使继续，继续说【高考】 

continuous=continu-ous：adj.连续的，持续的；继续的；连绵不断的【四级】 

continual=continu-al：adj.持续不断的；频繁的【四级】 

continuation=continu-ation：n.持续不断的；频繁的【留学】 

continuance=continu-ance：n.持续；停留；续篇；诉讼延期【其他】 

continuity=continu-ity：n.连续性；持续性；分镜头剧本【其他】 

continuum=continu-um：n.连续统；连续统一体；闭联集【其他】 

discontinue=dis-continue：v.停止，中断【其他】 

continent=con-tin-ent=连绵不断的(土地)：n.大陆，洲 adj.自制的，克制的【高考】 

continental=continent-al：adj.大陆的，大陆性的 n.欧洲人【六级】 

continence=con-tin-ence：n.自制，克制；节欲【其他】 

tenant=ten-ant=持有者：n.租户，承租人，佃户，房客 vt.租借【四级】 

tenancy=ten-ancy：n.租期；租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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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ement=ten-e-ment：n.出租公寓，租户，住户【其他】 

attain=at(=ad，to)-tain=去拿到：v.达到，实现，获得 n.成就【四级】 

attainment=attain-ment：n.达到；成就；学识【留学】 

obtain=ob(加强语气)-tain=持有：v.获得【四级】 

obtainable=obtain-able：adj.能得到的【留学】 

maintain=main(=manu，手)-tain=用手保持：vt.维持，维修，供养，坚持，继续【四级】 

maintenance=mainten-ance：n.维护，维修；保持；生活费用【四级】 

sustain=sus(=sub)-tain=在下面保持：vt.维持，支撑，承担，忍受，供养，证实【四级】 

sustenance=susten-ance：n.食物；生计；支持【留学】 

retain=re-tain：vt.保持；雇；记住【四级】 

retainer=re-tain-er：n.保持器；家臣；保持者；护圈；预付费用【留学】 

retention=re-tent-ion：n.保留；扣留，滞留；记忆力；闭尿【留学】 

retentive=re-tent-ive：adj.保持的；记性好的；有保持力的【留学】 

retinue=re-tin-ue=雇佣的人：n.随行人员；扈从【留学】 

entertain=enter(=inter，中间)-tain=保持在其中：v.款待，招待，娱乐；怀抱，容纳，考虑【四

级】 

entertainment=entertain-ment：n.娱乐；消遣；款待【高考】 

entertainer=entertain-er：n.演艺人员，表演者【其他】 

lieutenant=lieu(职位)-ten(持有)-ant=代理他人职位之人：n.中尉；副官；助理人员【四级】 

detain=de-tain：vt.拘留；留住；耽搁【六级】 

detention=de-tent-ion：n.拘留；延迟；挽留【其他】 

tenable=ten-able=能够保持的：adj.站得住脚的，可维持的【留学】 

untenable=un-ten-able：adj.站不住脚的，防守不住的【其他】 

tenacity=ten-ac-ity：n.固执，韧性，不屈不挠【留学】 

tenacious=ten-ac-ious：adj.顽强的；坚韧的；固执的；黏着力强的【留学】 

pertinacious=per(加强语气)-tin-ac-ious：adj.顽固的；执拗的【留学】 

pertinacity=per-tin-ac-ity：n.顽固；执拗【其他】 

tenure=ten-ure=holding：n.任期，占有 vt.授予……终身职位【留学】 

pertain=per(=through)-tain=持续持有：vi.属于，关于，适合【留学】 

pertinent=per-tin-ent：adj.相关的，相干的；中肯的；切题的【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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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rtinence=im-per-tin-ence：n.鲁莽，无理；不恰当【留学】 

pertinence=per-tin-ence：n.针对性；有关性，相关性【其他】 

impertinent=im-per-tin-ent：adj.不恰当的；无礼的；粗鲁的；不相干的【其他】 

appertain=ap-pertain：vi.属于；和……有关，有关系【其他】 

abstain=abs(=away)-tain=keep away from：vi.戒绝，放弃，避免，抑制【留学】 

abstention=abs-ten-tion：n.戒绝，弃权，节制【留学】 

abstinent=abs-tin-ent：adj.禁欲的，有节制的 n.禁欲者【留学】 

abstinence=abs-tin-ence：n.节制，节欲，戒酒，禁食【留学】 

abstainer=abstain-er：n.节制者；戒酒者；弃权者【其他】 

countenance=coun(=con)-ten-ance：n.面容，表情；支持 vt.支持，赞同【留学】 

hypotenuse=hypo(下面)-ten-use=在下面支撑的边：n.直角三角形的斜边【留学】 

tenet=heholds：n.信条，教义，原则【留学】 

tenor=ten-or=持续过程：n.男高音；要旨，大意；票据的限期；稳定的进程 adj.男高音的(在

歌剧中，歌曲的定曲调部分通常有男高音完成)【留学】 

17. cede：走，walk 

来源：cede/ceed/cess/ceas←拉丁语动词 cedere(不定式)/cessus(过去分词) 

ancestor=an(=ant，前)-cest(=cess)-or=走在前面的人：n.祖先，始祖【高考】 

ancestry=ancest(o)r-y：n.祖先，血统【留学】 

succeed=suc(=sub)-ceed=从下往上走：v.成功，接替，继承，继任【四级】 

success=suc-cess：n.成功，胜利，成就【高考】 

successful=success-ful：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高考】 

successive=suc-cess-ive：adj.连续的；继承的；依次的；接替的【四级】 

succession=suc-ces-ion：n.连续；继位；继承权；演替【四级】 

successor=suc-cess-or：n.继承者；继任者，后续的事物【六级】 

cease=ceas-e=走(到尽头)：n.v.停止，结束，终止【四级】 

cessation=cess-ation：n.停止；中止；中断【留学】 

incessant=in-cess-ant：adj.不断的；不停的；连续的【留学】 

proceed=pro-ceed=往前走：vi.开始，继续进行，行进【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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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pro-cess：n.过程，程序 vt.处理，加工 vi.列队前进【四级】 

procession=pro-cess-ion：n.队伍，行列，行进，一列，一排 v.列队前进【四级】 

procedure=pro-ced-ure：n.程序，手续；步骤【四级】 

proceeding=pro-ceed-ing：n.进行；程序；诉讼；事项【六级】 

proceeds=pro-ceed-s=往前流的钱：n.收入，收益，实收款项【留学】 

procedural=procedur-al：adj.程序上的【其他】 

excess=ex-cess：n.超过，超额；过度，过量；无节制 adj.额外的，过量的；附加的【四级】 

excessive=ex-cess-ive：adj.过多的，极度的；过分的【四级】 

exceed=ex-ceed：vt.超过；胜过 vi.超过其他【留学】 

necessary=ne(不)-cess-ary=不能离开的：adj.必要的，必须的 n.必需品【四级】 

necessity=ne-cess-ity：n.需要；必然性；必需品【四级】 

necessarily=ne-cess-ari-ly：adv.必要地，必然地【四级】 

unnecessary=un-necessary：adj.不必要的；多余的，无用的【四级】 

necessitous=ne-cess-it-ous：adj.贫困的，贫穷的；紧急的【留学】 

necessitate=ne-cess-it-ate：vt.使成为必需，需要；迫使【其他】 

precede=pre-cede=在前面走：v.领先，在…前面，优于，高于【六级】 

precedent=pre-ced-ent：adj.在前的；在先的 n.先例；前例【留学】 

unprecedented=un-precedent-ed：adj.空前的，史无前例的【留学】 

precedence=pre-ced-ence：n.优先，居先【其他】 

precedented=precedent-ed：adj.有先例的【其他】 

cede=走(到一旁)：vt.放弃，割让【留学】 

cession=cess-ion：n.割让，转让【其他】 

concede=con-cede=走开(con 在此仅加强语气)：v.承认，退让，让步，允许【留学】 

concession=con-cess-ion=走开：n.让步，特许(权)，承认，退位【六级】 

accede=ac(=ad)-cede=走近：vi.加入，同意，就任【留学】 

access=ac-cess：vt.访问，使用，接近，存取 n.通路，进入【四级】 

accessory=ac-cess-ory=加入的：adj.附属的，同谋的，副的 n.附件，配件，从犯【四

级】 

accessible=ac-cess-ible：adj. 易接近的；可进入的；可理解的【留学】 

inaccessible=in-ac-cess-ible：adj. 难达到的；难接近的；难见到的【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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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ion=ac-cess-ion：n.增加；就职；到达 vt.登记入册【其他】 

antecede=ante-cede=走在前面：vt.在…之前，领先于，胜过【留学】 

antecedent=ante-ced-ent：n.前情；先行词；祖先 adj.先行的，先前的【留学】 

antecedence=ante-ced-ence：n.先行；居先；在先【留学】 

recede=re-cede：vt.后退，减弱，撤回【留学】 

recess=re-cess：vt.使凹进，把…放在隐蔽处 vi.休假 n.休息，休会，凹处【留学】 

recessive=re-cess-ive：adj.隐性的；逆行的；后退的 n.隐性性状【留学】 

recession=re-cess-ion：n.衰退；不景气；后退；凹处【留学】 

recessionary=re-cess-ion-ary：adj.衰退的，衰退期的【其他】 

secede=se(分离)-cede：vi.脱离；退出 vt.从…中脱离；割让【留学】 

secession=se-cess-ion：n.脱离，分离【其他】 

intercede=inter-cede=在之间来回走：vi.调停，调解，求情，说项【留学】 

intercessor=inter-cess-or：n.调解人；仲裁者【留学】 

intercession=inter-cess-ion：n.调解；说情；仲裁【其他】 

abscess=abs(away)-cess=(体液)走开：n.脓肿；脓疮 vi.形成脓肿【其他】 

decease=de(=away)-ceas-e=走掉了，走没了：vi.死，死亡 n.死亡【其他】 

predecease=pre-de-ceas-e=在前面走掉了：vt.比…先死；死于…之前 vi.先死 n.先死【其

他】 

predecessor=pre-de-cess-or=在前面走掉了的人：n.前任，前辈【留学】 

18. reg：正直的，使正直→治理，调节，统治 

来源：reg/rect/regul/regn/rig←拉丁语动词 regere(不定式，引导)/rectus(过去分词)/名词 rex(国

王，主格)/regis(属格)/名词 regula(规则)←原始印欧语 reg(走直线) 

right=rig-ht：adj. 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n.正确；右边；正义【高考】 

righteous=right-e-ous：adj. 正义的；正直的；公正的【其他】 

rightful=right-ful：adj. 合法的；正当的；公正的；正直的【其他】 

correct=cor(=com，加强语气)-rect：adj.正确的 v.改正，纠正，告诫【高考】 

correction=cor-rect-ion：n.改正，修正【高考】 

incorrect=in-correct：adj.不正确的，不适当的，不真实的，错误的【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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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ctive=cor-rect-ive：adj.矫正的；惩治的【其他】 

direct=di(=dis)-rect=使变直：v.指挥，导演，管理 adj.直接的，直系的【高考】 

direction=direct-ion：n.方向；指导；趋势；用法说明【高考】 

director=direct-or：n.主任，主管，总监，导演【高考】 

directory=direct-ory：n.目录；名录；姓名地址录 adj.指导的；咨询的【高考】 

directly=direct-ly：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四级】 

indirect=in-direct：adj.间接的；迂回的；非直截了当的【四级】 

directive=direct-ive：adj.指导的；管理的 n.指示，指令【其他】 

rectangle=rect-angle：n.矩形【高考】 

rule=regulate：v.统治，管理，管辖，裁决 n.规则，统治【高考】 

ruler=rul-er：n.尺；统治者；[测]划线板，划线的人【高考】 

overrule=over-rule：vt.否决；统治；对…施加影响【留学】 

ruly=ru-ly：adj.有秩序的；有条不紊的【其他】 

regular=regul-ar：adj.有规律的，定期的，普通的【高考】 

regularly=regular-ly：adv.定期地；有规律地；整齐地；匀称地【四级】 

irregular=ir-regular：adj.不规则的；无规律的；非正规的；不合法的【四级】 

regularity=regular-ity：n.规则性；整齐；正规；匀称【六级】 

irregularity=ir-regular-ity：n.不规则；无规律；不整齐【六级】 

regularize=regular-ize：vt.调整；使有秩序；使合法化【其他】 

erect=e(up,outof)-rect：v.直立，竖立 adj.竖立的【四级】 

erection=e-rect-ion：n.勃起；建造；建筑物；直立【其他】 

erectile=erect-ile：adj.勃起的；可使直立的【其他】 

royal=regal：adj.王室的，皇家的 n.王室【四级】 

royalty=royal-ty：n.皇室；版税；王权；专利税【六级】 

regulate=regul-ate：vt.控制，调节，规定，校准【四级】 

regulation=regul-ation：n.管理；规则；校准 adj.规定的；平常的【高考】 

unregulated=un-regulat-ed：adj.未经调节的；未校准的【留学】 

reign：n.vi.统治，支配，盛行【四级】 

regnant=regn-ant：adj.统治的，占优势的，流行的【其他】 

region=reg-ion=统治的范围：n.区域，范围，地区【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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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region-al：adj.地区的；局部的；整个地区的【其他】 

rectify=rect-i-fy=使其正确：vt.改正，整流【六级】 

rectifier=rect-i-fi-er：n.[电]整流器；改正者，矫正者【其他】 

rectification=rect-i-fic-ation：n.改正，矫正；精馏；整流【其他】 

regiment=reg-i-ment=统治：n.军队中的团，大量【六级】 

regimental=regiment-al：adj.团的 n.团；军服【其他】 

regimentation=regiment-ation：n.纪律；系统化；严格控制；团的编制【其他】 

regime=reg-i-me=统治：n.政权，政体，管理体制【六级】 

regimen=reg-i-men：n.养生法【其他】 

sovereign=sove(=super)-reign：adj.至高无上的；有主权的；拥有最高统治权的 n.主权国家；

最高统治者【六级】 

sovereignty=sovereign-ty：n.最高统治权，主权【留学】 

rectitude=rect-itude：n.公正，诚实，清廉【留学】 

regal=reg-al：adj.帝王的【留学】 

【留学】regent=reg-ent：adj.摄政的，统治的 n.摄政王，摄政者 

interregnum=inter-regn(帝王)-um=帝王之间：n.中断；空位期；过渡期；无王期间【留学】 

incorrigible=in-cor-rig-ible：adj.不可救药的；积习难改的 n.不可救药的人【留学】 

incorrigibility=in-cor-rig-ibility：n.无可救药，屡教不改【留学】 

corrigible=cor-rig-ible：adj.可改正的【其他】 

rectum=rect-um：n.直肠【其他】 

rector=rect-or=治理者：n.校长，院长，教区牧师【其他】 

rex=正直者：n.国王，君主【其他】 

Regina=女王：n.蕾佳娜【其他】 

regicide=reg-i-cide：n.弑君，弑君罪，弑君者【其他】 

19. mit：发出，放入，send 

来源：mit/mitt/mis/miss/mes/mess←拉丁语动词 mittere(不定式)/missus(过去分词) 

admit=ad-mit：v.准许进入，承认【高考】 

admission=ad-miss-ion：n.承认；入场费；进入许可；录用【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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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ssive=ad-miss-ive：adj.认可的；容许的【其他】 

admissible=ad-miss-ible：adj.可容许的；可采纳的；可接受的【其他】 

admittance=ad-mitt-ance：n.进入；入场权；通道【其他】 

missile=miss-ile=发出之物：n.飞弹，导弹【高考】 

permit=per(through)-mit=让其通过：n.v.许可，允许【高考】 

permission=per-miss-ion：n.允许，许可【高考】 

permissive=per-miss-ive：adj.许可的；自由的；宽容的；放纵的【留学】 

permissible=per-miss-ible：adj.可允许的；获得准许的【其他】 

dismiss=dis(away)-miss：v.解散，解雇，让……离开【高考】 

dismission=dis-miss-ion：n.解散，免职【其他】 

dismissive=dis-miss-ive：adj.表示轻视的；解雇的【其他】 

promise=pro-mis-e=提前给出：n.v.承诺【高考】 

promising=promis-ing：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四级】 

compromise=com-promise=共同承诺：vt.妥协；危害 vi.妥协；让步 n.妥协，和解；折

衷【四级】 

promissory=pro-miss-ory：adj.约定的；允诺的；约定支付的【其他】 

message=mess-age=发出的东西：n.消息【高考】 

messager=messag-er：n.信使，送信者，消息发送器【其他】 

submit=sub-mit=自下往上送：v.提交，(使)服从【四级】 

submission=sub-miss-ion：n.投降；提交(物)；服从；(向法官提出的)意见；谦恭【留

学】 

submissive=sub-miss-ive：adj.顺从的；服从的；柔顺的【其他】 

emit=e-mit：vt.发出，发行，放射【四级】 

emission=e-miss-ion：n.发射，散发；喷射；发行【六级】 

emissary=e-miss-ary：n.使者；间谍；密使 adj.间谍的；密使的【留学】 

emissive=e-miss-ive：adj.发射的；放射性的；发出的【其他】 

emittance=e-mitt-ance：n.发射率；发射量【其他】 

mission=miss-ion：n.使命，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四级】 

transmit=trans-mit=从一端送到另一端：v.传播，传输，传达【四级】 

transmission=trans-miss-ion：n.传动装置，变速器；传递；传送；播送【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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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missive=trans-miss-ive：adj.递送的；能传达的【其他】 

transmittance=trans-mitt-ance：n.透射比；透明度【其他】 

commit=com-mit=送到一起：vt.委托，指派，犯罪，做错事【四级】 

commission=com-miss-ion：n.委员会；佣金；委任；委任状 vt.委任；使服役；委托制

作【四级】 

committee=com-mitt-ee=受托者：n.委员会【四级】 

committed=com-mitt-ed：adj.坚定的；效忠的；承担义务的【留学】 

uncommitted=un-com-mitt-ed：adj.不受约束的；(犯罪)未遂的；未被监禁的；自由的；

不负义务的【留学】 

commitment=commit-ment：n.承诺，保证；委托；承担义务；献身【其他】 

committal=committ-al：n.委托；承担义务；赞助；收监；献身【其他】 

noncommittal=non(不)-committal：adj.态度不明朗的；不承担义务的；无明确意义的

【留学】 

omit=o(=ob，加强语气)-mit=漏掉：vt.省略；遗漏；删除；疏忽【四级】 

omittance=o-mitt-ance：n.遗漏【其他】 

omission=o-miss-ion：n.疏忽，遗漏；省略；冗长【其他】 

missionary=mission-ary：n.传教士 adj.传教的，传教士的【六级】 

missive=miss-ive：n.公函，公文 adj.送出的【留学】 

surmise=sur-mis-e=从上面发出：n.v.猜测，推测，认为【留学】 

demise=de(=dis)-mis-e=解散：n.死亡，终止，转让，传位 vt.遗赠，禅让【留学】 

premise=pre-mis-e=在前面给出：n.前提【留学】 

intermission=inter-miss-ion：n.幕间休息；暂停；中断【留学】 

intermittent=inter-mitt-ent：adj.间歇的；断断续续的；间歇性【留学】 

remit=re(向后)-mit=放回，放松：vt.宽恕；免除；减轻；传送；使恢复原状 vi.汇款；缓 

n.移交的事物【留学】 

remission=re-miss-ion：n.缓解；宽恕；豁免【留学】 

remittance=re-mitt-ance：n.汇款；汇寄之款；汇款额【留学】 

remiss=re-miss：adj.怠慢的；迟缓的；不小心的【留学】 

remittent=re-mitt-ent：adj.间歇性的；忽轻忽重的【留学】 

demit=de-mit：v.辞职，开除【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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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ission=de-miss-ion：n.辞职，放弃【其他】 

20. graph：描画，书写；图形，文字 

来源：graph/graphy/gram←希腊语名词 graphos/graphe/动词 graphein 

telegraph=tele(远)-graph：n.电报 v.(给…)打电报【高考】 

telegraphy=tele-graphy：n.电报，电报学【其他】 

telegram=tele-gram：n.电报 v.发电报，用电报发送【高考】 

photograph=photo(光)-graph：n.照片 v.(给…)拍照【高考】 

photographer=photo-graph-er：n.摄影师，照相师【高考】 

photographic=photo-graph-ic：adj.摄影的；逼真的；详细准确的【四级】 

photography=photo-graphy：n.摄影；摄影术【六级】 

geography=geo(地球)-graphy：n.地理，地形，地理学【高考】 

geographical=geo-graph-ical：adj.地理的；地理学的【六级】 

geographer=geo-graph-er：n.地理学家【其他】 

geographic=geo-graph-ic：adj.地理的；地理学的【其他】 

paragraph=para-graph=在旁边画线：n.段落 vt.将…分段。源自古希腊人通过在句子旁边划线

来划分段落的做法【高考】 

paragraphic=para-graph-ic：adj.章节的；短评的；杂报的【其他】 

grammar=gramma(字母)+ar=关于字母的(艺术)：n.语法，语法书【高考】 

grammatical=gram-m-at-ical：adj.语法的，文法的；符合语法规则的【四级】 

diagram=dia-gram=纵横交错地画：n.图表，图解 vt.用图表来表示【高考】 

diagrammatic=dia-gram-m-at-ic：adj.图解的；概略的；图表的【其他】 

graph：n.图表，图形 vt.用图来表示【四级】 

graphic=graph-ic：adj.形象的；图表的；绘画似的【留学】 

graphics=graph-ics：n.制图学；制图法；图表算法【其他】 

graphy=graph-y：n.照相术，描记法，图示法，书写符号【其他】 

program=pro-gram=写出来→公告：n.程序，计划，方案，节目表 v.编程，制定计划，=programme

【四级】 

programmer=pro-gram-m-er：n.程序员【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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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te=graph-ite(矿物)=可用来写画的矿物：n.石墨【六级】 

monograph=mono(单一)-graph：n.专题著作 vt.写关于…的专题【留学】 

biography=bio(生命)-graphy：n.传记【留学】 

homograph=homo(相同)-graph：n.同形异义词【留学】 

holograph=holo(全部)-graph：n.全息图，亲笔文件 adj.亲笔的【留学】 

holography=holo(全部)-graphy：n.全息摄影术【其他】 

cartograph=carto(卡片)-graph：n.制图仪；地图【留学】 

cartography=carto-graphy：n.制图学，绘图法【留学】 

calligraph=calli(美丽的)-graph=美丽的书写：n.书法【留学】 

calligraphy=calli-graphy：n.书法，书写艺术【留学】 

choreography=chore-o-graphy：n.编舞，舞蹈设计【留学】 

choreograph=chore(舞蹈)-o-graph：v.编舞，设计舞蹈动作【其他】 

anagram=ana(向后)-gram：n.变位词，易位构词法【留学】 

epigram=epi-gram=在上面写：n.警句；讽刺短诗；隽语【留学】 

epigrammatic=epi-gram-matic：adj.警句的；讽刺的【其他】 

epigraph=epi-graph=在上面写：n.题词；碑文；铭文【其他】 

cardiograph=cardio(心脏)-graph：n.心电图【其他】 

autograph=auto(自己)-graph：n.亲笔签名，手稿 vt.亲笔书写，签名于【其他】 

ideograph=ideo(概念)-graph：n.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其他】 

orthography=ortho(正的)-graphy：n.正字法，正确拼字【其他】 

polygraph=poly(多)-graph：复写器，多产作家，测谎仪(能同时记录多个信号)【其他】 

chronograph=chrono(时间)-graph：n.计时器，秒表【其他】 

chronography=chrono-graphy：n.计时法【其他】 

stereograph=stereo(立体的)-graph：n.立体照片【其他】 

stereography=stereo-graphy：n.立体平画法；立体摄影术【其他】 

lithograph=litho(石)-graph：n.平版印刷 vt.用平版印刷术印刷【其他】 

lithography=litho(石)-graphy：n.石印术【其他】 

typograph=typo(模板)-graph：n.铸排机 vt.活版印制【其他】 

typography=typo(模板)-graphy：n.活版印刷术【其他】 

hologram=holo(全部)-gram：n.全息图，全息照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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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ogram=sono(声音)-gram：n.声波图【其他】 

phonogram=phono(声音)-gram：音标符号，形声字，唱片【其他】 

 

免费试读部分到此结束。欲购买完整版本请加个人微信号 qianlei217217 并标明“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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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书由钱磊博士编著而成，以电子文档方式发布。免费版本内容仅占完整版本的极少部

分，欢迎复制传播。欲购买完整版本请加个人微信号 qianlei217217 并标明“购书”。 

本人专注于为英语学习者提供各种辅助材料和网络答疑辅导，目前已经编著完成十多本

关于英语词汇学习的电子书，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1. 词源故事系列： 

以趣味小故事的形式，解释英语单词的来龙去脉及相关历史文化背景知识，内容覆盖神

话传说、宗教迷信、科技发展、生活习俗、社会制度等诸多方面。趣味性强，即可提高学习

兴趣，又可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单词的根本含义及其发展演变。 

2. 词根学习系列： 

梳理了大量常见词根及其典型例词，介绍了词根的来源和变体形式，并通过词源研究，

详细分析了大量希腊词根、拉丁词根和日耳曼词根（单词）之间的亲缘关系，帮助读者举一

反三，利用熟悉的简单词或词根快速掌握新的词根，从而快速扩展词汇量。 

3. 巧记词汇系列： 

针对中考、高考、大学四级、考研等特定考试，综合运用词源、词根词缀、分类、趣味

助记法等多种方法，对规定范围内的词汇进行详细讲解，以帮助读者科学、高效地掌握各门

考试要求达到的词汇量。 

以上作品均有电子版本出售。了解作品详情、获取免费版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钱博

士英语”。购买完整版本请加个人微信号 qianlei217217 并标明“购书”。 

作者：钱磊 博士 

新浪微博：钱博士趣味英语单词 微博网址：weibo.com/qianlei888 

个人微信号：qianlei217217  微信公众号：钱博士英语  QQ 群：639388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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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书引入了“词根的词根”——原始印欧语（PIE）词根，将英语中来自同一个 PIE 词根

的希腊词根、拉丁词根和日耳曼词根放在一起，解释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和演变历程，帮助

英语学习者更好地理解词根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举一反三，更好地掌握词根，利用词根快

速拓展词汇量。 

本书共梳理了大约 250 个原始印欧语词根及其演变产生的 600 多个英语词根，覆盖了

5800 多个英语单词，适合大学本科以上、词汇量在 6000 左右的英语学习者，通过学习本书，

可快速有效地将词汇量扩充至 10000 左右。 

本书主要参考来源： 

 在线词源词典：www.etymonline.com 

 《美国传统英语词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第五版 

 《美国传统印欧词根词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Indo-European Roots） 

本书参考了大量词源学研究者的观点，包括：吴建新（公众号“单词新知”）、王磊（公

众号“重读韦小绿”）、周亚亚（乌有先生）、丁聚刚（公众号“上海唐街英语”）、nihilism 等

等（若有遗漏，欢迎提醒）。读者如有机会向这些老师学习，肯定能学到更多有关词源学和

印欧词根方面的知识。 

最后向大家隆重推荐一个利用词源、词根来背单词的 APP，是高伟东老师开发的“词根

词缀字典”，里面可以用词根树来快速扩展词汇量，还可以学到大量有趣的词源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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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根 2. alt-（长大，长高，高） ................................................................................ 20 
词根 3. alumn-（养子，校友） ................................................................................. 20 
词根 4. ald-/eld-/old-（长大的，年老的） ............................................................... 21 

PIE 词根 2. *kers-（跑） ................................................................................................... 21 
词根 5. curr-/curs-（奔跑） ........................................................................................ 22 
词根 6. carr-（车） ..................................................................................................... 24 
词根 7. carric-（装载，运载） ................................................................................... 25 

PIE 词根 3. *no-men-（名）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8. onym-（名）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9. nom-/nomen-/nomin-（名字）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4. *ster-(2)（星）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0. aster-/astr-（星星）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1. stell-（星星） .................................................................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三、 体现辅音 g/k/h 的音变规律的 PIE 词根  ...................................................................... 27 
PIE 词根 5. *gel-（冷）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2. gel-（冰冻）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3. glac-（冰）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6. *gene-（生） .................................................................................................. 27 
词根 14. gen-（产生，发生，起源，生殖，种族，种类） .................................... 28 
词根 15. gon-（产生，生殖，后代，血统） ............................................................ 31 
词根 16. genit-（产生，生殖） ................................................................................. 32 
词根 17. gen-/gn-/gener-（产生，出生，种族，种类，血统，出身） ................. 32 
词根 18. geni-（守护神，天赋） ............................................................................... 35 
词根 19. gent-（种族，出身，血统） ...................................................................... 36 
词根 20. nat-/nasc-/gn-（出生，出身） .................................................................... 36 
词根 21. kin-（家庭，氏族） ..................................................................................... 38 

PIE 词根 7. *genu-(1)（膝） ............................................................................................. 39 
词根 22. gon-（角） ................................................................................................... 39 
词根 23. genu-（膝） ................................................................................................. 41 
词根 24. kn-（膝） ..................................................................................................... 42 

PIE 词根 8. *gerbh-（刻）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25. graph-（刻，写，画） ..................................................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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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根 26. gram-/gramm-（写，画，文字，字母）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9. *gno-（知） ................................................................................................... 42 

词根 27. gno-/gnos-/gnost-（知道，认知） .............................................................. 42 
词根 28. gnom-（判断，指示） ................................................................................ 44 
词根 29. gno-/not-（知道，标记） ........................................................................... 44 
词根 30. not-（标记，注解） .................................................................................... 46 
词根 31. narr-（告诉，叙述） ................................................................................... 47 
词根 32. cogn-（认知） .............................................................................................. 47 
词根 33. know-（知道） ............................................................................................. 49 

PIE 词根 10. *meg-（大）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34. mega-/megal-（大，兆，百万）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35. magn-（大）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36. major-（更大）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37. maxim-（最大）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38. magister-（大师，长官）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11. *merg-（边）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39. margin-（边缘）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40. mark-（边界，标记）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12. *steig-（刺）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41. stig-（刺）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42. stingu-/stinct-（刺，戳，扎）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13. *gwei-（活）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43. bi-（生命，生物）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44. viv-（活，生存）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45. vit-（生命）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14. *ghabh-（给）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46. habil-（能够，有能力）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47. habit-（保持，逗留，居住，栖息）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48. deb-（欠，借走）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49. giv-/gif-（给）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15. *ghend-（抓） ............................................................................................... 49 
词根 50. prehend-/prehens-（抓） ............................................................................ 50 
词根 51. pris-（抓） ................................................................................................... 51 
词根 52. predat-（掠夺） ........................................................................................... 52 

PIE 词根 16. *ghos-ti-（客）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53. xen-（外人，外国，外来者）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54. host-/hosp-/hospit-（陌生人，敌人，客人；招待客人）错误 !未定义书

签。 
PIE 词根 17. *kap-（持） ................................................................................................... 53 

词根 55. cap-/capt-（抓住，持有，容纳） .............................................................. 53 
词根 56. caps-（盒子） .............................................................................................. 58 
词根 57. hav-（持有，保持） .................................................................................... 58 

PIE 词根 18. *kaput-（头） ................................................................................................ 59 
词根 58. cap-/capit-（头） .........................................................................................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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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 词根 19. kar-/ker-（硬）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59. crat-/-cracy（权力，统治，统治者）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60. carcin-（螃蟹，硬块，癌）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61. cancer-（螃蟹，硬块，肿瘤）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62. hard-（硬的，结实的，坚强的）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20. *ker-(1)（角） ................................................................................................ 62 
词根 63. kerat-（角，角膜） ..................................................................................... 62 
词根 64. crani-（头） ................................................................................................. 63 
词根 65. corn-（角） .................................................................................................. 63 
词根 66. cerebr-（脑） ............................................................................................... 64 
词根 67. cerv-（颈） ................................................................................................... 65 

PIE 词根 21. *kerd-（心） .................................................................................................. 65 
词根 68. cardi-（心） ................................................................................................. 65 
词根 69. cor-/cord-（心） .......................................................................................... 66 
词根 70. cred-（相信） .............................................................................................. 68 

PIE 词根 22. *kerp-（采）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71. carp-（果实）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72. carp-/cerpt（采摘，撕扯）...........................................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23. *spek-（察）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73. scop-（看，观察）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74. skept-（审视，怀疑）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75. spec-/spect-（看，观察）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76. spion-/spy-（侦察，刺探）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24. *kwel-(1)（转）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77. cycl-（圆圈，循环）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78. cult-（定居，耕耘，培养）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79. colon-（殖民，定居，耕作）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80. coll-（脖子）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25. *kwo-（何）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81. quot-（多少）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82. quant-（数量）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83. qual-（质量，性质）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四、 体现辅音 b/p/f 的音变规律的 PIE 词根  ...................................................................... 70 
PIE 词根 26. *bha-(2)（宣）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84. phem-（说话，表达）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85. phon-（声音）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86. pha-/phas-（说）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87. fa-/fari-/fand-/fess-（说）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88. fabul-（叙述，故事；谈论，闲聊）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89. fam-（谈论，传闻，名声）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90. fat-（命运）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91. ban-/band-（公布，宣布，禁止，禁令）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27. *bhel-(1)（亮）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92. phleg-（燃烧，痰，粘液） ...........................................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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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根 93. phlog-（燃烧，热）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94. flagr-（火，燃烧）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95. flam-（火，燃烧）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96. fulg-（发光，照耀）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97. fulmin-（闪电，爆炸）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98. bl-k/bl-ch（发光，变白，照耀，燃烧）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28. *bhel-(2)（胀）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99. phall-（阴茎）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00. flu-/fluct-（流动，散发）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01. foll-（囊）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02. bal-/ball-（球，膨胀物，膨胀）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29. *bhel-(3)（旺）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03. phyll-（叶）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04. flor-（花，植物；开花，繁荣，兴旺）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05. fol-（叶，生叶）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06. bl-d/bl-m（花，叶，血）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30. *bhrater-（兄弟） ......................................................................................... 70 
词根 107. phratr-（同胞，宗亲） ............................................................................. 70 
词根 108. frater-（兄弟） .......................................................................................... 71 

PIE 词根 31. *ped-（足） ................................................................................................... 72 
词根 109. pus-/pod-（足） ......................................................................................... 72 
词根 110. ped-（足） ................................................................................................. 73 

PIE 词根 32. *pele-(1)（满）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11. poly-（多）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12. ple-/plei-（较多的）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13. plen-（满的）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14. pl-/plur-（更多的）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15. pl-（填充，装满）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33. *per-(2)（口）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16. por-（孔）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17. port-（大门，通道，搬运）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34. *peuk-（刺）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18. pung-/punct-（刺，戳，指向，尖点）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19. pugn-（搏斗，击打）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20. pugil-（拳击）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35. *pəter-（父） ................................................................................................. 74 
词根 121. patr-/patern-（父亲） ............................................................................... 75 

五、 体现辅音 d/t 的音变规律的 PIE 词根  .......................................................................... 77 
PIE 词根 36. *deme-（驯）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22. dam-（驯服，征服）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23. dom-（驯服，征服）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37. *dent-（齿） .................................................................................................. 77 
词根 124. odon-/odont-（牙齿） ............................................................................... 77 
词根 125. dent-（牙齿，长牙） ................................................................................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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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 词根 38. *ed-（吃） ..................................................................................................... 80 
词根 126. ed-/es/est-（吃） ....................................................................................... 80 

PIE 词根 39. *ned-（系，打结）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27. nod-（结）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28. nect-/nex-（连接）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40. *dhe-（摆） ................................................................................................... 81 
词根 129. the-/thet-（摆放） ..................................................................................... 81 
词根 130. thec-（存放，收纳，容器，鞘，囊） .................................................... 83 
词根 131. fac-/fact-（做，制造，驱使，放置） ...................................................... 84 

PIE 词根 41. *dhes-（神）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32. the-（神灵）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33. fest-（节日，喜庆）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34. fan-（神殿，寺庙）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42. *ters-（干）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35. torr-/tost-（烤干）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36. terr（土地，陆地，地球）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43. *teue-（肿）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37. tum-（肿胀，膨胀）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44. *treud-（挤）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38. trud-/trus-（推，挤压）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45. *mater-（母） ................................................................................................ 92 
词根 139. metr-（母） ................................................................................................ 92 
词根 140. matr-/matern-（母） ................................................................................. 92 

六、 体现辅音 w/v 的音变规律的 PIE 词根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46. wadh-(2)（走）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41. vad-/vas-（走）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47. *wed-(1)（水）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42. hydr-（水）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43. und-（波浪，起波浪）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48. *weg-（警）.....................................................................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44. veg-/vig-（活跃）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45. vigil-（警惕，监视）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49. *wegh-（运）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46. veh-/vect-（交通，运输）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47. vi-（道路，旅行）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50. *weid-（看）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48. ide-（外观、观念）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49. vid-/vis-（看）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50. wis-/wit-（见识，知道）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51. *werg-（做）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51. erg-（做事，活动，反应，作用）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52. arg-（惰，闲）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53. organ-（组织）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52. *(s)neu-（筋） .................................................................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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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根 154. neur-（神经）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55. nerv-（神经，筋脉）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53. *nau-（船）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56. naus-（船）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57. naut-（航行，航行者）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58. nav-（船） ....................................................................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七、 体现辅音 h/s 的音变规律的 PIE 词根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54. *sal-（盐）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59. hal-（盐，卤）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60. sal-（盐，用盐腌）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55. *sawel-（日）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61. heli-（太阳）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62. sol-（太阳）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63. sun-（太阳）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56. *sol-（全）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64. hol-（完整的，全部的）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65. solid-（结实的，坚固的，固化）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66. salv-（安全，拯救）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67. salu-/salut-（健康）.....................................................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57. *sleg-（松）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68. lax-（松的，松开）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69. langu-（懈怠，疲乏）.................................................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58. *sleubh-（滑）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70. lubric-（润滑，光滑的）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八、 体现辅音 j/y 的音变规律的 PIE 词根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59. *yeu-（年轻）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71. jun-/juven-（年轻）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60. *yeug-（轭）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72. zyg-/zeug-（轭，结合）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73. jug-/jung-/junct-（结合）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61. *dyeu-（天）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74. di-（天，日）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75. journ-（天，日）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76. de-（神灵）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77. div-（神圣的，占卜）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78. jov-/ju-（天神） ........................................................... 错误!未定义书签。 

九、 其他重要的 PIE 词根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62. *ar-（合）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79. arist-（精英，贵族）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80. arthr-（关节）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81. harm-（和谐，融洽）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82. art-（艺术，手艺）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83. art-（关节）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84. arm-（武器，武装） ...................................................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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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根 185. orn-（装备，装饰）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86. ord-/ordin-（秩序，排列，安排，命令）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63. *dek-（受）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87. dog-（接受，认可）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88. dox-（观点）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89. dec-（合适的，使合适）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90. doc-（教导，使合适）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91. docor-（装饰，优雅）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92. dign-（高贵的，值得的，合适的）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64. *do-（给）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93. dot-/dos-（给）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94. dor-（礼物）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95. d-/dat-（给）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96. don-（捐赠）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97. dow-（给嫁妆，赠送） .............................................. 错误!未定义书签。 

PIE 词根 65. *kele-(2)（喊）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98. cles-/clet-（呼喊）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199. cal-（宣布）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200. clam-（呼喊）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201. clar-（清晰）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词根 202. cil-/cili-（召唤） ...........................................................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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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论 

在学习英语单词时，词根词缀法是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快速扩充词汇的方法。英语中的

词根词缀就好比是汉语中的偏旁部首，是构成英语单词的最小有意义成分。词根和词缀的区

别在于它们在决定英语单词意义时发挥的作用不同。单词的意义主要取决于词根，而词缀仅

仅起到进一步限制和说明的作用。所以，要想快速扩充英语词汇量，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常

见词根。 

1. 英语词根的三大来源 

英语词根主要来自三个来源：日耳曼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其中，日耳曼语是现代英语

的老祖宗，自然为现代英语贡献了大量词汇（本文对原始日耳曼语、通用日耳曼语、日耳曼

语族等相关术语不加区分，以求简洁）。拉丁语是中世纪欧洲的官方语言，很多拉丁词汇也

通过法语以及其他各种途径流入英语。希腊语则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所以在医学等专业领

域能见到大量源自希腊语的英语单词。 

下面，我们就以英语中表示“太阳”的三个词根来详细说英语词根三种来源的各自特色。

这三个词根分别是：日耳曼词根 sun-、拉丁词根 sol-和希腊词根 helio-。 

由日耳曼词根 sun-派生的单词比较少，主要有：sun（太阳）、sunny（阳光明媚的）、Sunday

（星期日）等。但是，这些单词都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简单词，小学生差不多都已经掌

握。 

由拉丁词根 sol-派生出来的单词有：solar（太阳的、太阳能的）、solarium（日光浴室）、

insolate（使曝晒）、solstice（至日）。可以看出，这些都是一些书面用语，我们通常要到研究

生学习阶段才会接触到这些单词。 

再看看由希腊词根 helio-派生出来的单词，主要有：heliolatry（太阳崇拜）、heliosis（日

晒病、中暑）、helioscope（望日镜）、heliotropic（向日性的）等，基本上都是一些专业术语，

能够接触到这些单词的人，通常是学历在博士以上的专家学者了。 

由此可见，同样都是表示“太阳”，来自日耳曼语的词根 sun-最简单，基本上不用刻意

去学，而来自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词根 sol-和 helio-则相对较难，学习起来更加费劲。那么，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较难词根 sol-和 helio-呢？ 

也许有些读者已经猜到大致方向了，那就是去研究这三个词根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拼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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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联系。如果我们能找到这种联系，就可以借助于这种联系，用我们已经掌握的简单词根

sun-来帮助学习较难的词根 sol-和 helio-了。 

那么，这三个来自不同语言的词根之间究竟有没有内在关联呢？早在 200 多年前，一些

语言学家就已经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这

些词根还真的存在密切关联，可以认为它们都来自一个共同祖先，那就是“原始印欧语”（PIE，

Proto-Indo-European）。 

2. 原始印欧语词根——英语词根的词根 

语言学家通过比较研究发现，拉丁语、希腊语、包含英语在内的日耳曼语族，以及印度

的梵语等多门印欧语言，都存在大量相似之处，因此提出了“原始印欧语”这一假说。原始

印欧语是后世语言学家根据现代印欧语系诸语言的特色，通过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倒推出来的

假想语言。这种假想语言被认为是现代印欧语系诸语言的共同祖先。 

虽然原始印欧语没有得到直接证实，但其所有的发音和词汇都通过比较法重构了出来。

比如，表示“太阳”的原始印欧语词根是*sawel-，是日耳曼词根 sun-、拉丁词根 sol-和希腊

词根 helio-的共同源头。符号*表示词根 sawel-是语言学家推断构造的结果，未必存在。 

 
更可喜的是，语言学家们还发现了从原始印欧语词根演变至日耳曼词根、拉丁词根和希

腊词根时，发音和拼写发生变化的一些普遍规律。根据这些规律，我们就能理解，同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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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印欧语词根*sawel-，为什么到了日耳曼语中拼写就变成了 sun-，到了拉丁语中拼写就变

成了 sol-，而到了希腊语中，拼写就变成了 helio-。 

这就给我们学习英语词根指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寻找那些拥有相同 PIE 源头

的词根或单词，利用语言学家归纳出来的音变规律，理解它们在发音和拼写上的变化。这样，

我们就能借助于其中比较简单的单词或词根，来更好地理解和学习那些较难的词根和单词

了。并且，理解词根拼写变化的规律，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英语词根的各种变体形式。 

关于原始印欧语词根的研究资料有很多。《美国传统英语词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第五版的附录中就整理出了 580 个最常见的印欧语词根。

《美国传统印欧词根词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Indo-European Roots）则收

录了上千个原始印欧语词根，详细介绍了这些词根及其相关的希腊语、拉丁语等印欧语词根

及例词。我对这些原始印欧语词根进行了梳理，从中挑选出来了大约 250 个，它们的共同特

点是：都经过多条演进途径进入英语，产生了演进途径不同的多个词根，因而可以在不同词

根之间进行比较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对本书列出的各个原始印欧语词根的含义解释并非照搬以上词典中

的内容，而是以此为基础，再根据笔者本人的研究心得，对个别词根的含义略有所修订。因

为原始印欧语词根原本就是后人推断出来的，对其含义的解释自然可以见仁见智，不必拘泥

成见。 

3. 单词演变的主要原因——音变 

为什么同一个原始印欧语单词，到了不同语言中会发生拼写变化呢？原因其实很简单，

主要就是因为不同地区的人，对同一个语音的发音不同，从而导致单词这种记录语音的载体

发生了对应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音变”。我们在汉语中同样也能发现音变现象。例如，

湖南人说话时，喜欢将 h 发成 f。所以“湖南”这个词，在湖南话中就变成了“福南”，“黄

山”就变成了“房山”。在包含相同声旁的汉字中我们也能发现这种音变，如汉字“根”（gen）、

“垦”（ken）和“狠”（hen），以及汉字“哥”（ge）、“柯”（ke）和“河”（he）等。 

因此，我们可以将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都理解为原始印欧语的不同方言版本，是

因为不同地区人们的发音习惯不同造成的。 

并且，在同一种语言内部，同一个词根在和其他构词成分组合时，为了更好地发音，也

会发生音变。所以，同一个拉丁词根，在拉丁语内部可能就有多个变体形式，通过法语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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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途径进入英语后，又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变体形式，导致最后在英语中出现大量变体形式，

使得我们难以识别。但如果我们掌握了一些常见的音变规律，就能更好地识别这些词根的变

体形式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直观看出，英语单词的音变现象是十分复杂的——既包括分化为

不同语言时发生的音变，又包括同一语言内部发生的音变。研究总结音变的规律是一项十分

艰巨的任务，可说是语言学领域的专业分支之一。但本书并非语言学专业论著，目的仅仅是

为了帮助学习者更好地学习词根，所以本书将从实用角度出发，基于本人有限的研究心得，

简要介绍一部分比较常见、实用的音变规律。表述不够全面、严谨的地方还请读者谅解。 

4. 元音音变规律 

26 个英语字母中，表示元音的主要有 5 个：a、e、i、o、u。另外，字母 y 可以算半个

元音字母，因为它有时候相当于元音字母 i，如单词 joy，defy。当在后面添加其他构词成分

时，词尾的字母 y 常常要变回字母 i。 

观察一些常见的简单词，如 bus（公交车）、cat（猫），以及一些简单词根，如 fac-（做）、

cap-（抓）。我们能看出，它们的构造有相同点，都是辅-元-辅结构，元音在中间，旁边有两

个辅音，就像元音的左膀右臂一样加以辅佐，辅音之所以叫做“辅音”（consonant，一起发

音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这样看起来，元音似乎比辅音更重要。实际上不然，单词或词根的意义主要取决于两边

的辅音，而非中间的元音。所以在单词的演变过程中，元音常常会发生替换、增减等音变现

象。 

1. 元音替换 

五个元音字母 a、e、i、o、u，相互替换，一个元音字母变成另一个元音字母，这种音

变现象非常普遍，如常见后缀-able（能够）就有一个对应的变体形式-ible（能够），动词和形

容词后缀-ate 也有变体形式-ite 和-ute，对应的动名词后缀-ation 也有变体形式-ition 和-ution。

还有，词根 fac-（做）的变体形式 fec-和 fic-，以及 cap-（抓）的变体形式 cep-和 cip-，这些

都是明显的元音替换。 

那么，元音替换有什么规律吗？确实有！不少语言学家归纳出不少规律，其中比较常见

一条规律是：使用辅-元-辅结构的拉丁词根来构词时，当词根前面有前缀时，如果在词根后

面加的是一个辅音，则词根中的元音变为（或保持为）e；如果后面加的是一个元音，则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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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中的元音变为 i。 

例如：由词根 fac-（做）衍生的同根词 effect（效果）、infect（感染），因为紧随在词根

后面的是辅音字母 t，所以词根 fac-发生元音替换，变为 fec-；而在衍生词 difficult（困难的）、

deficient（不足的）中，因为紧随在词根后面的是元音，所以词根 fac-音变为 fic-而非 fec-。 

同样的例子还有：词根 leg-（采摘、选择）的衍生词 intelligent（智能的）和 intellect（智

力的）；词根 cap-（抓）的衍生词 accept（接受）和 anticipate（期望）。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种元音替换现象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词根前面添加了前缀。

例如单词 capture（抓捕）、capable（能干的）就没有发生元音替换，因为词根前面没有添加

前缀。 

2. 元音增减 

元音增减现象可以细分为两种情况：元音脱落（减）和元音添加（增），但不论是哪一

种情况，所反映出来的本质都是一样，即人们为了方便发音，而将某个元音略去，或者有意

添加一个元音。 

例如，英语中表示“俄罗斯”的单词是 Russia，按照发音应该翻译为“罗斯”、“罗刹”

才对，为什么会被翻译为“俄罗斯”呢？原来，蒙古人很难发 r 这个音，于是在前面加了一

个元音“俄”，所以就叫成了“俄罗斯”。受此影响，Russia 才被翻译成了“俄罗斯”。 

同样的道理，拉丁语中，词首的 sc-、sp-和 st-这三个音，某些地方的人发起来比较费劲，

所以就在前面添加了元音 e，单词 escalade（攀登）、especial（特殊的）、estate（房地产）等

单词前面的 e 就是这么来的。 

很多英语单词后面的 e，其实都是后人在词根后面添加的一个小尾巴。当需要在后面继

续添加更多构词成分时，这个多余的小尾巴就要删掉，如单词 able（能够的），变成名词 ability

时，小尾巴 e 不见了，而词根 abil-（能够）中被省掉的元音 i 又回来了。类似地，angle（角

度）变成形容词 angular 时，小尾巴 e 需要去掉，词根 angul-（角）中被省掉的元音 u 需要

拿回来。同理，后缀-ate 和名词后缀-ion 或形容词后缀-ive 组合时，也需要去掉小尾巴 e，组

合成为-ation 和-ative。 

英语单词 cute（可爱的）其实就是单词 acute（急性的、敏锐的）词首的元音字母 a 脱

落后的结果，本意就是“聪明的、头脑敏锐的”之意。 

有时候，一个元音字母还会变为两个元音字母，这种情况在拉丁语经由法语进入英语时

经常发生。例如，拉丁词根 fac-（做）经过法语时，演变出 feat-、feas-、fair-等变体形式；

拉丁词根 cap-（抓）经过法语时，演变出 ceiv-、ceit-等变体形式，都是从一个元音字母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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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个元音字母。 

很多希腊词根和拉丁词根，当后面增加以辅音开头的更多构词成分时，往往会在词根后

面增加一个元音字母，以便于更好地发音。这种后面附加了元音字母的拼写形式在本书中称

为词根的“组合形式”。例如，词根 bi-（生命）的组合形式是 bio-，aud-（听）的组合形式

是 audi-，agr-（农田）的组合形式是 agro-或 agri-。很多书常常将词根和词根的组合形式混

为一谈，甚至将词根的组合形式当成词根本身，这是不严谨的。因为当后面接元音字母时，

词根后面无需添加元音字母，例如单词 aerobic（需氧的），由词根 aer-（空气）和 bi-（生命）

构成，前一词根采用了组合形式 aero-，因为后面跟的是辅音字母 b，而后一词根 bi-（生命）

则采用原形，因为后面跟的是元音字母 i 开头的形容词后缀-ic，并且两个 i 合并为一个 i。 

3. 启发和帮助 

总结一下，原始印欧语中的元音字母 a、e、i、o、u 等，在希腊语、拉丁语和日耳曼语

中可能音变为其他元音字母，还可能发生数量的增减。这种音变规律可以用公式不太精确地

表示为： 

a=e=i=o=u 

了解了这些元音音变规律，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帮助呢？最大的启发就是：当我们遇到不

认识的词根或词缀时，我们可以尝试着替换或增减其中的元音，看看能否变成我们认识的词

根或词缀。例如，单词 acute（严重的），我们将其中的元音字母 u 变为 a 后，就能看出它由

词根 ac（尖）和形容词后缀-ate（=ed）构成，所以字面意思就是“变尖了的”。单词 certainty

（确定性）中的后缀-ty 如果不认识的话，在前面加个元音字母 i，就变成我们认识的抽象名

词后缀-ity 了。 

5. 辅音音变规律 

1. 发音对应关系 

每一个原始印欧语的辅音，在包括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在内的诸多印欧语言中，

演变结果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经过 200 多年的研究后，语言学家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归纳为下面这张辅音发音对应关系表（略去了其他印欧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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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张列表，再结合前面所说的元音音变相关知识，我们大体上就能理解表示“太阳”

的三个词根的拼写差异的原因了：原始印欧语词根*sawel-（太阳）中的第一个辅音 s，在希

腊语中变成了 h，而在拉丁语和日耳曼语中依然为 s。 

同样，知道了原始印欧语的清辅音 p 到了日耳曼语中变成了 f，而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

依然为 p，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英语中表示“足”的单词是 foot，而词根却是 pod-和 ped-；

为什么表示“父亲”的单词是 father，而词根却是 patr-和 patern-。 

学习上面这张辅音发音对应表时需要注意，这种对应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凡事总有例外，

并不是所有的英语单词都符合上面这些规律。 

另外，这种表总结了从原始印欧语辅音演变到三大语言时的变化规律，但对于普通英语

学习者来说，我们对原始印欧语并无兴趣，所关心的仅仅是英语词汇中的希腊词根、拉丁词

根和日耳曼语词根（或单词）之间的发音及拼写对应关系。所以，我对上面这张表进行了简

化处理，从中整理出希腊词根、拉丁词根和日耳曼语词根（或单词）之间在发音和拼写上的

大致对应关系，用公式表示如下： 

 g=k（c、q、x）=h 

 b=p（ph）=f 

 t（th）=d（f） 

 w=v（u） 

 h=s 

 y=z（h）=j 

说明：A=B 表示 A 和 B 具有对等关系，很可能是同一个辅音的不同演变结果。 

本书后续篇章将结合实例对以上音变规律进行详细阐述。 

2. 其他更多音变 

1）辅音同化 

辅音可能受到紧随其后的音的影响发生变化，变成一个与后面的音相对更接近的辅音。

比如，当后面接发清辅音的字母 t 时，发浊辅音的字母 g 往往会变成发清辅音的字母 c，和

清辅音 t 结合成为双清辅音-ct；同样，当后面接字母 t 时，发浊辅音的字母 b 也会变成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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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音的字母 p，和清辅音 t 结合成为双清辅音-pt。 

例如，拉丁词根 ag-（做）后面加上完成分词后缀-t 时变成了 act-，leg-（采摘、选择）

后面加上完成分词后缀-t 时变成了 lect-。更多例子还有 aug-/auct-（增大）、frag-/fract-（断

裂）、fig-/fict-（塑造）、reg-/rect-（直，统治）、seg-/sect-（切割）、scrib-/script-（刻、写）等

等。 

前缀的最后一个字母也会发生同化，变成和紧随其后的字母相同的字母，如常见前缀 ad-

就经常发生这种同化，如 accept（接受）、affect（影响）、aggressive（侵略性的）。前缀 com-、

dis-、ex-等也如此，如单词 correct（纠正），different（不同的）、effect（影响）等。 

2）添加鼻音 

在有些单词或词根中，辅音字母的前面或后面，有时候会多出一个鼻音字母 m 或 n。这

其实就是因为某些地区的人说话时鼻音较重，所以在语言演变过程中增加了鼻音。 

例如，单词 extinguish（灭绝）、distinguish（区别）中的拉丁词根 stingu-（刺、戳）其实

和单词 stick（刺、戳）同源，都源自原始印欧语词根*steig-（刺、戳），里面多出来的鼻音字

母 n 就是后人加上去的。 

还有，拉丁词根 pung-（刺、戳、指向）和 pugn-（搏斗、击打），看起来是不是很相似？

只是鼻音字母 n 的位置不同罢了。其实它们都源自原始印欧语词根 peuk-（刺、戳），后人添

加了鼻音 n，有的加在 g 前面，有的加在 g 后面，结果演变成了不同的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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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体现元音音变规律的 PIE 词根 

前面已经提到，原始印欧语中的元音字母 a、e、i、o、u 等，在希腊语、拉丁语和日耳

曼语中可能音变为其他元音字母，还可能发生数量的增减。这种音变规律可以用公式不太精

确地表示为： 

a=e=i=o=u 

PIE词根1. *al-(2)（养） 

含义解释： 

本意为“滋养，使其长大”，引申为“长大，长高”。 

演变历程： 

 希腊语 拉丁语 日耳曼语 
在三大语言中

的演变结果 
althein（v.健康成长） alere（v.滋养，养育，

生长，使增长） 
altus（adj.长大的，长高

的） 
alumnus（n.养子） 

althaz（adj.长大的，

年老的） 

进入英语后的

演变结果 
Althea（阿尔西亚，“健

全的”；蜀葵属） 
al-（滋养，养育，生长，

使增长） 
alt-（长大，长高，高） 
alumn-（养子，校友） 

old-/eld-/ald- （长大

的，年老的） 

音变情况： 

原始印欧语元音字母 a 经由日耳曼语进入英语后音变为 o、e 等。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

拉丁词根的变体中。 

词根1. al-（滋养，养育，生长，使增长） 

来源：拉丁语动词 alere（滋养，养育，生长，使增长）。 

组合形式：ali- 

变体形式：ol- 

1. aliment：['ælɪmɛnt]n.营养品；滋养品；食物；养料 

结构分析：aliment=ali（滋养）+ment（名词后缀）→滋养品，食物 



英语词根终极解密（免费试读版） 

19 
微信公众号：钱博士英语 

2. alimentary：[,ælɪ'mɛntəri]adj.食物的；饮食的；滋养的；有营养的 

结构分析：alimentary=aliment（食物）+ary（形容词后缀）→食物的，滋养的 

3. alimony：['ælɪmoni]n.生活费；赡养费 

结构分析：alimony=ali（滋养）+mony（名词后缀）→提供生计（的费用）→生活费 

4. abolish：[ə'bɑlɪʃ]vt.彻底废除；废止；取消 

结构分析：abolish=ab（反义）+ol（使增长）+ish（动词后缀）→彻底废除 

5. abolition：[,æbə'lɪʃən]n.废除；废止 

结构分析：abolition=ab（反义）+ol（使增长）+ition（动名词后缀）→废除 

6. adolescent：[,ædə'lɛsnt]adj.青春期的；青少年的 n.青少年 

结构分析：adolescent=ad（去）+ol（生长）+esc（开始）+ent（形容词后缀）→开始生

长的→青春期的 

7. adolescence：[,ædə'lɛsns]n.青春期 

结构分析：adolescence=ad（去）+ol（生长）+esc（开始）+ence（名词后缀）→开始生

长→青春期 

8. coalesce：[,koə'lɛs]v.合生；合并；结合；联合 

结构分析：coalesce=co（一起）+al（生长）+esc（开始）+e→开始一起生长→合生，合

并，结合，联合 

9. coalition：[ˌkoʊəˈlɪʃn]n.联合；结合，合并 

结构分析：coalition=co（一起）+al（生长）+ition（动名词后缀）→生长到一起→结合 

10. coalescence：[,koə'lɛsns]n.合生；合并；联合；结合 

结构分析：coalescence=coalesc(e)（合生，合并）+ence（名词后缀）→合生，合并 

11. coalescent：[,koə'lɛsnt]adj.合并的；结合的 

结构分析：coalescent=coalesc(e)（合生，合并）+ent（形容词后缀）→合并的，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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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根2. alt-（长大，长高，高） 

来源：拉丁语形容词 altus（长大的，长高的），源自动词 alere（滋养，养育，生长，使

增长）的完成分词形式。 

变体形式：ult-/haught-。 

12. alt：[ælt]n.高音；中高音 adj.高音的；最高调的 

13. alto：['ælto]n.男声最高音（歌手）；女低音（歌手）；中音部 

结构分析：alto=alt（高）+o→男声最高音（歌手） 

14. altitude：['æltɪtud]n.高度；海拔；高地 

结构分析：altitude=alt（长高，高）+itude（名词后缀）→高度 

15. exalt：[ɪɡ'zɔlt]v.提升；提拔；使升高；使得意 

结构分析：exalt=ex（出来）+alt（长高）→高出来→提拔，使升高 

16. exalted：[ɪg'zɔltɪd]adj.高贵的；尊贵的；高尚的；崇高的；得意的；兴奋的 

结构分析：exalted=exalt（使升高）+ed（过去分词形式）→被升高的→高贵的，崇高的 

17. exaltation：[,ɛɡzɔl'teʃən]n.提拔；晋升；提升；提高；得意洋洋；趾高气扬 

结构分析：exaltation=exalt（使升高）+ation（动名词后缀）→提拔，晋升 

18. adult：['ædʌlt]adj.成年的 n.成年人 

结构分析：adult=ad（去）+ult（长大）→已经长大的（人）→成年的，成年人 

19. haughty：['hɔti]adj.高傲的；傲慢的；自大的 

结构分析：haughty=haught（高）+y（形容词后缀）→高傲的，傲慢的 

词根3. alumn-（养子，校友） 

来源：拉丁语名词 alumnus（养子），古时候学生寄宿在老师家中，尊师为父，故自命为

“养子”，所以该词又引申出“学生”之一，现用来表示某学校已经毕业的学生。 

20. alumnus：[ə'lʌmnəs]n.男校友；男毕业生 

结构分析：alumnus=alumn（校友）+us（阳性名词后缀）→男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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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lumna：[ə'lʌmnə]n.女校友；女毕业生 

结构分析：alumna=alumn（校友）+a（阴性名词后缀）→女校友 

22. alumni：[ə'lʌmnaɪ]n.（统称）校友，毕业生 

结构分析：alumni=alumn（校友）+i（名词后缀）→校友，毕业生 

词根4. ald-/eld-/old-（长大的，年老的） 

来源：日耳曼语形容词 althaz（长大的，年老的）。 

23. old：[old]adj.年老的；古老的；陈旧的 

24. elder：['ɛldɚ]adj.年长的；年龄较大的；资格老的 n.老人；长辈；前辈 

结构分析：elder=eld（年老的）+er（比较级形式） 

25. elderly：['ɛldɚli]adj.年老的；较老的；近老年的；晚年的 n.年长者；老人 

结构分析：elderly=elder（年老的）+ly（形容词后缀）→年老的 

26. alderman：['ɔldɚmən]n.市议员；市府参事；高级市政官 

结构分析：alderman=ald（年老的）+er（比较级形式）+man（男人）→长老→市议员，

市府参事 

PIE词根2. *kers-（跑） 

含义解释： 

本意为“奔跑”，引申表示可快速移动的“车”，在此基础上引申出“装载、运载”之意。 

演变历程： 

 希腊语 拉丁语 日耳曼语 
在三大语言中

的演变结果 
 currere（v.奔跑） 

carrus（n.车，奔跑之

物） 
carricare（v.装载，运载） 

 

进入英语后的

演变结果 
 curr-（奔跑） 

carr-（车） 
carric-（装载，运载） 

 

音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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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印欧语辅音 e 在拉丁语中音变为不同的元音（u 和 a），产生含义略有差异的多个词

根。 

词根5. curr-/curs-（奔跑） 

来源：拉丁语动词 currere（奔跑）及其完成分词 cursus。 

变体形式：cur-/corr-/cours- 

27. currency：[ˈkɜrənsi]n.货币；通货；流通；流行；传播 

结构分析：currency=curr（奔跑）+ency（名词后缀）→奔跑→流通→通货 

28. current：[kɝənt]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 

结构分析：current=curr（奔跑）+ent（形容词后缀）→奔跑的→流通的，通用的→现在

的，最近的 

29. curriculum：[kə'rɪkjələm]n.课程（总称） 

结构分析：curriculum=curr（奔跑）+i+culum（=cule，名词后缀）→一次奔跑→过程→

课程 

30. curricular：[kə'rɪkjəlɚ]adj.课程的 

结构分析：curricular=curricul(um)（课程）+ar（形容词后缀）→课程的 

31. cursive：['kɝsɪv]adj.草书的；草书体的 

结构分析：cursor=curs（奔跑）+ive（形容词后缀）→奔跑的→草书的 

32. cursor：['kɝsɚ]n.光标；游标，指针 

结构分析：cursor=curs（奔跑）+or（者）→奔跑者→光标，游标，指针 

33. cursory：['kɜːs(ə)rɪ]adj.粗略的；草率的；匆忙的 

结构分析：cursory=curs（奔跑）+ory（形容词后缀）→奔跑的→草率的，匆忙的 

34. corridor：['kɔrɪdɔr]n.走廊 

结构分析：corridor=corr（奔跑）+idor（者）→奔跑者→延展之物→走廊 

35. courier：['kʊrɪɚ]n.导游；情报员，通讯员；送快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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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courier=cour（奔跑）+ier（者）→奔跑者→导游，情报员，通讯员 

36. course：[kɔrs]n.科目；课程；过程；进程；道路；路线，航向；一道菜 

结构分析：course=cours（奔跑）+e→一次奔跑→过程，路线→课程，航线，一道菜 

37. concur：[kən'kɝ]vi.同意；一致；同时发生；共同起作用；互助 

结构分析：concur=con（一起）+cur（奔跑）→一起奔跑→一致，同时发生，共同起作

用→同意，互助 

38. concurrent：[kən'kɝənt]adj.adj.并发的；一致的；同时发生的；并存的 

结构分析：concurrent=con（一起）+curr（奔跑）+ent（形容词后缀）→一起奔跑的→并

发的，一致的，同时发生的 

39. concurrency：[kən'kɚrənsi;kən'kʌrənsi]n.并发性；同时发生 

结构分析：concurrency=con（一起）+curr（奔跑）+ency（名词后缀）→一起奔跑→并

发性，同时发生 

40. concourse：['kɑŋkɔrs]n.广场；集合；合流；群众 

结构分析：concourse=con（一起）+cours（奔跑）+e→奔跑到一起→集合，合流，群众

→广场 

41. excursion：[ɪk'skɝʒn]n.偏移；远足；短程旅行；离题；游览，游览团 

结构分析：excursion=ex（出来）+curs（奔跑）+ion（名词后缀）→跑出来→偏移，远

足，游览 

42. incur：[ɪn'kɝ]vt.招致，引发；蒙受 

结构分析：incur=in（进入）+cur（奔跑）→跑进去→招致，引发 

43. incursion：[ɪn'kɝʒn]n.入侵；侵犯 

结构分析：incursion=in（进入）+curs（奔跑）+ion（名词后缀）→跑进去→入侵 

44. intercourse：['ɪntɚkɔrs]n.性交；交往；交流 

结构分析：intercourse=inter（在中间）+cours（奔跑）+e→在中间跑→交往，交流→性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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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occur：[ə'kɝ]vi.发生；出现；存在 

结构分析：occur=oc（=ob，对着）+cur（奔跑）→对着奔跑→撞到→发生，出现 

46. occurrence：[ə'kʌrəns]n.发生；出现；事件；发现 

结构分析：occurrence=occurr（=occur，发生）+ence（名词后缀）→发生，事件 

47. precursor：[pri'kɝsɚ]n.先驱，前导 

结构分析：precursor=pre（在前面）+curs（奔跑）+or（者）→在前面奔跑的人→先驱 

48. recourse：['rikɔrs]n.求援，求助；追索权；依赖；救生索 

结构分析：recourse=re（回来）+cours（奔跑）+e→跑回来→求援，求助 

49. recur：[rɪ'kɝ]vi.复发；重现；循环；递归 

结构分析：recur=re（回来）+cur（奔跑）→跑回来→复发，重现，循环，递归 

50. recurrent：[rɪ'kɝənt]adj.复发的；周期性的，经常发生的 

结构分析：recurrent=re（回来）+curr（奔跑）+ent（形容词后缀）→跑回来的→复发的 

51. recursion：[rɪ'kɝʃən]n.递归，循环；递归式 

结构分析：recursion=re（回来）+curs（奔跑）+ion（名词后缀）→跑回来→递归 

52. recursive：[rɪ'kɝsɪv]adj.递归的；循环的 

结构分析：recursive=re（回来）+curs（奔跑）+ive（形容词后缀）→跑回来的→递归的 

53. succor：['sʌkɚ]n.救援；援助者 vt.救援；援助 

结构分析：succor=suc（=sub，从下面）+cor（=cur，奔跑）→从下面跑来→救援 

词根6. carr-（车） 

来源：拉丁语名词 carrus（车，奔跑之物）。 

变体形式：car-/char- 

54. car：[kɑr]n.汽车 

55. career：[kə'rɪr]n.生涯；职业；事业；全速 adj.作为毕生职业的 vi.全速前进，猛冲 

结构分析：career=car（车）+eer（名词后缀）→车道，跑道→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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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chariot：['tʃærɪət]n.二轮战车 

结构分析：chariot=char（车）+iot（指大名词后缀）→大车→二轮战车 

57. charioteer：[,tʃærɪə'tɪr]n.战车的御者；御夫座 

结构分析：charioteer=chariot（二轮战车）+eer（者）→战车的御者 

词根7. carric-（装载，运载） 

来源：拉丁语动词 carricare（装载，运载）。 

变体形式：carri-/caric-/carg-/charg- 

58. cargo：['kɑrɡo]n.货物，船货 

结构分析：cargo=carg（装载）+o（名词后缀）→装载之物→货物 

59. caricature：['kærɪkətʃɚ]n.漫画；讽刺画；漫画手法 vt.画成漫画讽刺 

结构分析：caricature=caric（运载）+ature（名词后缀）→（超额）运载→夸张表现→漫

画，讽刺画 

60. caricaturist：['kærɪkətʃʊərɪst]n.漫画家；讽刺画家 

结构分析：caricaturist=caricatur(e)（漫画）+ist（专业人士）→漫画家 

61. carry：[ˈkærɪ]vt.拿，扛；携带；搬运 vi.运送物品 n.运输；运载 

62. carriage：['kærɪdʒ]n.运输；运费；举止；四轮马车；客车厢 

结构分析：carriage=carri（运载）+age（名词后缀）→运输 

63. carrier：['kærɪɚ]n.载体；运送者；运载者 

结构分析：carrier=carri（运载）+er（者）→运载者 

64. charge：[tʃɑrdʒ]n.费用；电荷；掌管；控告；负载 vt.使充电；使承担；指责；装载；对…

索费；向…冲去 vi.充电；控告；索价；向前冲；记在账上 

结构分析：charge=charg（运载）+e→承载，使承载（责任、电荷、债务等） 

65. discharge：[dɪs'tʃɑrdʒ]vt.解雇；卸下；放出；免除 vi.排放；卸货；流出 n.排放；卸货；

解雇 

结构分析：discharge=dis（反义）+charge（承载）→卸下，排放，免除，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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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体现辅音 g/k/h 的音变规律的 PIE 词根 

原始印欧语辅音 k、kw、g、gw、gh 在希腊语、拉丁语和日耳曼语中的音变结果对应如

下： 

 
根据以上对应关系，可以不太精确地归纳出不同词源英语单词的发音和拼写对应关系如

下： 

g=k（c、q、x）=h 

其实，汉语中也有类似的音变现象，如汉字“根”（gen）、“垦”（ken）和“狠”（hen），

以及汉字“哥”（ge）、“柯”（ke）和“河”（he）。 

PIE词根3. *gene-（生） 

含义解释： 

基本含义为“产生”，引申出“起源、生殖、种族、血统”等相关含义。 

演变历程： 

 希腊语 拉丁语 日耳曼语 
在三大语言中

的演变结果 
gignesthai（v.变成，发

生） 
genos（n.种族，种类） 
genea（n.生殖，种族） 
gonos（n.产生，生殖，

后代，血统） 

gignere（v.产生，引起） 
genus（n.种族，种类，

血统，出身） 
genius（n.守护神，天

资） 
gens（n.种族，出生，

血统） 
(g)nasci（v.出生） 

kunjam（n.家庭，氏

族） 

进入英语后的

演变结果 
gen-（产生，发生，起源，

生殖，种族，种类） 
gon-（产生，生殖，后代，

血统） 

genit-（产生，生殖） 
gen-/gn-/gener-（产生，

出生，种族，种类，血

统，出身） 
geni-（守护神，天赋） 
gent-（种族，种类，出

生，血统） 

kin-（家庭，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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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nasc-/gn-（出生，出

身） 

音变情况： 

原始印欧语辅音 g 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保持为 g，在日耳曼语中音变为辅音 k。 

词根8. gen-（产生，发生，起源，生殖，种族，种类） 

来源：希腊语动词 gignesthai（变成，发生），名词 genos（种族，种类），genea（生殖，

种族）等。 

组合形式：geno-/genea- 

66. gene：[dʒin]n.基因，遗传因子 

结构分析：gene=gen（生殖）+e→基因，遗传因子 

67. genetic：[dʒə'nɛtɪk]adj.遗传的；基因的；起源的 

结构分析：genetic=gen（起源）+et+ic（形容词后缀）→起源的→遗传的，基因的 

68. genetics：[dʒə'nɛtɪks]n.遗传学 

结构分析：genetics=gen（起源）+et+ics（学问）→关于起源的学问→遗传学 

69. genome：['dʒinom]n.基因组；染色体组 

结构分析：genome=gen（基因）+ome（=chromosome，染色体）→基因组，染色体组 

70. genesis：['dʒɛnəsɪs]n.发生；起源 

结构分析：genesis=gene（发生，起源）+sis（名词后缀）→发生，起源 

71. genealogy：[dʒiːnɪ'ælədʒɪ;dʒen-]n.宗谱；血统；家系；系谱学 

结构分析：genealogy=genea（起源）+logy（学科）→关于起源的学科→系谱学，宗谱 

72. genocide：['dʒɛnəsaɪd]n.种族灭绝；灭绝整个种族的大屠杀 

结构分析：genocide=geno（种族）+cide（杀害）→种族灭绝 

73. genotype：['dʒɛno,taɪp]n.基因型；遗传型 

结构分析：genotype=geno（基因）+type（类型）→基因型 

74. allogenic：[,æləu'dʒenik]adj.同种异体的；他生的，外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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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allogenic=allo（其他的）+gen（产生）+ic（形容词后缀）→他生的，外源的

→同种异体的 

75. androgen：['ændrədʒən]n.雄性激素；男性荷尔蒙 

结构分析：androgen=andro（男性）+gen（产生）→产生男性特征（的物质）→雄性激

素 

76. antigen：['æntɪdʒən]n.抗原 

结构分析：antigen=anti（相反的）+gen（产生）→产生抗体（的物质）→抗原 

77. autogenous：[ɔ'tɑdʒənəs]adj.自生的；自发的 

结构分析：autogenous=auto（自己）+gen（产生）+ous（形容词后缀）→自发的 

78. biogeny：[baɪ'ɑdʒəni]n.生源论；生物发生（等于 biogenesis） 

结构分析：biogeny=bio（生命）+gen（起源）+y（名词后缀）→生源论 

79. carcinogen：[kɑr'sɪnədʒən]n.致癌物质 

结构分析：carcinogen=carcino（癌）+gen（产生）→产生癌症（的物质）→致癌物质 

80. carcinogenic：[,kɑrsɪnə'dʒɛnɪk]adj.致癌的；致癌物的 

结构分析：carcinogenic=carcino（癌）+gen（产生）+ic（形容词后缀）→致癌的 

81. collagen：['kɑlədʒən]n.胶原，胶原质 

结构分析：collagen=colla（胶）+gen（产生）→产生胶（的物质）→胶原质 

82. cryogenic：[,kraɪə'dʒɛnɪk]adj.冷冻的；低温学的；低温实验法的 

结构分析：cryogenic=cryo（冷冻）+gen（产生）+ic（形容词后缀）→冷冻产生的→冷

冻的，低温学的，低温实验法的 

83. estrogen：['ɛstrədʒən]n.雌性激素 

结构分析：estrogen=estro（发情）+gen（产生）→导致动物发情（的物质）→雌性激素 

84. eugenic：[juː'dʒenɪk]adj.优生的；优生学的 

结构分析：eugenic=eu（好）+gen（生殖）+ic（形容词后缀）→优生的 

85. eugenics：[jʊ'dʒɛnɪks]n.优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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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eugenics=eu（好）+gen（生殖）+ics（学问）→优生学 

86. glycogen：['glaɪkodʒən]n.糖原；动物淀粉 

结构分析：glycogen=glyco（糖）+gen（产生）→产生糖（的物质）→糖原 

87. glycogenic：[,ɡlaɪkəʊ'dʒenɪk]adj.生糖的；糖原的 

结构分析：glycogenic=glyco（糖）+gen（产生）+ic（形容词后缀）→生糖的 

88. hallucinogen：[hə'lʊsnə'dʒɛn]n.迷幻剂 

结构分析：hallucinogen=hallucino（幻觉）+gen（产生）→产生幻觉（的物质）→迷幻

剂 

89. hallucinogenic：[hə,lu:sinə'dʒenik]adj.引起幻觉的；迷幻剂的 

结构分析：hallucinogenic=hallucino（幻觉）+gen（产生）+ic（形容词后缀）→产生幻

觉的，迷幻剂的 

90. halogen：['hælədʒən]n.卤素 

结构分析：halogen=halo（盐）+gen（产生）→产生盐（的物质）→卤素 

91. heterogeneous：['hɛtərə'dʒinɪəs]adj.多相的；异种的；不均匀的；由不同成分形成的 

结构分析：heterogeneous=hetero（不同的）+gene（种类）+ous（形容词后缀）→异种的，

多相的，由不同成分形成的 

92. homogeneous：[,homə'dʒinɪəs]adj.同种的；同类的，同质的；均匀的；齐次的 

结构分析：homogeneous=homo（相同的）+gene（种类）+ous（形容词后缀）→同种的，

同类的，同质的 

93. homogenize：[ho'mɑdʒə,naɪz]vt.使均匀；使类同 vi.变均匀 

结构分析：homogenize=home（相同的）+gen（种类）+ize（动词后缀）→使变得相同→

使均匀，变均匀 

94. hydrogen：['haɪdrədʒən]n.氢 

结构分析：hydrogen=hydro（水）+gen（产生）→产生水（的物质）→氢 

95. monogeny：[mɔ'nɔdʒini;mə-]n.人类同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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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monogeny=mono（单一）+gen（起源）+y（名词后缀）→单一起源论→人类

同源论 

96. nitrogen：['naɪtrədʒən]n.氮 

结构分析：nitrogen=nitro（碳酸钠）+gen（产生）→产生碳酸钠（的物质）→氮 

97. oxygen：['ɑksɪdʒən]n.氧 

结构分析：oxygen=oxy（酸）+gen（产生）→产生酸（的物质）→氧 

98. pathogen：['pæθədʒən]n.病原体；病菌 

结构分析：pathogen=patho（病）+gen（产生）→产生病（的物质）→病原体 

99. pathogenic：[,pæθə'dʒɛnɪk]adj.致病的；病原的；发病的（等于 pathogenetic） 

结构分析：pathogenic=patho（病）+gen（产生）+ic（形容词后缀）→致病的 

100. pyrogen：['paɪrədʒən]n.热原质；发热源 

结构分析：pyrogen=pyro（火，热）+gen（产生）→产生热（的物质）→热原质 

101. syngeneic：[ˌsɪndʒə'ni:ɪk]adj.同基因的；同系的；同源的 

结构分析：syngeneic=syn（一起）+gene（产生）+ic（形容词后缀）→一起产生的→同

源的，同基因的 

词根9. gon-（产生，生殖，后代，血统） 

来源：希腊语名词 gonos（产生，生殖，后代，血统）。 

组合形式：gono- 

102. gonad：['ɡonæd]n.性腺；生殖腺 

结构分析：gonad=gon（生殖）+ad（名词后缀）→生殖腺，性腺 

103. gonorrhea：[,ɡɒnə'rɪə]n.淋病 

结构分析：gonorrhea=gono（生殖）+rrhea（流，释放）→生殖器官流脓→淋病 

104. cosmogony：[kɑz'mɑɡəni]n.宇宙进化论；宇宙的产生，宇宙的起源 

结构分析：cosmogony=cosmo（宇宙）+gon（产生）+y（名词后缀）→宇宙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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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epigone：['epɪgəʊn]n.追随者；天赋不如先辈的子孙；蹩脚的模仿者。=epigon 

结构分析：epigone=epi（靠近）+gon（生殖）+e→子孙，后裔→追随者，模仿者 

词根10. genit-（产生，生殖） 

来源：拉丁语动词 gignere（产生，生殖）的完成分词 genitus。 

106. genital：['dʒɛnɪtl]adj.生殖的；生殖器的 n.（口语）生殖器；外阴部 

结构分析：genital=genit（生殖）+al（形容词后缀）→生殖的→生殖器的 

107. genitalia：[,dʒɛnə'teljə]n（书面语）.生殖器，外阴部 

结构分析：genitalia=genital（生殖的）+ia（名词后缀）→生殖器 

108. genitive：['dʒɛnətɪv]adj.属格的 n.属格 

结构分析：genitive=genit（生殖）+ive（形容词后缀）→属格的 

109. geniture：['dʒenɪtʃə]n.诞生；产生 

结构分析：geniture=genit（产生）+ure（名词后缀）→诞生，产生 

110. congenital：[kən'dʒɛnɪtl]adj.先天的，天生的；天赋的 

结构分析：congenital=con（一起）+genit（产生）+（动词后缀）+al（形容词后缀）→

一起产生的→天生的，先天的 

111. progenitor：[pro'dʒɛnɪtɚ]n.祖先；原著；起源 

结构分析：progenitor=pro（在前面）+genit（产生）+or（者）→出生在前的人→祖先 

词根11. gen-/gn-/gener-（产生，出生，种族，种类，血统，出身） 

来源：拉丁语名词 genus（产生，出生，种族，种类，血统，出身）及其属格形式 generis。 

变体形式：gender- 

112. genus：['dʒinəs]n.类，种；属 

结构分析：genus=gen（种类）+us（名词后缀）→类，种，属 

113. genuine：['dʒɛnjʊɪn]adj.真实的，真正的；诚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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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genuine=genu（出生）+ine（形容词后缀）→天生的→真实的 

114. congenial：[kən'dʒinɪəl]adj.意气相投的；性格相似的；适意的；一致的 

结构分析：congenial=con（一起）+gen（产生）+ial（形容词后缀）→一起产生的→同

类的→意气相投的，性格相似的 

115. indigenous：[ɪn'dɪdʒənəs]adj.本土的；土著的；国产的；固有的 

结构分析：indigenous=indi（在里面）+gen（出生）+ous（形容词后缀）→在这里出生

的→本土的，国产的，固有的 

116. ingenious：[ɪn'dʒinɪəs]adj.有独创性的；机灵的，精制的；心灵手巧的 

结构分析：ingenious=in（在里面）+gen（出生）+i+ous（形容词后缀）→天生就有的→

机灵的，有独创性的 

117. ingenuous：[ɪn'dʒɛnjuəs]adj.天真的；正直的；朴实的 

结构分析：ingenuous+in（在里面）+gen（出生）+u+ous（形容词后缀）→天生就有的

→天真的，正直的，朴实的 

118. ingenuity：[,ɪndʒə'nuəti]n.心灵手巧，独创性；精巧；精巧的装置。 

结构分析：ingenuity=ingeni(ous)（机灵的）+ity（名词后缀）→心灵手巧。注意：原本

是单词 ingenuous（天真的）的名词形式，但后来被误作为单词 ingenious（机灵的）的名词

形式，并被人们将错就错地沿用至今。 

119. miscegenation：[,mɪsɪdʒə'neʃən]n.种族混合；杂婚 

结构分析：miscegenation=misce（混合）+gen（种族）+ation（动名词后缀）→种族混合；

杂婚 

120. benign：[bɪ'naɪn]adj.良性的；有益的；和蔼的，亲切的；吉利的 

结构分析：benign=beni（好）+gn（出身）→出身好的→良性的，有益的 

121. benignity：[bɪ'nɪgnəti]n.仁慈；和蔼；善行；恩惠 

结构分析：benignity=benign（良性的，有益的）+ity（名词后缀）→仁慈，善行 

122. benignant：[bɪ'nɪgnənt]adj.良性的；仁慈的；有益的；和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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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benignant=beni（好）+gn（出身）+ant（形容词后缀）→出身好的→良性的 

123. malign：[mə'laɪn]adj.恶意的，恶性的；有害的 vt.诽谤，污蔑；中伤，说坏话 

结构分析：malign=mali（坏）+gn（出身）→出身坏的→恶性的，恶意的 

124. malignant：[mə'lɪgnənt]adj.恶性的；有害的；有恶意的 

结构分析：malignant=mali（坏）+gn（出身）+ant（形容词后缀）→出身坏的→恶性的，

有害的 

125. engine：['ɛndʒɪn]n.引擎，发动机；机车，火车头；器械；武器 

结构分析：engine=en（=in，内在的）+gin（=gen，天资）+e→运用天资制造出来的精巧

器械→武器，引擎，发动机 

126. engineer：[,ɛndʒɪ'nɪr]n.工程师；工兵 

结构分析：engineer=engine（精巧器械）+er（者）→制造精巧器械者→工程师，工兵 

127. general：['dʒɛnrəl]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将军；一般；常规 

结构分析：general=gener（种类）+al（形容词后缀）→（各种）种类的→一般的，普通

的，综合的 

128. generate：['dʒɛnəret]vt.产生；形成；造成；引起；生殖；生育 

结构分析：generate=gener（产生）+ate（动词后缀）→产生 

129. generation：['dʒɛnə'reʃən]n.产生；形成；一代人；世代 

结构分析：generation=gener（产生）+ation（动名词后缀）→产生，一代人 

130. generative：['dʒɛnərətɪv]adj.生殖的；生产的；有生殖力的；有生产力的 

结构分析：generative=gener（产生）+ative（形容词后缀）→生殖的，生产的 

131. generic：[dʒə'nɛrɪk]adj.类的；属的；一般的；通用的；不专用的，非商标的 

结构分析：generic=gener（种类）+ic（形容词后缀）→类的，属的；一般的 

132. generous：['dʒɛnərəs]adj.慷慨大方的；宽宏大量的 

结构分析：generous=gener（出身）+ous（形容词后缀）→出身（高贵）的→慷慨大方

的，宽宏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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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generosity：[,dʒɛnə'rɑsəti]n.慷慨，大方；宽宏大量 

结构分析：generosity=genero(u)s（慷慨大方的）+ity（名词后缀）→慷慨，大方 

134. congener：['kɑndʒɪnɚ]adj.同类的，同属的；同种的 n.同种的物；同类人；同属的动、植

物 

结构分析：congener=con（一起）+gener（产生）→一起产生→同类的，同属种的 

135. congeneric：[,kɑndʒɪ'nɛrɪk]adj.同类的，同属的 

结构分析：congeneric=con（一起）+gener（产生）+ic（形容词后缀）→同类的，同属

的 

136. degenerate：[dɪ'dʒɛnəret]vt.使退化；恶化 vi.退化；堕落 adj.退化的；堕落的 n.堕落的人 

结构分析：degenerate=de（向下）+gener（产生）+ate（动词后缀）→堕落，退化，恶化 

137. degeneration：[dɪ,dʒɛnə'reʃən]n.退化；堕落；恶化 

结构分析：degeneration=de（向下）+gener（产生）+ation（动名词后缀）→退化，堕落 

138. gender：['dʒɛndɚ]n.性；性别；性交 

139. engender：[ɪn'dʒɛndɚ]vt.产生；造成；引起 vi.发生；生成；形成 

结构分析：engender=en（动词前缀）+gender（产生）→产生，发生 

140. transgender：[trænz'dʒɛndɚ]n.变性人 adj.变性的 

结构分析：transgender=trans（跨越）+gender（性别）→变性的，变性人 

141. genre：['ʒɑnrə]n.（文艺领域内的）类型；种类；体裁；样式；流派 

结构分析：genre=gener（种类）的法语变体→种类，类型 

词根12. geni-（守护神，天赋） 

来源：拉丁语名词 genius（守护神） 

142. genial：['dʒinɪəl]adj.亲切的，友好的；和蔼的；适宜的 

结构分析：genial=geni（守护神）+al（形容词后缀）→守护神的→亲切的，友好的 

143. genius：['dʒinjəs]n.天才，天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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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genius=geni（守护神）+us（名词后缀）→守护神的礼物→天赋，天才 

词根13. gent-（种族，出身，血统） 

来源：拉丁语名词 gens（种族，出身，血统）的属格形式 gentis。 

144. gentle：['dʒɛntl]adj.温和的；文雅的 

结构分析：gentle=gent（出身）+le（=ile，形容词后缀）→出身高贵的→温和的，文雅

的 

145. gently：['dʒɛntli]adv.轻轻地；温柔地，温和地 

结构分析：gently=gent(le)（温柔的）+ly（副词后缀）→温柔地 

146. gentleman：['dʒɛntlmən]n.先生；绅士；有身份的人 

结构分析：gentleman=gentle（出身高贵的）+man（男人）→绅士，有身份的人→先生 

147. genteel：[dʒɛn'til]adj.有教养的，文雅的；上流社会的 

结构分析：genteel=gent（出身）+eel（=ile，形容词后缀）→出身高贵的→有教养的，

文雅的，上流社会的 

148. gentry：['dʒɛntri]n.绅士们；贵族们；上流社会人士；（反讽）人们 

结构分析：gentry=gent（出身）+ry（名词后缀）→出身（高贵）者→绅士们 

149. gentile：['dʒɛntaɪl]adj.非犹太人的；异教徒的；非摩门教徒的 n.非犹太人；异教徒；异邦

人 

结构分析：gentile=gent（出身）+ile→出身（罗马氏族）的→（对于犹太人而言）→非

犹太人的，异教徒的 

150. gentility：[dʒɛn'tɪləti]n.斯文，文雅；上流阶层；名门出身；绅士派头 

结构分析：gentility=gent（出身）+il（形容词后缀）+ity（名词后缀）→出身高贵，名门

出身→斯文，文雅；上流阶层；绅士派头 

词根14. nat-/nasc-/gn-（出生，出身） 

来源：拉丁语动词(g)nasci（出生）及其完成分词(g)n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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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nation：['neʃən]n.国家；民族；国民 

结构分析：nation=nat（出生）+ion（名词后缀）→出生→拥有相同血统的群体→民族→

国家 

152. national：['næʃnəl]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结构分析：national=nation（国家，民族）+al（形容词后缀）→国家的，民族的 

153. nationality：[,næʃə'næləti]n.国籍；种族 

结构分析：nationality=national（国家的）+ity（名词后缀）→国籍 

154. native：['netɪv]adj.本国的；土著的；天然的；与生俱来的 n.本地人；土产 

结构分析：native=nat（出生）+ive（形容词后缀）→天生的，与生俱来的 

155. nature：['netʃɚ]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结构分析：nature=nat（出生）+ure（名词后缀）→天性→本性，自然，性质，种类 

156. natural：['nætʃrəl]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结构分析：natural=natur(e)（自然，天性）+al（形容词后缀）→自然的，天生的 

157. naive：[naɪ'iv]adj.天真的，幼稚的 

结构分析：naive=na(t)（出生）+ive（形容词后缀）→天生的→天真的，幼稚的 

158. natal：['netl]adj.出生的；诞生的；分娩的；出生地的 

结构分析：natal=nat（出生）+al（形容词后缀）→出生的 

159. neonate：['nionet]n.新生儿 

结构分析：neonate=neo（新）+nat（出生）+e→新生儿 

160. prenatal：[,pri'netl]adj.产前的；胎儿期的 

结构分析：prenatal=pre（在前面）+nat（出生）+al（形容词后缀）→产前的 

161. postnatal：[post'netl]adj.出生后的；产后的 

结构分析：postnatal=post（在后面）+nat（出生）+al（形容词后缀）→产后的 

162. perinatal：['pɛrɪ'netl]adj.围产期的，出生前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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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perinatal=peri（围绕）+nat（出生）+al（形容词后缀）→出生前后的 

163. connate：['kɒneɪt]adj.先天的；天生的；天赋的 

结构分析：connate=con（一起）+nat（出生）+e→一起出生的→先天的，天生的 

164. innate[ɪ'net]adj.先天的；固有的；与生俱来的 

结构分析：innate=in（在里面）+nat（出生）+e→与生俱来的 

165. nascent：['næsnt]adj.初期的；开始存在的，发生中的 

结构分析：nascent=nasc（出生）+ent（形容词后缀）→出生的→初期的 

166. cognate：['kɑɡnet]adj.同源的；同类的 n.同族；同根词 

结构分析：cognate=co（一起）+gn（出生）+ate（动词后缀）→一起出生的→同源的 

167. pregnant：['prɛɡnənt]adj.怀孕的；富有意义的 

结构分析：pregnant=pre（在前面）+gn（出生）+ant（形容词后缀）→孩子出生前的→

怀孕的 

168. pregnancy：['prɛgnənsi]n.怀孕；丰富；充盈 

结构分析：pregnancy=pre（在前面）+gn（出生）+ancy（名词后缀）→怀孕 

169. impregnate：[ɪm'prɛɡnet]vt.使怀孕；灌输；浸透 adj.充满的；怀孕的 

结构分析：impregnate=im（动词前缀）+pregn（怀孕）+ate（动词和形容词后缀）→使

怀孕，怀孕的 

170. impregnation：[,ɪmprɛg'neʃən]n.受精；怀孕；受胎；注入；灌输 

结构分析：impregnation=im（动词前缀）+pregn（怀孕）+ation（动名词后缀）→受精，

怀孕 

词根15. kin-（家庭，氏族） 

来源：日耳曼语名词 kunjam（家庭，氏族） 

171. kin：[kɪn]n.亲戚；家族；同族 adj.同类的；有亲属关系的；性质类似的 

172. kind：[kaɪnd]n.种类；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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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kind=kin（家庭，氏族）+d→血缘关系→种类，性质 

173. kindred：['kɪndrəd]n.家族；相似；亲属关系 adj.同类的；血缘的；同族的 

结构分析：kindred=kin（家庭，氏族）+d+red（名词后缀）→家族 

174. king：[kɪŋ]n.国王 

结构分析：king=kin（氏族）+g→部落首领→国王 

175. kingdom：['kɪŋdəm]n.王国；界；领域 

结构分析：kingdom=king（国王）+dom（名词后缀）→国王的领土→王国 

176. akin：[ə'kɪn]adj.类似的；同类的；同族的 

结构分析：akin=a（在）+kin（家庭）→在同一家庭里的→同类的，同族的 

PIE词根4. *genu-(1)（膝） 

含义解释： 

本意是“膝”，由于膝部能够弯折，形成一定角度，故衍生出“角”之意。 

演变历程： 

 希腊语 拉丁语 日耳曼语 
在三大语言中

的演变结果 
gony（n.膝部） 
gonia（n.角） 

genu（膝部） knewam（n.膝部） 

进入英语后的

演变结果 
gon-（角） genu-（膝） kn-（膝） 

音变情况： 

原始印欧语辅音 g 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保持为 g，日耳曼语中音变为辅音 k。 

词根16. gon-（角） 

来源：希腊语名词 gonia（角）。 

组合形式：gonio- 

177. goniometer：[,gonɪ'ɑmɪtɚ]n.测角器，角度计 

结构分析：goniometer=gonio（角）+meter（测量仪器）→测角器 

178. agonic：[ə'ɡɔnik]adj.不成角的；无偏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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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agonic=a（无）+gon（角）+ic（形容词后缀）→不成角的 

179. diagonal：[daɪ'æɡənl]adj.斜的；对角线的；斜纹的 n.对角线；斜线 

结构分析：diagonal=dia（跨越）+gon（角）+al（形容词后缀）→对角线的 

180. orthogon：['ɔ:θəɡɔn]n.长方形，矩形 

结构分析：orthogon=ortho（正的，直的）+gon（角）→直角形状→长方形 

181. orthogonal：[ɔr'θɑgənəl]adj.正交的；直角的 n.正交直线 

结构分析：orthogonal=ortho（正的，直的）+gon（角）+al（形容词后缀）→直角的 

182. trigon：['traɪɡɑn]n.三角形；三角琴；三宫之一组 

结构分析：trigon=tri（三）+gon（角）→三角形 

183. trigonal：[ˈtriɡənl]adj.三角的；三角形的；三方晶系的 

结构分析：trigonal=tri（三）+gon（角）+al（形容词后缀）→三角的 

184. trigonometry：[,trɪɡə'nɑmətri]n.三角法；三角学 

结构分析：trigonometry=trigon（三角）+o+metry（测量学）→三角法，三角学 

185. pentagon：['pɛntəɡɑn]n.五角形；五边形 

结构分析：pentagon=penta（五）+gon（角）→五角形 

186. pentagonal：[pɛn'tæɡənl]adj.五角的；五边形的 

结构分析：pentagonal=penta（五）+gon（角）+al（形容词后缀）→五角的 

187. hexagon：['hɛksəɡɑn]n.六角形，六边形 

结构分析：hexagon=hexa（六）+gon（角）→六角形 

188. hexagonal：[hɛk'sægənl]adj.六角的；六边形的 

结构分析：hexagonal=hexa（六）+gon（角）+al（形容词后缀）→六角的 

189. heptagon：['hɛptəɡɑn]n.七角形；七边形 

结构分析：heptagon=hepta（七）+gon（角）→七角形 

190. heptagonal：[hep'tæɡənəl]adj.七角的；七边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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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heptagonal=hepta（七）+gon（角）+al（形容词后缀）→七角的 

191. octagon：['ɑktəɡɑn]n.八角形；八边形 

结构分析：octagon=octa（八）+gon（角）→八角形 

192. octagonal：[ɑk'tægənl]adj.八角的，八边形的 

结构分析：octagonal=octa（八）+gon（角）+al（形容词后缀）→八角的 

193. polygon：['pɑlɪɡɑn]n.多边形；多角形物体 

结构分析：polygon=poly（多）+gon（角）→多角形物体 

194. polygonal：[pə'lɪgənəl]adj.多边形的；多角形的 

结构分析：polygonal=poly（多）+gon（角）+al（形容词后缀）→多角形的 

词根17. genu-（膝） 

来源：拉丁语名词 genu（膝部）。 

变体形式：geni- 

195. genual：['dʒɛnjʊəl]adj.膝的；膝状的 

结构分析：genual=genu（膝）+al（形容词后缀）→膝的 

196. geniculum：[dʒə'nikjuləm]n.小膝；茎上的结 

结构分析：geniculum=geni（膝）+cul（小东西）+um（名词后缀）→小膝 

197. genicular：[dʒə'nikjulə]adj.膝的；长在节上的 

结构分析：genicular=geni（膝部）+cul（小东西）+ar（形容词后缀）→膝的 

198. geniculate：[dʒɪ'nɪkjʊlət]adj.膝状弯曲的；有膝状关节的 

结构分析：geniculate=geni（膝部）+cul（小东西）+ate（形容词后缀）→膝状弯曲的 

199. genuflect：['dʒɛnjuflɛkt]vi.屈服；跪拜 

结构分析：genuflect=genu（膝部）+flect（弯曲）→曲膝→屈服，跪拜 

200. genuflection：[,dʒenju（:）'flekʃən]n.曲膝；屈从；跪拜 

结构分析：genuflection=genu（膝部）+flect（弯曲）+ion（名词后缀）→曲膝→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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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拜 

词根18. kn-（膝） 

201. knee：[ni]n.膝盖，膝部 

结构分析：knee=kn（膝部）+ee（名词后缀）→膝部，膝盖 

202. kneel：[nil]vi.跪下，跪 

结构分析：kneel=knee（膝部）+l（=le，动词后缀）→曲膝→跪下 

PIE词根5. *gno-（知） 

含义解释： 

意为“知道”，引申出“令人知道、标识”之意。 

演变历程： 

 希腊语 拉丁语 日耳曼语 
在三大语言中

的演变结果 
gignoskein（v.知道） 
gnostos（adj.知道的） 
gnosis（n.知识） 
gnomon（n.判断，指示） 

gnoscere（v.知道） 
notare（v.标记，注解） 
nota（n.标识） 
narrare（v.告诉，叙述） 
cognoscere（v.知道） 

knew-（知道） 

进入英语后的

演变结果 
gno-/gnos-/gnost-（知道，

认知） 
gnom-（判断，指示） 

gno-/not-（知道） 
not-（标记，注解） 
narr-（告诉，叙述） 
cogn-（认知） 

know-（知道） 

音变情况： 

原始印欧语辅音 g 在日耳曼语中音变为 k，在拉丁语有时候会脱落。 

词根19. gno-/gnos-/gnost-（知道，认知） 

来源：希腊语动词 gignoskein（知道）、名词 gnosis（知识）和形容词 gnostos（知道的）。 

203. gnosis：['nəʊsɪs]n.灵知；真知；直觉 

结构分析：gnosis=gno（知道）+sis（名词后缀）→灵知 

204. gnostic：['nɔstik]n.诺斯替教徒 adj.诺斯替教派的；诺斯替派教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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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gnostic=gnost（知道）+ic（形容词后缀）→关于“灵知”的→诺斯替教派的 

205. agnostic：[æg'nɑstɪk]n.不可知论者 adj.不可知论的 

结构分析：agnostic=a（不）+gnost（知道）+ic（形容词后缀）→不可知的→不可知论

的，不可知论者 

206. agnosticism：[æg'nɑstə,sɪzəm]n.不可知论 

结构分析：agnosticism=a（不）+gnost（知道）+ic（形容词后缀）+ism（理念）→不可

知论 

207. agnosia：[æg'nosɪə]n.失认症；辨识不能 

结构分析：agnosia=a（缺失）+gnos（认知）+ia（病症）→失认症 

208. diagnose：[,daɪəɡ'nos]v.诊断；判断；断定 

结构分析：diagnose=dia（彻底，穿越）+gnos（知道）+e→彻底知道→诊断 

209. diagnosis：[,daɪəɡ'nosɪs]n.诊断 

结构分析：diagnosis=dia（彻底，穿越）+gno（知道）+sis（名词后缀）→彻底知道→诊

断 

210. diagnostic：[,daɪəɡ'nɑstɪk]adj.诊断的；特征的 n.诊断法；诊断结论 

结构分析：diagnostic=dia（彻底，穿越）+gnost（知道）+ic（形容词后缀）→诊断的 

211. prognosis：[prɑg'nosɪs]n.预后；预知 

结构分析：prognosis=pro（提前）+gno（知道）+sis（名词后缀）→提前知道→预后 

212. prognostic：[prɒg'nɒstɪk]adj.预后的；预兆的 n.预兆；预言；预后症状 

结构分析：prognostic=pro（提前）+gnost（知道）+ic（形容词后缀）→预后的 

213. prognosticate：[prɒg'nɒstɪkeɪt]vt.预言，预测 

结构分析：prognosticate=prognostic（预言）+ate（动词后缀）→预言，预测 

214. prognostication：[prɑɡ,nɑstɪ'keʃən]n.预测；预言；预兆 

结构分析：prognostication=prognosticat(e)（预言）+ion（名词后缀）→预测，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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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根20. gnom-（判断，指示） 

来源：希腊语名词 gnomon（判断，指示）。 

215. gnome：[nəʊm]n.格言；箴言；土地神 

结构分析：gnome=gnom（判断）+e→断言，论断→格言，箴言 

216. gnomic：['nomɪk]adj.格言的；含格言的；精辟的 

结构分析：gnomic=gnom(e)（格言）+ic（形容词后缀）→格言的 

217. gnomist：['nomɪst]n.格言作者 

结构分析：gnomist=gnom(e)（格言）+ist（专业人士）→格言作者 

218. gnomon：['nomɑn]n.指时针；日晷 

结构分析：gnomon=gnom（指示）+on（名词后缀）→指示（时间）的东西→日晷 

219. physiognomy：['fɪzɪ'ɑnəmi]n.面相；相面术；外形；外观 

结构分析：physiognomy=physi（性质）+o+gnom（指示）+y（名词后缀）→性质的指示

→面相 

220. physiognomic：[,fɪzɪ'ɑnəmɪk]adj.面相的；面相术的 

结构分析：physiognomic=physiognom(y)（面相，面相术）+ic（形容词后缀）→面相的，

面相术的 

221. physiognomist：[fizi'ɔgnəmist]n.相士；人相学者 

结构分析：physiognomist=physiognom(y)（面相，面相术）+ist（专业人士）→相士 

词根21. gno-/not-（知道，标记） 

来源：拉丁语动词 gnoscere（知道）及其完成分词形式 notus。 

变体形式：gnor-/no- 

222. notice：['notɪs]n.通知，布告；注意；公告 vt.通知；注意到；留心 vi.引起注意 

结构分析：notice=not（知道）+ice（名词后缀）→使人知道之物→通知，布告 

223. notify：['notə'fai]vt.通告，通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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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notify=not（知道）+i+fy（使）→使人知道→通告，通知 

224. notion：[ˈnoʊʃən]n.概念；观念；见解；打算 

结构分析：notion=not（知道）+ion（名词后缀）→知道之事→概念，观念，见解 

225. notional：['noʃənl]adj.概念性的；想像的；抽象的；不切实际的 

结构分析：notional=notion（概念）+al（形容词后缀）→概念性的 

226. notorious：[no'tɔrɪəs]adj.声名狼藉的，臭名昭著的 

结构分析：notorious=not（知道）+orious（复合形容词后缀）→广为人知的→臭名昭著

的，声名狼藉的 

227. notoriety：[,notə'raɪəti]n.恶名；声名狼藉；丑名 

结构分析：notoriety=notori(ous)（臭名昭著的）+ety（名词后缀）→恶名，声名狼藉 

228. ignoble：[ɪɡ'nobl]adj.不光彩的；卑鄙的；卑贱的 

结构分析：ignoble=i(n)（不）+gno（知道）+ble（能够）→不著名的，不高贵的→不光

彩的，卑贱的 

229. ignore：[ɪɡ'nɔr]vt.驳回诉讼；忽视；不理睬 

结构分析：ignore=i(n)（不）+gnor（知道）+e→不知道→忽视，不理睬，驳回诉讼 

230. ignorance：['ɪɡnərəns]n.无知，愚昧；不懂 

结构分析：ignorance=i(n)（不）+gnor（知道）+ance（名词后缀）→不知道→无知 

231. ignorant：['ɪɡnərənt]adj.无知的；愚昧的 

结构分析：ignorant=i(n)（不）+gnor（知道）+ant（形容词后缀）→不知道的→无知的 

232. ignoramus：[,ɪɡnə'reməs]n.不学无术的人；无知的人 

结构分析：ignoramus=i(n)（不）+gnor（知道）+amus（拉丁后缀）→我们不知道（中世

纪欧洲法庭表示驳回上诉的法律术语）→17 世纪一部讽刺律师法官的戏剧的名称→不学无

术的人 

233. noble：['nobl]adj.高尚的；贵族的；宏伟的；极好的 n.贵族 

结构分析：noble=no（知道）+(a)ble（可以）→可以知道的→著名的→贵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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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nobleman：['noblmən]n.贵族 

结构分析：nobleman=noble（高贵的）+man（人）→高贵的人→贵族 

235. nobility：[no'bɪləti]n.（总称）贵族；高贵；高尚 

结构分析：nobility=nobil（=noble，高尚的）+ity（名词后缀）→高尚，高贵 

236. ennoble：[ɪ'nobl]vt.使…成为贵族；使…高贵；授予爵位 

结构分析：ennoble=en（使成为）+noble（贵族）→使成为贵族 

词根22. not-（标记，注解） 

来源：拉丁语动词 notare（标记）和名词 nota（标识），与拉丁语动词 gnoscere（知道）

的完成分词形式 notus 有关，本意为“使他人知道”。 

237. note：[not]n.笔记；注解；便签；音符；调子 vt.记录；注解；注意 

结构分析：note=not（标记，注解）+e→注解，笔记 

238. notable：['notəbl]adj.值得注意的，显著的；著名的 n.名人，显要人物 

结构分析：notable=not（标记）+able（值得）→值得标记的→值得注意的，著名的 

239. notary：['notəri]n.公证人 

结构分析：notary=not（标记）+ary（名词后缀）→标记者→公证人 

240. notate：['notet]vt.以符号表示；用标记法谱写（乐曲） 

结构分析：notate=not（标记）+ate（动词后缀）→标记出来→以符号表示 

241. notation：[noʊˈteɪʃən]n.符号；乐谱；注释；记号法 

结构分析：notation=not（标记）+ation（动名词后缀）→标记→符号，乐谱，注释 

242. annotate：['ænə'tet]v.注释；注解；给……作注释 

结构分析：annotate=an（=ad，去）+not（注解）+e→注释，注解 

243. annotation：[ˌænəˈteʃən]n.注释；注解；释文 

结构分析：annotation=annotat(e)（注释，注解）→ion（名词后缀）→注释，注解 

244. connote：[kə'not]vt.意味着；含言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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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connote=con（一起）+not（标记）+e→标记到一起→意味着 

245. connotation：[,kɑnə'teʃən]n.内涵；含蓄；暗示，隐含意义 

结构分析：connotation=connot(e)（意味着）+ation（动名词后缀）→内涵，暗示 

246. connotative：['kɔnəuteitiv]adj.内涵的；隐含的；含蓄的 

结构分析：connotative=connot(e)（意味着）+ative（形容词后缀）→内涵的，隐含的 

247. denote：[dɪ'not]vt.表示，指示 

结构分析：denote=de（加强语气）+not（标记）+e→标记出来→表示，指示 

248. denotation：[,dino'teʃən]n.符号；表示；意义；指示 

结构分析：denotation=denot(e)（表示）+ation（动名词后缀）→表示，指示 

249. denotative：['dinotetɪv]adj.外延的；指示的 

结构分析：denotative=denot(e)（表示）+ative（形容词后缀）→指示的 

词根23. narr-（告诉，叙述） 

来源：拉丁语动词 narrare（告诉，叙述），源自形容词 gnarus（知道的）。 

250. narrate：[næret]v.叙述；讲述；旁白 

结构分析：narrate=narr（叙述）+ate（动词后缀）→叙述 

251. narration：[nə'reʃən]n.叙述；讲述；故事 

结构分析：narration=narr（叙述）+at+ion（名词后缀）→叙述 

252. narrative：['nærətɪv]adj.叙事的，叙述的；叙事体的 n.叙述；故事；讲述 

结构分析：narrative=narr（叙述）+at+ive（形容词后缀）→叙述的 

253. narrator：[næ'retɚ]n.叙述者；解说员 

结构分析：narrator=narr（叙述）+at+or（者）→叙述者 

词根24. cogn-（认知） 

来源：拉丁语动词 cognoscere（知道），由前缀 com-（一起，完全）加动词 gnoscere（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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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组合而成。 

变体形式：quaint-/connoiss-，在法语中发生的拼写变化。 

254. cognition：[kɑɡ'nɪʃən]n.认识；知识；认识能力 

结构分析：cognition=cogn（认知）+it+ion（名词后缀）→认识，知识 

255. cognitive：['kɑɡnətɪv]adj.认知的，认识的 

结构分析：cognitive=cogn（认知）+it+ive（形容词后缀）→认知的，认识的 

256. cognize：['kɑg,naɪz]vt.认识，认知 

结构分析：cognize=cogn（认知）+ize（动词后缀）→认知，认识 

257. cognizance：['kɑɡnɪzəns]n.司法认知；审理；审理权；司法权；认知；标记 

结构分析：cognizance=cogn（认知）+iz+ance（名词后缀）→（对法律的）认知→司法

认知→审理权，司法权 

258. cognizant：['kɑgnɪzənt]adj.认知的；了解的 

结构分析：cognizant=cogn（认知）+iz+ant（形容词后缀）→认知的 

259. recognize：[ˈrɛkəɡˌnaɪz]vt.认出，识别；承认 vi.确认，承认；具结 

结构分析：recognize=re（再次）+cogn（认知）+ize（动词后缀）→再次认知→认出 

260. recognition：[,rɛkəɡ'nɪʃən]n.识别；承认，认出；重视；赞誉；公认 

结构分析：recognition=re（再次）+cogn（认知）+it+ion（名词后缀）→再次认知→识

别，承认，认出 

261. quaint：[kwent]adj.古雅的；离奇有趣的；做得很精巧的。本意是“知识渊博的”。 

262. acquaint：[ə'kwent]vt.使熟悉；使认识 

结构分析：acquaint=ac（=ad，使，趋向）+quaint（认知）→使熟悉，使认识 

263. acquaintance：[ə'kwentəns]n.熟人；相识；了解；知道 

结构分析：acquaintance=ac（=ad，使，趋向）+quaint（认知）+ance（名词后缀）→相

识，熟人 

264. connoisseur：[,kɑnə'sɝ]n.鉴赏家；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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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connoisseur=connoiss（知道）+eur（=er，者）→知道者→内行，鉴赏家 

265. reconnoissance：[rɪ'kɒnɪsəns]n.勘测；搜索；侦察。也可拼写为 reconnaissance 

结构分析：reconnoissance=re（再次）+connoiss（知道）+ance（名词后缀）→再次知道

→勘测，侦察 

266. reconnoiter：[,rikə'nɔɪtɚ]v.勘测；侦察；探究 

结构分析：reconnoiter=re（再次）+connoit（=connoiss，知道）+er（法语动词后缀）→

再次知道→勘测，侦察 

词根25. know-（知道） 

来源：日耳曼语词根 knew-（知道） 

267. know：[no]v.知道；认识；懂得；了解；熟悉 

268. knowledge：['nɑlɪdʒ]n.知识，学问；知道，认识 

结构分析：knowledge=know（知道）+ledge（名词后缀）→知道的东西→知识 

269. knowledgeable：['nɑlɪdʒəbl]adj.知识渊博的，有知识的；有见识的；聪明的 

结构分析：knowledgeable=knowledge（知识）+able（能够）→知识渊博的 

270. acknowledge：[ək'nɑlɪdʒ]vt.承认；答谢；告知已收到 

结构分析：acknowledge=ac（=ad，去）+knowledge（知道）→表示知道→承认，答谢 

PIE词根6. *ghend-（抓） 

含义解释： 

意为“抓住、拿到”。 

演变历程： 

 希腊语 拉丁语 日耳曼语 
在三大语言中

的演变结果 
 prehendere（v.抓） 

praeda/praeheda（ v.掠
夺） 

getan（v.获得） 

进入英语后的

演变结果 
 prehend-/prehens-（抓） 

pris-（抓） 
get（v.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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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at-（掠夺） 

音变情况： 

原始印欧语辅音 gh 在拉丁语中音变为 h，在日耳曼语中音变为 g。 

词根26. prehend-/prehens-（抓） 

来源：拉丁语动词 prehendere（抓）及其完成分词 prehensus，由前缀 pre-（在前面，向

前）和动词 hendere（抓住）组合而成。 

271. prehensile：[prɪ'hɛnsl]adj.适于抓握的；善于领会的 

结构分析：prehensile=prehens（抓）+ile（形容词后缀）→适于抓握的，善于领会的 

272. prehension：[prɪ'hɛnʃən]n.理解；抓住 

结构分析：prehension=prehens（抓）+ion（名词后缀）→抓住→理解 

273. apprehend：[,æprɪ'hɛnd]v.理解；逮捕；忧虑；担心 

结构分析：apprehend=ap（=ad，去）+prehend（抓）→抓住→理解，逮捕 

274. apprehension：[,æprɪ'hɛnʃən]n.理解；逮捕；恐惧；忧惧 

结构分析：apprehension=ap（=ad，去）+prehens（抓）+ion（名词后缀）→抓住→理解，

逮捕 

275. apprehensive：[,æprɪ'hɛnsɪv]adj.聪颖的；善于领会的；忧虑的；不安的 

结构分析：apprehensive=ap（=ad，去）+prehens（抓）+ive（形容词后缀）→抓住的→

善于领会的，忧虑的 

276. apprentice：[ə'prɛntɪs]n.学徒；生手 v.当学徒；使当学徒 

结构分析：apprentice=ap（=ad，去）+prent（=prehend，抓）+ice（名词后缀）→正在学

习的人→学徒 

277. comprehend：[,kɑmprɪ'hɛnd]vt.理解；包含；由…组成 

结构分析：comprehend=com（一起）+prehend（抓）→抓到一起→理解，包含 

278. comprehension：[,kɑmprɪ'hɛnʃən]n.理解；包含 

结构分析：comprehension=com（一起）+prehens（抓）+ion（名词后缀）→抓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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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包含 

279. comprehensive：[ˌkɑːmprɪˈhensɪv]adj.综合的；广泛的；有理解力的 

结构分析：comprehensive=com（一起）+prehens（抓）+ive（形容词后缀）→抓到一起

的→综合的 

280. reprehend：[,reprɪ'hend]vt.申斥；指责 n.责备 

结构分析：reprehend=re（向后，回来）+prehend（抓）→向后抓→指责，申斥 

281. reprehension：[,reprɪ'henʃən]n.非难；指责 

结构分析：reprehension=reprehens（=reprehend，指责）+ion（名词后缀）→指责，非难 

282. reprehensive：[,repri'hensiv]adj.谴责的；非难的 

结构分析：reprehensive=reprehens（=reprehend，指责）+ive（形容词后缀）→谴责的 

283. reprehensible：[,rɛprɪ'hɛnsəbl]adj.应斥责的；应受谴责的 

结构分析：reprehensible=reprehens（=reprehend，指责）+ible（应）→应受谴责的 

词根27. pris-（抓） 

来源：法语动词 prendre（抓）的过去分词形式 prise，最终源自拉丁语动词 prehendere

（抓）的简化形式 prendere。 

284. prison：['prɪzn]n.监狱；监禁；拘留所 vt.监禁，关押 

结构分析：prison=pris（抓）+on（名词后缀）→抓→关押（场所）→监狱 

285. prisoner：['prɪznɚ]n.囚犯，犯人；俘虏 

结构分析：prisoner=prison（关押）+er（者）→被关押者→囚犯 

286. imprison：[ɪm'prɪzn]vt.监禁；关押；使…下狱 

结构分析：imprison=im（=in，使进入）+prison（监狱）→监禁，使下狱 

287. apprise：[ə'praɪz]vt.通知；报告 

结构分析：apprise=ap（=ad，去）+pris（抓）+e→抓住（人的思想）→通知 

288. comprise：[kəm'praɪz]vt.包含；由…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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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comprise=com（一起）+pris（抓）+e→抓到一起→包含 

289. enterprise：['ɛntɚ'praɪz]n.企业；事业；进取心；事业心 

结构分析：enterprise=enter（=inter，在…之间）+pris（抓）+e→抓在两手之间→所从事

的事→事业，企业 

290. entrepreneur：[,ɑntrəprə'nɝ]n.企业家 

结构分析：entrepreneur=entrepren（=enterprise，企业）+eur（=er，者）→企业家 

291. reprise：[rɪ'priz]n.（从地产收入中支付的）年金；重复；重演 vt.重奏；重复 

结构分析：reprise=re（回去）+pris（抓）+e→抓回去→重复，重演，重奏 

292. reprisal：[rɪ'praɪzl]n.报复（行为）；报复性劫掠 

结构分析：reprisal=re（回去）+pris（抓）+al（名词后缀）→抓回去→报复 

293. surprise：[sɚ'praɪz]n.惊奇，诧异；突然袭击 vt.使惊奇；奇袭 

结构分析：surprise=sur（越过）+pris（抓）+e→越过来抓→突然袭击→使惊奇 

词根28. predat-（掠夺） 

来自拉丁语动词 praeda/praeheda（掠夺），与动词 prehendere（抓）同源。 

变体形式：prey- 

294. predation：[prɪ'deʃən]n.捕食；掠夺 

结构分析：predation=predat（掠夺）+ion（名词后缀）→掠夺，捕食 

295. predator：['prɛdətɚ]n.捕食者；食肉动物；掠夺者 

结构分析：predator=predat（掠夺）+or（者）→掠夺者→捕食者 

296. predatory：['prɛdətɔri]adj.掠夺的，掠夺成性的；食肉的；捕食生物的 

结构分析：predatory=predat（掠夺）+ory（形容词后缀）→掠夺的，捕食的 

297. depredate：['deprɪdeɪt]v.掠夺；毁坏 

结构分析：depredate=de（加强语气）+predat（掠夺）+e→掠夺，毁坏 

298. depredation：[,dɛprə'deʃən]n.掠夺；破坏；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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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depredation=de（加强语气）+predat（掠夺）+ion（名词后缀）→掠夺 

299. prey：[pre]vi.捕食；掠夺；折磨 n.捕食；牺牲者；被捕食的动物 

300. preyer：['preɪə]n.猛禽；猛兽 

结构分析：preyer=prey（捕食）+er（者）→捕食者→猛禽，猛兽 

PIE词根7. *kap-（持） 

含义解释： 

意为“抓住、持有、容纳”。 

演变历程： 

 希腊语 拉丁语 日耳曼语 
在三大语言中

的演变结果 
 capere（v.抓住，持有，

容纳） 
capsa（n.盒子） 

haben-（v.持有，保持） 
hafno-(港口) 
hafiga（v.载有，有分

量） 
进入英语后的

演变结果 
 cap-/capt-（抓住，持有，

容纳） 
caps-（盒子） 

hav-（持有，保持） 
haven（n.港口，避难

所） 
heavy（adj.沉重的） 

音变情况： 

原始印欧语辅音 k 在拉丁语中音变为 c，在日耳曼语中音变为 h；辅音 p 在日耳曼语中

音变为 b 或 f，进入英语后变为 v。 

词根29. cap-/capt-（抓住，持有，容纳） 

来源：拉丁语动词 capere（抓住，拿）及其完成分词 captus。 

变体形式：cip-/cept-/cab-/catch-/chas-/ceiv-/ceit- 

301. capable：['kepəbl]adj.能干的，能胜任的；有才华的 

结构分析：capable=cap（容纳）+able（能够）→能够容纳的→能干的 

302. capability：[ˌkepəˈbɪlətɪ]n.才能，能力；性能，容量 

结构分析：capability=cap（容纳）+abil（能够）+ity（名词后缀）→才能，容量 

303. capacious：[kə'peʃəs]adj.宽敞的；广阔的；容积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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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capacious=cap（容纳）+ac（倾向于）+ious（形容词后缀）→容积大的，宽

敞的 

304. capacity：[kə'pæsəti]n.能力；容量；资格，地位；生产力 

结构分析：capacity=cap（容纳）+ac（倾向于）+ity（名词后缀）→能力，容量 

305. capias：['kepɪæs]n.拘票；拘捕令 

结构分析：capias=cap（抓住）+ias（拉丁语第二人称单数虚拟语气）→你可以抓捕→中

世纪拘捕令的首句→拘捕令 

306. caption：['kæpʃən]n.标题；字幕；说明；逮捕 vt.加上说明；加上标题 

结构分析：caption=capt（抓住）+ion（名词后缀）→抓捕→中世纪抓捕羁押压文件的标

题→标题，字幕，说明 

307. captious：['kæpʃəs]adj.挑剔的；吹毛求疵的 

结构分析：captious=capt（抓住）+ious（形容词后缀）→善于抓住（毛病）的→挑剔的 

308. captive：['kæptɪv]adj.被俘虏的；被迷住的 n.俘虏；迷恋者 

结构分析：captive=capt（抓住）+ive（形容词后缀）→被抓住的→被俘虏的 

309. captivate：['kæptɪvet]vt.迷住，迷惑 

结构分析：captivate=captiv(e)（俘虏）+ate（动词后缀）→迷住，迷惑 

310. capture：['kæptʃɚ]vt.俘获；夺得；捕捉，拍摄,录制 n.捕获；战利品，俘虏 

结构分析：capture=capt（抓住）+ure（名词后缀）→捕获，俘虏 

311. accept：[əkˈsɛpt]vt.接受；承认；承担；承兑；容纳 vi.承认；同意；承兑 

结构分析：accept=ac（=ad，去）+cept（抓住，持有）→去抓，去持有→接受 

312. acceptance：[ək'sɛptəns]n.接纳；赞同；容忍 

结构分析：acceptance=ac（=ad，去）+cept（抓住）+ance（名词后缀）→接纳 

313. anticipate：[æn'tɪsə'pet]vt.预期，期望；占先，抢先；提前使用 

结构分析：anticipate=anti（在前面）+cip（抓住）+ate（动词后缀）→提前去抓住→预

期，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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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anticipation：[æn,tɪsɪ'peʃən]n.希望；预感；先发制人；预支 

结构分析：anticipation==anti（在前面）+cip（抓住）+ation（动名词后缀）→提前去抓

住→预感，先发制人 

315. conceive：[kən'siv]vt.怀孕；构思；以为；持有 vi.怀孕；设想；考虑 

结构分析：conceive=con（加强语气）+ceiv（持有）+e→在头脑中或体内持有→怀孕，

构思 

316. conceit：[kən'sit]n.自负；狂妄；幻想 

结构分析：conceit=con（加强语气）+ceit（持有）→头脑中持有之物→（不切实际的）

想法→自负，狂妄，幻想 

317. concept：['kɑnsɛpt]n.观念，概念 

结构分析：concept=con（加强语气）+cept（持有）→头脑中持有之物→观念，概念 

318. conception：[kən'sɛpʃən]n.怀孕；概念；设想；开始 

结构分析：conception=con（加强语气）+cept（持有）+ion（名词后缀）→在头脑中或

体内持有→怀孕，概念，设想 

319. deceive：[dɪ'siv]v.欺骗；行骗 

结构分析：deceive=de（离开）+ceiv（抓住）+e→抓走→欺骗 

320. deceit：[dɪ'sit]n.欺骗；谎言；欺诈手段 

结构分析：deceit=de（离开）+ceit（抓住）→抓走→欺骗 

321. deception：[dɪ'sɛpʃən]n.欺骗，欺诈；骗术 

结构分析：deception=de（离开）+cept（抓住）+ion（名词后缀）→欺骗 

322. deceptive：[dɪ'sɛptɪv]adj.欺诈的；迷惑的；虚伪的 

结构分析：deceptive=de（离开）+cept（抓住）+ive（形容词后缀）→欺诈的 

323. perceive：[pɚ'siv]vt.察觉，感觉；理解；认知 vi.感到，感知；认识到 

结构分析：perceive=per（完全）+ceiv（抓住）+e→完全抓住→理解，感知 

324. perception：[pɚ'sɛpʃən]n.知觉；感觉；看法；洞察力；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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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perception=per（完全）+cept（抓住）+ion（名词后缀）→知觉，洞察力 

325. receive：[rɪ'siv]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结构分析：receive=re（向后）+ceiv（抓住）+e→向后抓住→收到，接待 

326. receipt：[rɪ'sit]n.收到；收据；收入 vt.收到 

结构分析：receipt=re（向后）+ceipt（=cept，抓住）→向后抓住→收到→收据 

327. reception：[rɪ'sɛpʃən]n.接待；接收；招待会；感受；反应 

结构分析：reception=re（向后）+cept（抓住）+ion（名词后缀）→接待 

328. receptive：[rɪ'sɛptɪv]adj.善于接受的；能容纳的 

结构分析：receptive=re（向后）+cept（抓住）+ive（形容词后缀）→能容纳的，善于接

受的 

329. recipe：['rɛsəpi]n.食谱；处方 

结构分析：recipe=re（回去）+cip（持有）+e→拿回去，照此服用→处方→食谱 

330. emancipate：[ɪ'mænsɪpet]vt.解放；释放 

结构分析：emancipate=e（出来）+man（手）+cip（抓住）+ate（动词后缀）→摆脱掌控

→解放，释放 

331. emancipation：[ɪ,mænsə'peʃən]n.解放；释放 

结构分析：emancipation=e（出来）+man（手）+cip（抓住）+ation（动名词后缀）→解

放 

332. except：[ɪk'sɛpt]vt.不计；把…除外 vi.反对 prep.除…之外 conj.除了；要不是 

结构分析：except=ex（出来）+cept（持有）→拿出来→把……除外 

333. exception：[ɪk'sɛpʃən]n.例外；异议 

结构分析：exception=ex（出来）+cept（持有）+ion（名词后缀）→拿出来→例外 

334. exceptional：[ɪk'sɛpʃənl]adj.异常的，例外的 

结构分析：exceptional=exception（例外）+al（形容词后缀）→例外的 

335. incept：[ɪn'sept]vt.开始；摄取；接收 vi.获得学位；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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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incept=in（在里面）+cept（抓住）→抓在手里→开始，接收，摄取 

336. inception：[ɪn'sɛpʃən]n.起初；获得学位 

结构分析：inception=incept（开始）+ion（名词后缀）→起初 

337. inceptive：[ɪn'sɛptɪv]adj.开端的；起初的 n.表始动词 

结构分析：inceptive=incept（开始）+ive（形容词后缀）→开端的 

338. incipient：[ɪn'sɪpɪənt]adj.初期的；初始的；起初的；发端的 

结构分析：incipient=in（在里面）+cipi（抓住）+ent（形容词后缀）→抓在手里的→初

始的 

339. intercept：[,ɪntɚ'sɛpt]vt.拦截；截断；窃听 n.拦截；截距；截获的情报 

结构分析：intercept=inter（在中间）+cept（抓住）→在中间抓住→截获 

340. occupy：['ɑkjupaɪ]vt.占据，占领；居住；使忙碌 

结构分析：occupy=oc（=ob，越过）+cup（抓住）+y→越过来抓住→占据 

341. occupation：[,ɑkju'peʃən]n.占有；占有期；职业；消遣 

结构分析：occupation=oc（=ob，越过）+cup（抓住）+ation（动名词后缀）→占有→职

业，消遣 

342. occupant：['ɑkəpənt]n.占据者；占有者 

结构分析：occupant=oc（=ob，越过）+cup（抓住）+ant（形容词后缀）→占有的（人）

→占有者，占据者 

343. participate：[pɑr'tɪsə'pet]vi.参与，参加；分享 vt.分享；分担 

结构分析：participate=parti（部分）+cip（持有）+ate（动词后缀）→持有部分→参与，

分享，分担 

344. participation：[pɑr,tɪsɪ'peʃən]n.参与；分享；参股 

结构分析：participation=parti（部分）+cip（持有）+ation（动名词后缀）→参与，分享 

345. participant：[pɑr'tɪsəpənt]adj.参与的；有关系的 n.参与者；关系者 

结构分析：participant=parti（部分）+cip（持有）+ant（形容词后缀）→参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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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 

346. cable：['kebl]n.缆绳；电缆；海底电报 

结构分析：cable=cab（抓）+le（名词后缀）→用来抓的东西→捆绑之物→缆绳→电缆 

347. catch：[kætʃ]vt.赶上；抓住；感染；了解 vi.赶上；抓住 n.捕捉；捕获物；窗钩 

348. chase：[tʃeɪs]v.n.追逐；追捕；追赶 

结构分析：chase=chas（抓）+e→去抓→追捕 

349. purchase：['pɝtʃəs]n.购买；紧握；起重装置 vt.购买；赢得 vi.购买东西 

结构分析：purchase=pur（加强语气）+chase（追逐）→追求→购买，赢得 

词根30. caps-（盒子） 

来源：拉丁语名词 capsa（盒子）。 

350. capsule：[ˈkæpsl;]n. 胶囊；蒴果；太空舱；小容器 

结构分析：capsule=caps（盒子）+ule（指小名词后缀）→小盒子→胶囊 

351. case：[kes]n. 箱 

结构分析：case=ca(p)s（盒子）+e→盒子 

352. cassette：[kə'sɛt]n. 盒式磁带；暗盒；珠宝箱；片匣 

结构分析：cassette=cass（=caps，盒子）+ette（指小名词后缀）→小盒子→盒式磁带 

词根31. hav-（持有，保持） 

来源：日耳曼语动词 haben-（持有，保持）。 

353. have：[həv;hæv]vt.有；让；拿；从事 

结构分析：have=hav（持有）+e→有，拿 

354. behave：[bɪ'hev]vi.表现；（机器等）运转；举止端正；（事物）起某种作用 vt.使守规矩；

使表现得… 

结构分析：behave=be（加强语气）+hav（保持）+e→保持→举止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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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behavior：[bɪ'hevjɚ]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结构分析：behavior=be（加强语气）+hav（保持）+ior（名词后缀）→举止，行为 

356. heave：[hiv]vt.举起；使起伏；投掷；恶心；发出（叹息等）vi.起伏；举起；喘息；呕吐

n.举起；起伏；投掷；一阵呕吐 

结构分析：heave=heav（=hav，保持）+e→举起，起伏 

PIE词根8. *kaput-（头） 

含义解释： 

意为“头”。 

演变历程： 

 希腊语 拉丁语 日耳曼语 
在三大语言中

的演变结果 
 caput（n.头） haubudam（n.头） 

进入英语后的

演变结果 
 cap-/capit-（头） head（n.头） 

音变情况： 

原始印欧语辅音 k 在拉丁语中音变为 c，在日耳曼语中音变为 h。 

词根32. cap-/capit-（头） 

来源：拉丁语名词 caput（头）及其属格形式 capitis。 

变体形式：cipit-/chapt-/chiev-/chief- 

357. cap：[kæp]n.盖；帽子 

358. cape：[kep]n.海角，岬；披肩 

结构分析：cape=cap（头）+e→海的头；包裹头部的衣服→海角；披肩 

359. escape：[ɪˈskep]v.逃脱；避开；溜走 

结构分析：escape=es（=ex，出来）+cape（披肩）→挣脱披肩→战场上被追击时脱掉披

肩，趁敌人去捡披肩时逃脱） 

360. capital：['kæpɪtl]n.首都；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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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capital=capit（头）+al（形容词后缀）→头的，牛头的→首都，资金 

361. capitate：['kæpə,tet]adj.头状的；头状花序的 

结构分析：capitate=capit（头）+ate（形容词后缀）→头状的 

362. capitation：['kæpə'teʃən]n.人头税；按人收费；每人均摊费 

结构分析：capitation=capit（头）+ation（动名词后缀）→数人头→人头税，按人收费 

363. capitulate：[kə'pɪtʃulet]vi.认输，屈服；让步；有条件投降 

结构分析：capitulate=capit（头）+ul（指小名词形式）+ate（动词后缀）→起草（投降

协定）要点（小头）→有条件投降→认输，屈服，让步 

364. capitulation：[kəpɪtjʊ'leɪʃ(ə)n]n.（有条件的）投降；投降协定；要点；条约 

结构分析：capitulation=capitulat(e)（投降，起草投降协定）+ion（名词后缀）→投降，

投降协定 

365. capitulum：[kə'pɪtʃʊləm]n.小头，骨端；头状花序 

结构分析：capitulum=capit（头）+ul（指小名词形式）+um（名词后缀）→小头 

366. captain：[ˈkæptən]n.队长，首领；船长；上尉；海军上校 

结构分析：captain=cap(i)t（头）+ain（名词后缀）→首领→队长，船长，上尉 

367. chapter：['tʃæptɚ]n.章，回 

结构分析：chapter=chapt（头）+er（=ul，指小名词后缀）→小头→章，回 

368. biceps：['baɪsɛps]n.二头肌 

结构分析：biceps=bi（二）+cep（=cap，头）+s（复数形式）→二头肌 

369. bicipital：[baɪ'sɪpɪtəl]adj.二头肌的；有两头的 

结构分析：bicipital=bi（二）+cipit（头）+al（形容词后缀）→二头（肌）的 

370. triceps：['traɪsɛps]n.三头肌 

结构分析：triceps=tri（三）+cep（=cap，头）+s（复数形式）→三头肌 

371. decapitate：[dɪ'kæpɪtet]vt.斩首；解雇；使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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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decapitate=de（分离）+capit（头）+ate（动词后缀）→斩首 

372. decapitation：[dɪ,kæpə'teʃən]n.斩首；解雇；撤职 

结构分析：decapitation=de（分离）+capit（头）+ation（动名词后缀）→斩首 

373. occipital：[ɑk'sɪpətl]adj.枕骨的，枕部的 n.枕骨 

结构分析：occipital=oc（=ob，对着）+cipit（头）+al（形容词后缀）→对着头的→头后

部的→枕骨，枕骨的，枕部的 

374. precipitate：[prɪ'sɪpɪtet]n.沉淀物 vt.使沉淀；使陷入；猛抛 vi.沉淀；猛地落下；冷凝成为

雨或雪等 adj.突如其来的；猛地落下的；急促的 

结构分析：precipitate=pre（前面）+cipit（头）+ate（动词和形容词后缀）→头向前的→

一头栽下→猛地落下 

375. precipitation：[prɪ'sɪpə'teʃən]n.沉淀，沉淀物；降水；冰雹；坠落；鲁莽 

结构分析：precipitation=precipitat(e)（猛地落下）+ion（名词后缀）→坠落→沉淀，降水，

冰雹，鲁莽 

376. recapitulate：['rikə'pɪtʃə'let]v.概括；重述要点；摘要 

结构分析：recapitulate=re（再次）+capit（头）+ul（指小名词形式）+ate（动词后缀）

→再次编写要点（小头）→概括，重述要点 

377. recapitulation：[,rikə,pɪtʃə'leʃən]n.概括；重述要点 

结构分析：recapitulation=recapitulat(e)（概括）+ion（名词后缀）→概括，重述要点 

378. cattle：['kætl]n.牛；牲畜；家畜 

结构分析：cattle=catt（=capit，头）+le→（牲畜的）头数→牲畜→牛 

379. cadet：[kə'dɛt]n.幼子，次子；实习生；候补军官；军校学员 

结构分析：cadet=cad（=cap，头）+et（指小名词后缀）→小头，小首领→贵族家的次子

或幼子→军校学员（古时候贵族家次子无权继承爵位，常从军以谋求功名） 

380. chief：[tʃif]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381. chef：[ʃɛf]n.厨师，大师傅；主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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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achieve：[ə'tʃiv]vt.取得；获得；实现 vi.成功；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愿以偿 

结构分析：achieve=a（=ad，趋近）+chiev（头）+e→到达尽头→完成，达到目标→取得，

实现，成功 

383. achievement：[ə'tʃivmənt]n.成就；成绩；完成；达到 

结构分析：achievement=achieve（完成，实现）+ment（名词后缀）→成就，成绩 

384. kerchief：['kɝtʃɪf]n.方头巾；方围巾；手帕（等于 handkerchief） 

结构分析：kerchief=ker（遮盖）+chief（头）→盖头之物→方头巾→手帕 

PIE词根9. *ker-(1)（角） 

含义解释： 

意为“角、头、突出物”。 

演变历程： 

 希腊语 拉丁语 日耳曼语 
在三大语言中

的演变结果 
keras（n.角） 
kranion（n.头） 

cornu（n.角） 
cerebrum（n.脑） 
cervix（n.颈） 

hurnaz（n.角） 

进入英语后的

演变结果 
kerat-（角，角膜） 
crani-（头） 

corn-（角） 
cerebr-（脑） 
cerv-（颈） 

horn（n.角） 

音变情况： 

原始印欧语辅音 k 在拉丁语中音变为 c，在日耳曼语中音变为 h。 

词根33. kerat-（角，角膜） 

来源：希腊语名词 keras（角）的属格形式 keratos。 

组合形式：kerato- 

385. keratin：['kɛrətɪn]n.角蛋白；角素，角质 

结构分析：keratin=kerat（角）+in（名词后缀，表物质）→构成角的物质→角蛋白 

386. keratitis：[,kɛrə'taɪtɪs]n.角膜炎 

结构分析：keratitis=kerat（角膜）+itis（炎）→角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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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 keratoid：['kɛrə,tɔɪd]adj.角质的 

结构分析：keratoid=kerato（角）+id（形容词后缀）→角质的 

388. keratosis：[,kɛrə'tosɪs]n.角化病（皮肤角质生长） 

结构分析：keratosis=kerato（角）+sis（名词后缀）→角化病 

389. keratoscope：['kerətəskəup]n.角膜镜 

结构分析：keratoscope=kerato（角膜）+scope（光学仪器）→角膜镜 

390. keratoscopy：[,kerə'tɒskəpɪ]角膜镜检查 

结构分析：keratoscopy=kerato（角膜）+scop（光学仪器）+y→角膜镜检查 

词根34. crani-（头） 

来源：希腊语名词 kranion（头）。 

组合形式：cranio- 

391. cranium：['krenɪəm]n.颅；头盖骨 

结构分析：cranium=crani（头）+um（名词后缀）→颅 

392. cranial：['krenɪəl]adj.颅的；头盖的 

结构分析：cranial=crani（头）+al（形容词后缀）→颅的 

393. craniotomy：[,krenɪ'ɑtəmi]n.开颅手术；颅骨切开术 

结构分析：craniotomy=cranio（颅）+tomy（切开）→开颅手术 

词根35. corn-（角） 

来源：拉丁语名词 cornu（角）。 

394. cornea：['kɔrnɪə]n.角膜 

结构分析：cornea=corn（角）+ea（形容词后缀）→角质的（器官）→角膜 

395. corneous：['kɔrnɪəs]adj.角质的；似角的 

结构分析：corneous=corn（角）+eous（形容词后缀）→角质的，似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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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 corner：['kɔrnɚ]n.角落；偏僻处；困境 vi.囤积 vt.垄断；迫至一隅；把…难住 

结构分析：corner=corn（角）+er（名词后缀）→角落→困境，困住 

397. cornet：['kɔrnɪt]n.短号；蛋筒 

结构分析：cornet=corn（角）+et（指小名词后缀）→小角→短号，蛋筒 

398. cornucopia：['kɔrnjʊ'kopɪə]n.丰饶之角；哺乳宙斯的羊角；丰饶的象征 

结构分析：cornucopia=cornu（角）+copia（丰饶）→丰饶之角 

399. Capricorn：['kæprikɔ:n]n.摩羯座（等于 Capricornus）；摩羯宫 

结构分析：Capricorn=capri（山羊）+corn（角）→山羊角→摩羯座 

400. unicorn：['junɪkɔrn]n.独角兽；麒麟 

结构分析：unicorn=uni（单一）+corn（角）→独角兽 

词根36. cerebr-（脑） 

来源：拉丁语名词 cerebrum（脑）。 

401. cerebrum：[sə'ribrəm]n.大脑 

结构分析：cerebrum=cerebr（脑）+um（名词后缀）→大脑 

402. cerebral：[sə'ribrəl]adj.大脑的，脑的 

结构分析：cerebral=cerebr（脑）+al（形容词后缀）→脑的 

403. cerebrate：['sɛrə,bret]vi.思考，思索；用脑筋 

结构分析：cerebrate=cerebr（脑）+ate（动词后缀）→用脑→思考 

404. cerebration：[,sɛrə'breʃən]n.思考；精神活动；脑髓作用 

结构分析：cerebration=cerebr（脑）+ation（动名词后缀）→用脑→思考 

405. cerebellum：['sɛrə'bɛləm]n.小脑 

结构分析：cerebellum=cereb(r)（脑）+ellum（指小名词后缀）→小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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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根37. cerv-（颈） 

来源：拉丁语名词 cervix（颈部）。 

406. cervix：['sɝvɪks]n.子宫颈；颈部 

结构分析：cervix=cerv（颈）+ix（名词后缀）→颈部→子宫颈 

407. cervical：['sɝvɪkl]adj.颈的；子宫颈的 

结构分析：cervical=cerv（颈）+ical（形容词后缀）→颈的，子宫颈的 

PIE词根10. *kerd-（心） 

含义解释： 

意为“心”。 

演变历程： 

 希腊语 拉丁语 日耳曼语 
在三大语言中

的演变结果 
kardia（n.心） cor（n.心） 

credere（v.相信，“将心

交给”） 

herton-（n.心） 

进入英语后的

演变结果 
cardi-（心） cor-/cord-（心） 

cred-（相信） 
heart（n.心） 

音变情况： 

原始印欧语辅音 k 在拉丁语中音变为 c，在日耳曼语中音变为 h。 

词根38. cardi-（心） 

来源：希腊语名词 kardia（心）。 

组合形式：cardio- 

408. cardiac：['kɑrdɪæk]n.强心剂；强胃剂 adj.心脏的；心脏病的；贲门的 

结构分析：cardiac=cardi（心）+ac（=ic，形容词后缀）→心脏的，心脏病的→强心剂 

409. cardiogram：['kɑrdɪə,græm]n.心电图 

结构分析：cardiogram=cardio（心）+gram（图画）→心电图 

410. cardiograph：['kɑrdɪə,græf]n.心电图；心动描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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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cardiograph=cardio（心）+graph（图画）→心电图，心动描记器 

411. cardiology：[,kɑrdɪ'ɑlədʒi]n.心脏病学 

结构分析：cardiology=cardio（心）+logy（学科）→心脏病学 

412. cardiologist：['kɑrdɪ'ɑlədʒɪst]n.心脏病学家；心脏病科医师 

结构分析：cardiologist=cardio（心）+log（学科）+ist（专业人士）→心脏病学家 

413. cardiopathy：[,kɑrdɪ'ɑpəθi]n.心脏病 

结构分析：cardiopathy=cardio（心）+pathy（病）→心脏病 

414. pericardium：[,pɛrɪ'kɑrdɪəm]n.心包；心包膜 

结构分析：pericardium=peri（围绕）+cardi（心）+um（名词后缀）→心包 

415. pericarditis：[,pɛrɪkɑr'daɪtɪs]n.心包炎 

结构分析：pericarditis=peri（围绕）+card（心）+itis（炎症）→心包炎 

词根39. cor-/cord-（心） 

来源：拉丁语名词 cor（心）及其属格形式 cordis。 

变体形式：cour- 

416. core：[kɔr]n.核心；要点；果心；磁心 

结构分析：core=cor（心）+e→核心 

417. cordial：['kɔrdʒəl]adj.热忱的，诚恳的；兴奋的 n.补品；兴奋剂；甘露酒 

结构分析：cordial=cord（心）+ial（形容词后缀）→发自内心的，强心的→热忱的，兴

奋的→补品，兴奋剂 

418. courage：['kɝrɪdʒ]n.勇气；胆量 

结构分析：courage=cour（心）+age（名词后缀）→心灵的力量→勇气，胆量 

419. courageous：[kə'redʒəs]adj.有胆量的，勇敢的 

结构分析：courageous=courage（勇气）+ous（形容词后缀）→有胆量的，勇敢的 

420. encourage：[ɪn'kɝrɪdʒ]vt.鼓励，怂恿；激励；支持 



英语词根终极解密（免费试读版） 

67 
微信公众号：钱博士英语 

结构分析：encourage=en（=in，注入）+courage（勇气）→注入勇气→鼓励，怂恿 

421. discourage：[dɪs'kɝɪdʒ]vt.阻止；使气馁 

结构分析：discourage=dis（去掉）+courage（勇气）→使失去勇气→阻止，使气馁 

422. accord：[ə'kɔrd]n.符合；一致；协议；自愿 vt.使一致；给予 vi.符合；一致 

结构分析：accord=ac（=ad，趋近）+cord（心）→心意趋近→符合，一致 

423. accordance：[ə'kɔrdns]n.一致；和谐 

结构分析：accordance=ac（=ad，趋近）+cord（心）+ance（名词后缀）→心意趋近→一

致，和谐 

424. accordant：[ə'kɔrdənt]adj.一致的；调和的 

结构分析：accordant=ac（=ad，趋近）+cord（心）+ant（形容词后缀）→心意趋近的→

一致的，调和的 

425. concord：['kɑŋkɔrd]n.和谐；和睦；一致；协调 

结构分析：concord=con（一起）+cord（心）→心在一起→和谐，和睦，一致 

426. concordance：[kən'kɔrdns]n.调和，一致；索引 

结构分析：concordance=con（一起）+cord（心）+ance（名词后缀）→心在一起→调和，

一致→索引 

427. concordant：[kən'kɔrdnt]adj.和谐的；协调的；一致的；和声的 

结构分析：concordant=con（一起）+cord（心）+ant（形容词后缀）→心在一起的→和

谐的，一致的，协调的 

428. discord：['dɪskɔrd]n.不和；不调和；嘈杂声 vi.不一致；刺耳 

结构分析：discord=dis（分离）+cord（心）→心意分离→不和，不一致 

429. discordance：[dɪs'kɔrdns]n.不一致；不调和；冲突；（声音的）不和谐 

结构分析：discordance=dis（分离）+cord（心）+ance（名词后缀）→不一致 

430. discordant：[dɪs'kɔrdənt]adj.不和谐的，刺耳的；不一致的 

结构分析：discordant=dis（分离）+cord（心）+ant（形容词后缀）→不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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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record：[(forv.)rɪˈkɔrd;(forn.)ˈrekərd;ˈrɛkɚd]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结构分析：record=re（回来）+cord（心）→回到心里→记录 

432. recordation：[,rɛkɚ'deʃən]n.记载；记录 

结构分析：recordation=record（记录）+ation（动名词后缀）→记载，记录 

433. recorder：[rɪ'kɔrdɚ]n.录音机；记录器；记录员 

结构分析：recorder=record（记录）+er（者）→记录器，记录员 

词根40. cred-（相信） 

来源：拉丁语动词 credere（相信，将心交给）。 

434. credence：['kridns]n.信任；凭证；祭器台 

结构分析：credence=cred（相信）+ence（名词后缀）→信任→凭证 

435. credential：[krə'dɛnʃl]n.证书；凭据；国书 

结构分析：credential=credenti（=credence，信任）+al（形容词后缀）→证明可信任的（东

西）→证书，凭据 

436. credo：['krido]n.信条，教义 

结构分析：credo=cred（相信）+o（拉丁语动词第一人称单数形式）→我相信（尼西亚

信经的第一句）→信条，教义 

437. creed：[krid]n.信条，教义 

438. credible：['kredəbl]adj.可信的；可靠的 

结构分析：credible=cred（相信）+ible（可以）→可信的 

439. incredible：[ɪn'krɛdəbl]adj.难以置信的，惊人的 

结构分析：incredible=in（不）+cred（相信）+ible（可以）→难以置信的 

440. credit：['krɛdɪt]n.信用；信誉；荣誉；贷款；学分 

结构分析：credit=cred（相信）+it（名词后缀）→信用，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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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credulous：['krɛdʒələs]adj.轻信的；因轻信而产生的 

结构分析：credulous=cred（相信）+ul（富于）+ous（形容词后缀）→轻信的 

442. credulity：[krɪ'duləti]n.轻信；易受骗 

结构分析：credulity=cred（相信）+ul（富于）+ity（名词后缀）→轻信 

443. incredulous：[ɪn'krɛdʒələs]adj.怀疑的；不轻信的 

结构分析：incredulous=in（不）+credulous（轻信的）→怀疑的，不轻信的 

444. incredulity：[,ɪnkrə'djʊləti]n.怀疑；不轻信，不易相信 

结构分析：incredulity=in（不）+credulity（轻信）→怀疑，不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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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体现辅音 b/p/f 的音变规律的 PIE 词根 

原始印欧语 p、b、bh、和 gwh 在希腊语、拉丁语和日耳曼语中的发音对应关系如下： 

 
根据以上对应关系，可以不太精确地归纳出不同词源英语单词的发音和拼写对应关系如

下： 

b=p（ph）=f 

汉语中也有类似的音变现象，如汉字“捕”（bu）、“浦”（pu）和“辅”（fu）。 

PIE词根11. *bhrater-（兄弟） 

含义解释： 

意为“兄弟”。 

演变历程： 

 希腊语 拉丁语 日耳曼语 
在三大语言中

的演变结果 
phrater（n.同胞，宗亲） frater（n.兄弟） brothar（n.兄弟） 

进入英语后的

演变结果 
phratr-（同胞，宗亲） frater-（兄弟） brother（n.兄弟） 

音变情况： 

原始印欧语辅音 bh 在希腊语中音变为 ph，在拉丁语中音变为 f，在日耳曼语中音变为

b。 

词根41. phratr-（同胞，宗亲） 

来源：希腊语名词 phrater（同胞，宗亲） 

445. phratry：['freɪtrɪ]n.氏族；宗族分支 

结构分析：phratry=phratr（同胞，宗亲）+y（名词后缀）→氏族，宗族分支 

446. phratric：['freitriæk]adj.氏族的；宗族分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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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phratric=phratr（同胞，宗亲）+ic（形容词后缀）→氏族的，宗族分支的 

词根42. frater-（兄弟） 

来源：拉丁语名词 frater（兄弟） 

变体形式：fratri-/fratern- 

447. fraternal：[frə'tɝnl]adj.兄弟般的；友好的 

结构分析：fraternal=fratern（兄弟）+al（形容词后缀）→兄弟般的，友好的 

448. fraternity：[frə'tɝnəti]n.兄弟情谊；兄弟关系；友爱；兄弟会；互助会；大学生联谊会 

结构分析：fraternity=fratern（兄弟）+ity（名词后缀）→兄弟情谊，兄弟关系→兄弟会 

449. fraternize：['frætɚnaɪz]vi.亲如兄弟；友善 vt.使…亲如兄弟；使…友善 

结构分析：fraternize=fratern（兄弟）+ize（动词后缀）→（使）亲如兄弟 

450. fratricide：['frætrɪsaɪd]n.杀害兄弟者；杀兄弟的行为 

结构分析：fratricide=fratri（兄弟）+cid（杀）+e→杀害兄弟 

451. fratricidal：[,fretrə'saɪdl]adj.同族互杀的；杀兄弟的 

结构分析：fratricidal=fratricid(e)（杀害兄弟）+al（形容词后缀）→杀害兄弟的 

452. friar：['fraɪə]n.化缘修士；男修道士 

结构分析：friar=frater=兄弟→男修道士 

453. friary：['fraɪəri]n.寺院，男修道院 

结构分析：friary=friar（男修道士）+y（名词后缀）→男修道院 

454. confrere：['kɑnfrɛr]n.会员；兄弟会会员；社员；同志；同事；同行 

结构分析：confrere=con（一起）+frer（=frater，兄弟）+e→在一起的兄弟→会员 

455. confraternity：[,kɑnfrə'tɜːnɪti]n.协会；兄弟会；社团；兄弟般的关系 

结构分析：confraternity=con（一起）+fratern（兄弟）+ity（名词后缀）→在一起的兄弟

→兄弟般的关系→兄弟会，协会，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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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词根12. *ped-（足） 

含义解释： 

意为“足、脚”。 

演变历程： 

 希腊语 拉丁语 日耳曼语 
在三大语言中

的演变结果 
pous（足，脚） pes（n.足，脚） fot（n.足，脚） 

进入英语后的

演变结果 
pus-/pod-（足） ped-（足） foot（n.足，脚） 

音变情况： 

原始印欧语 p 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保持为 p，在日耳曼语中音变为 f。 

词根43. pus-/pod-（足） 

来源：希腊语名词 pous（足，脚）的属格形式 podos。 

456. podiatry：[pə'daɪətri]n.足部医疗；脚病学 

结构分析：podiatry=pod（足）+iatry（医疗）→足部医疗，脚病学 

457. podium：['podɪəm]n.乐队指挥台；矮墙；领奖台 

结构分析：podium=pod（足）+ium（名词后缀）→凸起的平台→领奖台，指挥台 

458. apodal：['æpədəl]adj.无足的；无腹鳍的 

结构分析：apodal=a（无）+pod（足）+al（形容词后缀）→无足的 

459. arthropod：['ɑrθrə,pɑd]n.节肢动物 adj.节肢动物的 

结构分析：arthropod=arthro（节）+pod（足）→节肢动物，节肢动物的 

460. cephalopod：['sɛfələpɑd]n.头足类动物 adj.头足类动物的 

结构分析：cephalopod=cephalo（头）+pod（足）→头足类动物（的） 

461. gastropod：['gæstrəpɒd]n.腹足类动物 

结构分析：gastropod=gastro（腹部）+pod（足）→腹足类动物 

462. hexapod：['hɛksə,pɑd]n.昆虫；六脚的节足动物 adj.六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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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hexapod=hexa（六）+pod（足）→六脚的（动物）→昆虫 

463. tripod：['traɪpɑd]n.三脚架；三脚桌 

结构分析：tripod=tri（三）+pod（足）→三脚架 

464. octopus：['ɑktəpəs]n.章鱼 

结构分析：octopus=octo（八）+pus（足）→八足动物→章鱼 

465. Oedipus：['i:dipəs;'e-]n.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人物） 

结构分析：Oedipus=oedi（肿）+pus（足）→脚肿的→俄狄浦斯 

词根44. ped-（足） 

来源：拉丁语名词 pes（足，脚）的属格形式 pedis。 

组合形式：pedi- 

466. pedal：['pɛdl]n.踏板；脚蹬子 adj.脚的；脚踏的 

结构分析：pedal=ped（足）+al（形容词后缀）→脚（踏）的→踏板，脚蹬子 

467. pedestal：['pɛdɪstl]n.基架，基座；基础 

结构分析：pedestal=pe(d)（足）+de（=of）+stal(l)（棚子）→棚子的脚→基座 

468. pedestrian：[pə'dɛstrɪən]adj.徒步的；平淡无奇的 n.行人；步行者 

结构分析：pedestrian=ped（足）+estri+an（形容词后缀）→徒步的→行人 

469. pedicure：['pɛdɪkjʊr]n.足疗，足部护理 

结构分析：pedicure=pedi（足）+cure（治疗，护理）→足疗，足部护理 

470. pedigree：['pɛdɪɡri]n.血统；家谱 

结构分析：pedigree=pedi（足）+gree（鹤）→鹤脚→像鹤脚一样的东西→家谱→血统 

471. biped：['baɪpɛd]adj.有两足的 n.两足动物 

结构分析：biped=bi（两）+ped（足）→有两足的，两足动物 

472. centipede：['sɛntɪpid]n.蜈蚣 

结构分析：centipede=centi（百）+ped（足）+e→百足虫→蜈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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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expedite：['ɛkspədaɪt]vt.加快；促进；发出 adj.畅通的；迅速的；方便的 

结构分析：expedite=ex（出来）+ped（足，在此指脚镣）+ite（动词和形容词后缀）→

挣脱脚镣→加快，促进；迅速的 

474. expedition：[,ɛkspə'dɪʃən]n.远征；探险队；迅速 

结构分析：expedition=expedit(e)（迅速行动）+ion（名词后缀）→远征 

475. expedient：[ɪk'spidɪənt]adj.权宜的；方便的；有利的 n.权宜之计；应急手段 

结构分析：expedient=expedi(te)（迅速行动）+ent（形容词后缀）→有助于迅速采取行动

的→权宜的，方便的；权宜之计 

476. impede：[ɪm'pid]vt.阻碍；妨碍；阻止 

结构分析：impede=im（=in，进入）+ped（足）+e→进入其路线→阻碍，阻止 

477. impedance：[ɪm'pidns]n.阻抗 

结构分析：impedance=imped(e)（阻碍）+ance（名词后缀）→阻抗 

478. impediment：[ɪm'pɛdɪmənt]n.口吃；妨碍；阻止 

结构分析：impediment=impedi（=impede，阻碍）+ment（名词后缀）→妨碍，阻止→口

吃 

PIE词根13. *pəter-（父） 

含义解释： 

意为“父亲”。 

演变历程： 

 希腊语 拉丁语 日耳曼语 
在三大语言中

的演变结果 
pater（n.父亲） pater（n.父亲） 

paternus（adj.父亲的） 
fader（n.父亲） 

进入英语后的

演变结果 
patr-（父亲） patr-/patern-（父亲） father（n.父亲） 

音变情况： 

原始印欧语辅音 p 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保持为 p，在日耳曼语中音变为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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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根45. patr-/patern-（父亲） 

来源：希腊语名词 pater（父亲）的属格形式 patros，拉丁语名词 pater（父亲）的属格形

式 patris，拉丁语形容词 paternus（父亲的）。 

组合形式：patri- 

479. paternal：[pə'tɝnl]adj.父亲的；得自父亲的；父亲般的 

结构分析：paternal=patern（父亲）+al（形容词后缀）→父亲的 

480. paternity：[pə'tɝnəti]n.父亲身份；父权；父系；父系血统 

结构分析：paternity=patern（父亲）+ity（名词后缀）→父亲身份，父权 

481. patriarch：['petrɪɑrk]n.家长；族长；元老；创始人 

结构分析：patriarch=patri（父亲）+arch（首领）→父辈中的首领→家长，族长 

482. patriarchy：['petrɪɑrki]n.父权制；家长统治；父系社会 

结构分析：patriarchy=patri（父亲）+arch（首领）+y（名词后缀）→家长统治，父权制 

483. patrician：[pə'trɪʃən]adj.贵族的；显贵的 n.贵族；有教养的人 

结构分析：patrician=patr（父亲）+ic（形容词后缀）+ian（形容词后缀）→父亲的→古

罗马氏族首领的→古罗马元老的→贵族的 

484. patrimony：['pætrɪmoni]n.遗产；祖传的财物；继承物；教会的财产 

结构分析：patrimony=patri（父亲）+mony（名词后缀）→父亲传下来的东西→遗产 

485. patriot：['petrɪət]n.爱国者 

结构分析：patriot=patri（父亲）+ot（名词后缀）→（同一个）父亲的→同胞，同一个国

家的人→爱国者 

486. patriotic：[ˌpetrɪˈɑtɪk]adj.爱国的 

结构分析：patriotic=patriot（爱国者）+ic（形容词后缀）→爱国的 

487. patron：['petrən]n.赞助人；保护人；老主顾 

结构分析：patron=patr（父亲）+on（名词后缀）→父亲→古罗马平民对其依附的贵族的

称呼→赞助人，保护人→老主顾 



英语词根终极解密（免费试读版） 

76 
微信公众号：钱博士英语 

488. patronage：['pætrənɪdʒ]n.庇护；赞助；光顾；保护人的身份或作用 

结构分析：patronage=patron（保护人、赞助人）+age（名词后缀）→保护人的身份或作

用→庇护，赞助，光顾 

489. patronize：[ˈpeɪtrəˌnaɪz;ˈpætrənˌaɪz]vt.以恩赐的态度对待；经常光顾；资助；保护 

结构分析：patronize=patron（保护人、赞助人）+ize（动词后缀）→保护，资助，经常

光顾；以恩赐的态度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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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体现辅音 d/t 的音变规律的 PIE 词根 

原始印欧语 t、d、和 dh 在希腊语、拉丁语和日耳曼语中的发音对应关系如下： 

 
根据以上对应关系，可以不太精确地归纳出不同词源英语单词的发音和拼写对应关系如

下： 

t（th）=d（f） 

汉语中也有类似的音变现象，如汉字“塔”（ta）和“搭”（da），“坨”（tuo）和“舵”

（duo）。 

PIE词根14. *dent-（齿） 

含义解释： 

意为“牙齿”。 

演变历程： 

 希腊语 拉丁语 日耳曼语 
在三大语言中

的演变结果 
odon（n.牙齿） dens（n.牙齿） tan-thuz（n.牙齿） 

进入英语后的

演变结果 
odon-/odont-（牙齿） dent-（牙齿，长牙） tooth（n.牙齿） 

音变情况： 

原始印欧语辅音 d 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保持为 d，在日耳曼语中音变为 t。 

词根46. odon-/odont-（牙齿） 

来源：希腊语名词 odon（牙齿）及其属格形式 odontos。 

490. glyptodon：[ɡ'lɪptɒdən]n.雕齿兽 

结构分析：glyptodon=glypt（雕刻）+odon（牙齿）→雕齿兽 

491. mastodon：['mæstə,dɑn]n.乳齿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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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mastodon=mast（乳房）+odon（牙齿）→乳齿象 

492. orthodontia：[,ɔːθəʊ'dɒntɪə]n.正牙学；畸齿矫正术（等于 orthodontics） 

结构分析：orthodontia=orth（正）+odont（牙齿）+ia（名词后缀）→正牙学 

493. orthodontic：[,ɔrθə'dɑntɪks]adj.畸齿矫正的 

结构分析：orthodontic=orth（正）+odont（牙齿）+ic（形容词后缀）→畸齿矫正的 

494. orthodontics：[,ɔrθə'dɑntɪks]n.正牙学；畸齿矫正术 

结构分析：orthodontics=orth（正）+odont（牙齿）+ics（学问）→正牙学 

495. orthodontist：[,ɔrθə'dɑntɪst]n.正牙医生；牙齿矫正医师 

结构分析：orthodontist=orth（正）+odont（牙齿）+ist（专业人士）→正牙医生 

496. periodontal：[,pɛrɪo'dɑntl]adj.牙周的；牙周膜的；牙周病学的 

结构分析：periodontal=peri（在周围）+odont（牙齿）+al（形容词后缀）→牙周的 

497. periodontitis：[,periədɔn'taitis]n.牙周炎 

结构分析：periodontitis=peri（在周围）+odont（牙齿）+itis（炎症）→牙周炎 

词根47. dent-（牙齿，长牙） 

来源：拉丁语名词 dens（牙齿）的属格形式 dentis。 

498. dent：[dɛnt]n.齿；凹痕；削弱；减少 v.削弱；（使）凹进去 

499. dental：['dɛntl]adj.牙科的；牙齿的，牙的 n.齿音 

结构分析：dental=dent（牙齿）+al（形容词后缀）→牙齿的 

500. dentate：['dɛntet]adj.齿状的；有齿的；锯齿状的 

结构分析：dentate=dent（长牙）+ate（形容词后缀）→长有牙齿的→齿状的，锯齿状的 

501. denture：[ˈdɛntʃɚ]n.假牙；托牙；一副牙齿牙列 

结构分析：denture=dent（牙齿）+ure（名词后缀）→（假的）牙齿→假牙 

502. dentist：['dɛntɪst]n.牙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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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dentist=dent（牙齿）+ist（专业人士）→牙科医生 

503. dentistry：['dɛntɪstri]n.牙科学；牙医行业 

结构分析：dentistry=dentist（牙科医生）+ry（名词后缀）→牙科学 

504. dentiform：[dentɪfɔːm]adj.齿形的；齿状的 

结构分析：dentiform=dent（牙齿）+i+form（形状）→齿形的；齿状的 

505. dentoid：['dɛntɔɪd]adj.齿状的 

结构分析：dentoid=dent（牙齿）+oid（像……的）→齿状的 

506. denticle：['dɛntɪkl]n.小齿；齿状装饰 

结构分析：denticle=dent（牙齿）+i+cle（指小名词后缀）→小牙齿→小齿，齿状装饰 

507. dentin：['dɛntɪn]n.象牙质；牙质（等于 dentine） 

结构分析：dentin=dent（牙齿）+in（名词后缀）→牙质 

508. dentition：[dɛn'tɪʃən]n.出牙；长牙；牙列；齿系 

结构分析：dentition=dent（牙齿，长牙）+it（反复动词形式）+ion（名词后缀）→出牙，

长牙；牙列，齿系 

509. dandelion：['dændɪlaɪən]n.蒲公英 

结构分析：dandelion=dan（=dent，牙齿）+de（=of）+lion（狮子）→狮子的牙齿→蒲公

英（因其叶子形如狮牙而得名） 

510. indent：[ɪn'dɛnt]v.（使）凹进；（使）成锯齿状；缩进 n.锯齿状缺口；缩进；契约 

结构分析：indent=in（进入）+dent（牙齿）→凹进，形成锯齿状→契约（一式两份，锯

齿状分割开，以供核对） 

511. indenture：[ɪn'dɛntʃɚ]n.契约；合同 

结构分析：indenture=in（进入）+dent（牙齿）+ure（名词后缀）→锯齿状分割开之物→

契约 

512. indentation：[,ɪndɛn'teʃən]n.压痕；刻痕；凹陷；缩排；锯齿状 

结构分析：indentation=indent（凹进，形成锯齿状）+ation（动名词后缀）→凹陷，刻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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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痕，锯齿状，缩排 

513. trident：['traɪdnt]n.三叉戟；三齿鱼叉；三叉线 

结构分析：trident=tri（三）+dent（牙齿）→三叉戟，三齿鱼叉 

PIE词根15. *ed-（吃） 

含义解释： 

意为“吃”。 

演变历程： 

 希腊语 拉丁语 日耳曼语 
在三大语言中

的演变结果 
 edere（v.吃） etan（v.吃） 

进入英语后的

演变结果 
 ed-/es-/est-（吃） eat（v.吃） 

etch（v.蚀刻） 

音变情况： 

原始印欧语辅音 d 在拉丁语中保持为 d，在日耳曼语中音变为 t。 

词根48. ed-/es/est-（吃） 

来源：拉丁语动词 edere（吃）及其完成分词 estus/esus。 

变体形式：esc-/esur- 

514. edacious：[ɪ'deɪʃəs]adj.贪吃的，贪婪的；狼吞虎咽的 

结构分析：edacious=ed（吃）+ac（倾向于）+ious（形容词后缀）→吃得多的→贪吃的 

515. edacity：[ɪ'dæsətɪ]n.贪吃；狼吞虎咽 

结构分析：edacity=ed（吃）+ac（倾向于）+ity（名词后缀）→吃得多→贪吃 

516. edible：['ɛdəbl]adj.可食用的 n.食品；食物 

结构分析：edible=ed（吃）+ible（可以）→可吃的→食物 

517. obese：[o'bis]adj.肥胖的，过胖的 

结构分析：obese=ob（超过）+es（吃）+e→吃过度的→肥胖的 

518. obesity：[o'bɛsəti]n.肥大，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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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obesity=ob（超过）+es（吃）+ity（名词后缀）→吃过度→肥胖 

519. comestible：[kə'mɛstɪbl]n.食物 adj.可吃的，可食的 

结构分析：comestible=com（加强语气）+est（吃）+ible（可以）→可吃的→食物 

520. esculent：['eskjʊlənt]n.食用品，可食用物 adj.可食用的，适于食用的 

结构分析：esculent=esc（食用）+ulent（复合形容词后缀）→可食用的 

521. esurient：[ɪ'sjʊərɪənt;e-]adj.贪婪的；暴食的；饥饿的 

结构分析：esurient=esur（想吃）+i+ent（形容词后缀）→贪婪的，暴食的，饥饿的 

PIE词根16. *dhe-（摆） 

含义解释： 

基本含义为“摆放”，引申出“存放、放置、驱使、做、制造”等含义。 

演变历程： 

 希腊语 拉丁语 日耳曼语 
在三大语言中

的演变结果 
tithenai（v.摆放） 
theke（n.容器，存放场

所） 

facere（v.做，制造，驱

使） 
don（v.做） 

进入英语后的

演变结果 
the-/thet-（摆放） 
thec-（存放，收纳，容器，

鞘，囊） 

fac-/fact-（做，制造，

驱使，放置） 
do（v.做） 

音变情况： 

原始印欧语辅音 dh 在希腊语中音变为 th，在拉丁语中音变为 f，在日耳曼语中音变为

d。 

词根49. the-/thet-（摆放） 

来源：希腊语动词 tithenai（摆放）。 

522. theme：[θim]n.主题；主旋律；题目 

结构分析：theme=the（摆放）+me（名词后缀）→放好的东西→主题 

523. thematic：[θɪ'mætɪk]adj.主题的，主旋律的；题目的；语干的 

结构分析：thematic=them(e)（主题）+atic（形容词后缀）→主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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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thesis：['θisɪs]n.论文；论点 

结构分析：thesis=the（摆放）+sis（名词后缀）→摆放（意见）→论点→论文 

525. anathema：[ə'næθəmə]n.诅咒；革出教门；被诅咒者；令人厌恶的人或物 

结构分析：anathema=ana（向上）+the（摆放）+ma（名词后缀）→应上交给上帝的物品

→不符合犹太教义，应交给上帝由其处置的异教物品→上帝憎恶之物→被诅咒者，令人厌恶

的人或物 

526. anathematize：[ə'næθəmə,taɪz]v.诅咒；强烈遣责；开除教籍 

结构分析：anathematize=anathema（上帝憎恶之物）+t+ize（动词后缀）→宣布为上帝憎

恶之物→诅咒，强烈谴责，开除教籍 

527. antithesis：[æn'tɪθəsɪs]n.对照；对比；对立面；对仗 

结构分析：antithesis=anti（对着）+the（摆放）+sis（名词后缀）→对着摆放→对照，对

比 

528. antithetic：[,ænti'θetik,-kəl]adj.对立的；对仗的 

结构分析：antithetic=anti（对着）+thet（摆放）+ic（形容词后缀）→对立的，对仗的 

529. antithetical：[,æntɪ'θɛtɪkl]adj.对立的，对仗的 

结构分析：antithetical=anti（对着）+thet（摆放）+ical（形容词后缀）→对立的，对仗

的 

530. epithet：['ɛpɪθɛt]n.绰号；浑名 

结构分析：epithet=epi（在上面）+thet（摆放）→加上去的名字→绰号 

531. hypothesis：[haɪ'pɑθəsɪs]n.假设 

结构分析：hypothesis=hypo（在下面）+the（摆放）+sis（名词后缀）→摆放在下面，作

为论证基础的东西→假设 

532. hypothesize：[haɪ'pɑθəsaɪz]v.假设；假定 

结构分析：hypothesize=hypothes(is)（假设）+ize（动词后缀）→假设 

533. hypothetical：[,haɪpə'θɛtɪkl]adj.假设的；推测的；好猜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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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hypothetical=hypo（在下面）+thet（摆放）+ical（形容词后缀）→摆放在下

面的→假设的 

534. metathesis：[mə'tæθəsɪs]n.音位转换；置换作用；交换；病变移植 

结构分析：metathesis=meta（变换）+the（摆放）+sis（名词后缀）→转换，置换 

535. parenthesis：[pə'rɛnθəsɪs]n.插入语；插入成分；插曲 

结构分析：parenthesis=par(a)（旁边）+en（=in，进入）+the（放置）+sis（名词后缀）

→放入到一旁的东西→插入语，插入成分，插曲 

536. prosthesis：[prɑs'θisɪs]n.假体；义体；字首添加音；修复术 

结构分析：prosthesis=pros（去，趋近）+the（放置）+sis（名词后缀）→放过去，加上

去的东西→假体 

537. prosthetic：[prɑs'θɛtɪk]adj.假体的；义肢的 

结构分析：prosthetic=pros（去，趋近）+thet（放置）+ic（形容词后缀）→加上去的→

假体的，义肢的 

538. synthesis：['sɪnθəsɪs]n.综合，合成；综合体 

结构分析：synthesis=syn（一起）+the（摆放）+sis（名词后缀）→摆放到一起→合成 

539. synthetic：[sɪn'θɛtɪk]adj.综合的；合成的，人造的 n.合成物 

结构分析：synthetic=syn（一起）+thet（摆放）+ic（形容词后缀）→摆放到一起的→合

成的，综合的 

540. synthesize：['sɪnθəsaɪz]v.合成；综合 

结构分析：synthesize=synthes(is)（合成）+ize（动词后缀）→合成 

词根50. thec-（存放，收纳，容器，鞘，囊） 

来源：希腊语名词 theke（容器，存放场所）。 

541. theca：['θiːkə]n.膜；鞘；外壁 

结构分析：theca=thec（容器）+a（名词后缀）→膜；鞘；外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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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thecal：[ˈθiːkə]adj.膜的；鞘的；壳的 

结构分析：thecal=thec（容器）+al（形容词后缀）→膜的；鞘的；壳的 

543. thecate：['θiːkɪt]adj.具鞘的；具膜的；有外壳的 

结构分析：thecate=thec（容器）+ate（形容词后缀）→具鞘的；具膜的；有外壳的 

544. thecodont：['θi:kədɔnt]adj.有槽齿的；槽齿类的 

结构分析：thecodont=thec（容器）+odont（牙齿）→有槽齿的 

545. thecodontia：[θi'kɔdənʃiə]n.槽齿类；槽齿目 

结构分析：thecodontia=thec（容器）+odont（牙齿）+ia（名词后缀）→槽齿类 

546. apothecary：[ə'pɑθə'kɛri]n.药剂师；药师；药材商 

结构分析：apothecary=apo（离开）+thec（存放）+ary（名词后缀）→储存（药材）的

人→药铺老板，药材商→药剂师 

547. bibliotheca：[,bɪblɪə'θikə]n.书目；藏书；图书馆 

结构分析：bibliotheca=biblio（图书）+thec（存放）+a（名词后缀）→图书馆 

548. bibliothecary：[,bibli'ɔθəkəri]n.图书馆员 

结构分析：bibliothecary=biblio（图书）+thec（存放）+ary（名词后缀）→图书馆员 

549. hypothecate：[haɪ'pɑθə,ket]vt.抵押；担保 

结构分析：hypothecate=hypo（在下面）+thec（存放）+ate（动词后缀）→存放在下面→

抵押，担保 

词根51. fac-/fact-（做，制造，驱使，放置） 

来源：拉丁语动词 facere（做，制造，驱使）及其完成分词 factus。 

变体形式：fic-/fect-/fit-/feas-/feat- 

550. facile：['fæsl]adj.容易的；易于做到的；灵巧的；随和的；温顺的 

结构分析：facile=fac（做）+ile（易于……的）→易于做的，易于驱使的→容易的，随

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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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facility：[fə'sɪləti]n.设施；设备；容易；灵巧 

结构分析：facility=facil(e)（容易的）+ity（名词后缀）→容易，带来便利的事物→设施 

552. facilitate：[fə'sɪlə'tet]vt.促进；帮助；使容易 

结构分析：facilitate=facilit(y)（容易）+ate（动词后缀）→使容易→促进，帮助 

553. facilitation：[fæsili'teiʃən]n.简化；促进；助长 

结构分析：facilitation=facilitat(e)（促进）+ion（动名词后缀）→促进，助长 

554. facilitator：[fə'sɪlɪteɪtə]n.促进者；帮助者；提供方便者 

结构分析：facilitator=facilitat(e)（促进）+or（者）→促进者，帮助者 

555. facsimile：[fæk'sɪməli]n.传真；复写 adj.复制的 vt.传真；临摹 

结构分析：facsimile=fac（驱使）+sim（一样的）+ile（形容词后缀）→使变得一样→传

真，复写 

556. fact：[fækt]n.事实；实际；真相 

557. factual：['fæktʃuəl]adj.事实的；真实的 

结构分析：factual=fact（事实）+ual（形容词后缀）→事实的 

558. factitious：[fæk'tɪʃəs]adj.人为的，人工的；不自然的；虚假的 

结构分析：factitious=facti（做）+itious（复合形容词后缀）→做出来的→人为的，人工

的→不自然的，虚假的 

559. factitive：['fæktətɪv]adj.使役的 n.使役动词 

结构分析：factitive=fact（驱使）+itive（复合形容词后缀）→使役的 

560. factor：['fæktɚ]n.因素；要素；因数；代理人；代理商 

结构分析：factor=fact（做）+or（者）→做事的人，起作用之物→代理人，因素 

561. factory：['fæktri]n.工厂；制造厂 

结构分析：factory=fact（做）+or（者）+y（名词后缀）→做事者所在的地方→工厂 

562. factotum：[fæk'totəm]n.家务总管；杂役；杂工 

结构分析：factotum=fac（做）+tot（=total，所有的）+um（名词后缀）→做所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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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役，杂工，家务总管 

563. faculty：[ˈfækəlti]n.能力；才能；科，系；全体教员 

结构分析：faculty=fac（做）+ul（易于）+ty（名词后缀）→易于做事→能力，才能 

564. fashion：['fæʃən]n.时尚；时装；样式；时髦人物 

结构分析：fashion=fash（=fac，做）+ion（名词后缀）→做事（的方式）→风格，样式

→时尚，时装 

565. feasible：['fizəbl]adj.可行的 

结构分析：feasible=feas（做）+ible（可以）→可行的 

566. infeasible：[ɪn'fiːzɪb(ə)l]adj.不可行的 

结构分析：infeasible=in（不）+feasible（可行的）→不可行的 

567. feat：[fit]n.功绩，壮举 

568. feature：['fitʃɚ]n.特色，特征；容貌；特写或专题节目 vt.特写；以…为特色；由…主演

vi.主演；起重要作用 

结构分析：feature=feat（做）+ure（名词后缀）→做出来的结果→特色，特征 

569. affair：[ə'fɛr]n.事情；事务；私事；风流韵事 

结构分析：affair=af（=ad，去）+fair（法语，=fac，做）→要做的事→事情，风流韵事 

570. affect：[ə'fɛkt]vt.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n.感情；情感 

结构分析：affect=af（去）+fect（做）→去做，对其做→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571. affection：[ə'fɛkʃən]n.喜爱，感情；影响；感染 

结构分析：affection=affect（影响，感动）+ion（名词后缀）→感情，影响，感染 

572. affective：[ə'fɛktɪv]adj.情感的；表达感情的 

结构分析：affective=affect（感情）+ive（形容词后缀）→情感的；令人感动的 

573. affectation：[,æfɛk'teʃən]n.做作；矫揉造作；假装 

结构分析：affectation=affect（假装）+ation（动名词后缀）→做作，矫揉造作 

574. beatific：[,biə'tɪfɪk]adj.幸福的；祝福的；快乐的 



英语词根终极解密（免费试读版） 

87 
微信公众号：钱博士英语 

结构分析：beatific=beati（幸福的）+fic（驱使）→带来幸福的→祝福的→幸福的，快乐

的 

575. benefice：['bɛnɪfɪs]n.圣俸；圣职；僧侣之俸饷 

结构分析：benefice=bene（好）+fic（做）+e→做的好事，（上帝的）恩惠→圣俸，圣职 

576. beneficence：[bɪ'nefɪsəns]n.慈善；善行；捐款 

结构分析：beneficence=bene（好）+fic（做）+ence（名词后缀）→做的好事→慈善 

577. beneficent：[bɪ'nɛfɪsnt]adj.慈善的；善行的 

结构分析：beneficent=bene（好）+fic（做）+ent（形容词后缀）→做好事的→慈善的 

578. beneficial：[,bɛnɪ'fɪʃl]adj.有益的，有利的；可享利益的 

结构分析：beneficial=bene（好）+fic（做）+ial（形容词后缀）→带来好处的→有益的 

579. benefit：['bɛnɪfɪt]n.利益，好处；救济金 vt.有益于 vi.受益，得益 

结构分析：benefit=bene（好）+fit（做）→做好事→有益于，受益，利益 

580. comfit：['kʌmfɪt]n.糖果，蜜饯 

结构分析：comfit=com（一起）+fit（放置）→（各种调料）放到一起→糖果，蜜饯 

581. confect：[kən'fekt]vt.混合；调制 n.糖果；西点 

结构分析：confect=con（一起）+fect（放置）→放到一起（的东西）→混合，调制；糖

果，西点 

582. confection：[kən'fɛkʃən]n.掺和，调制；糖果，蜜饯；糖膏；精制工艺品 

结构分析：confection=con（一起）+fect（放置）+ion（名词后缀）→放到一起（的东西）

→调制，糖果，蜜饯 

583. confectionary：[kən'fɛkʃən,ɛri]adj.糖果的；蜜饯的；糖果商的 n.糖果店；糖果 

结构分析：confectionary=confection（糖果，蜜饯）+ary（名词和形容词后缀）→糖果的，

糖果店 

584. confectionery：[kən'fɛkʃənɛri]n.（总称）糖果蜜饯；糖果店 

结构分析：confectionery=confection（糖果，蜜饯）+ery（名词后缀）→糖果蜜饯，糖果



英语词根终极解密（免费试读版） 

88 
微信公众号：钱博士英语 

店 

585. confetti：[kən'fɛti]n.（婚礼、狂欢节中抛撒的）五彩纸屑 

结构分析：confetti=con+fetti（意大利语，=fect）=confect（糖果）→古时候庆祝场合抛

撒的糖果→用来代替糖果的五彩纸屑→五彩纸屑 

586. counterfeit：['kaʊntɚ'fɪt]v.伪造；仿造；假装 n.赝品；冒牌货；伪造品 

结构分析：counterfeit=counter（对着）+feit（=fact，做）→比对着做→仿造 

587. defeat：[dɪ'fit]vt.击败，战胜；挫败；使…失败 n.失败 

结构分析：defeat=de（向下）+feat（做，放置）→打倒→击败，战胜 

588. defect：[‘dɪfɛkt]n.缺点，缺陷；不足之处 vi.变节；叛变 

结构分析：defect=de（向下）+fect（做）→向下做，做得不够→变节；不足，缺陷 

589. defection：[dɪ'fɛkʃən]n.缺点；背叛；变节；脱党 

结构分析：defection=defect（背叛，不足）+ion（名词后缀）→背叛，缺点 

590. defective：[dɪ'fɛktɪv]adj.有缺陷的；不完美的 

结构分析：defective=defect（不足）+ive（形容词后缀）→有缺陷的 

591. deficient：[dɪ'fɪʃnt]adj.不足的；有缺陷的；不充分的 

结构分析：deficient=de（向下）+fic（做）+i+ent（形容词后缀）→做得不够的→不足的，

有缺陷的，不充分的 

592. deficiency：[dɪ'fɪʃənsi]n.缺陷，缺点；缺乏；不足；亏空；赤字 

结构分析：deficiency=de（向下）+fic（做）+i+ency（名词后缀）→做得不够→缺陷，

不足，亏空 

593. deficit：['dɛfəsɪt]n.赤字；不足额 

结构分析：deficit=de（向下）+fic（做）+it（名词后缀）→做得不够→不足额，赤字 

594. difficult：[ˈdɪfəkəlt]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结构分析：difficult=dif（=dis，反义）+fic（做）+ult（易于……的）→不容易做的→困

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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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 difficulty：['dɪfɪkəlti]n.困难，困境 

结构分析：difficulty=difficult（困难的）+y（名词后缀）→困难 

596. effect：[ɪ'fɛkt]n.效果；功效；影响；作用 vt.产生；引起；实现 

结构分析：effect=ef（=ex，出来）+fect（做）→做出来→产生，实现→效果 

597. effective：[ɪ'fɛktɪv][ɪ'fɛktɪv]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 

结构分析：effective=ef（=ex，出来）+fect（做）+ive（形容词后缀）→有效的 

598. efficacy：['ɛfɪkəsi]n.功效，效力 

结构分析：efficacy=ef（=ex，出来）+fic（做）+acy（名词后缀）→做出来→功效 

599. efficacious：[,efɪ'keɪʃəs]adj.有效的；灵验的 

结构分析：efficacious=efficac(y)（功效）+ious（形容词后缀）→有效的 

600. efficient：[ɪ'fɪʃnt]adj.有效的；高效的；能干的 

结构分析：efficient=ef（=ex，出来）+fic（做）+i+ent（形容词后缀）→正做出来的→有

效的，高效的，能干的 

601. efficiency：[ɪˈfɪʃənsɪ]n.效率；效能；功效 

结构分析：efficiency=ef（=ex，出来）+fic（做）+i+ency（名词后缀）→正做出来→效

率，效能 

602. infect：[ɪn'fɛkt]vt.感染，传染 

结构分析：infect=in（进入）+fect（放置）→放入（人体）→感染，传染 

603. infection：[ɪn'fɛkʃən]n.感染；传染；影响；传染病 

结构分析：infection=infect（感染）+ion（名词后缀）→感染，传染，传染病 

604. infective：[ɪn'fɛktɪv]adj.传染的，传染性的；感染别人的，影响别人的 

结构分析：infective=infect（感染）+ive（形容词后缀）→传染的，传染性的 

605. disinfect：['dɪsɪn'fɛkt]vt.将…消毒 

结构分析：disinfect=dis（反义）+infect（传染）→使不传染→将……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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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 disinfection：[,dɪsɪn'fɛkʃən]n.消毒，杀菌 

结构分析：disinfection=disinfect（消毒）+ion（名词后缀）→消毒，杀菌 

607. malefactor：['mælɪfæktɚ]n.作恶者；罪犯；坏人 

结构分析：malefactor=male（坏）+fact（做）+or（者）→作恶者，罪犯，坏人 

608. malefaction：[,mælə'fækʃən]n.罪行；罪恶；坏事 

结构分析：malefaction=male（坏）+fact（做）+ion（名词后缀）→罪恶，坏事 

609. maleficence：[mə'lefisəns]n.罪行；恶毒 

结构分析：maleficence=male（坏）+fic（做）+ence（名词后缀）→罪行 

610. malfeasance：[,mæl'fizns]n.渎职，违法行为；不正当，坏事 

结构分析：malfeasance=mal（坏）+feas（做）+ance（名词后缀）→坏事，渎职，违法

行为 

611. malfeasant：[,mæl'fiznt]adj.不法行为的；行为不正的 n.贪官污吏；犯罪者 

结构分析：malfeasant=mal（坏）+feas（做）+ant（形容词后缀）→做坏事的（人） 

612. manufacture：['mænjə'fæktʃɚ]n.制造；产品；制造业 v.制造；加工；捏造 

结构分析：manufacture=manu（手）+fact（制造）+ure（名词后缀）→用手制造→制造，

制造业，产品 

613. manufacturer：[,mænju'fæktʃərɚ]n.制造商；厂商 

结构分析：manufacturer=manufactur(e)（制造）+er（者）→制造商 

614. misfeasance：[mɪs'fizəns]n.过失；行为失检；不当行为 

结构分析：misfeasance=mis（错误地）+feas（做）+ance（名词后缀）→过失，行为失

检，不当行为 

615. perfect：[ˈpɝfɪkt;pɝˈfɛkt]adj.完美的；最好的；精通的 vt.使完美 

结构分析：perfect=per（完全）+fect（做）→做完全，做到极致→使完美，完美的 

616. perfection：[pɚ'fɛkʃən]n.完善；完美 

结构分析：perfection=perfect（使完美）+ion（名词后缀）→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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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imperfect：[ɪm'pɝfɪkt]adj.有缺点的；未完成的；不完整的 

结构分析：imperfect=im（不）+perfect（完美的，完成的）→未完成的，有缺点的 

618. prefect：['prifɛkt]n.（古罗马）行政长官；地方行政长官；年级级长 

结构分析：prefect=pre（朝前）+fect（放置）→放到前面的人→被任命（而非选举）的

官员→地方行政长官 

619. proficient：[prə'fɪʃnt]adj.熟练的，精通的 n.精通；专家，能手 

结构分析：proficient=pro（朝前）+fic（驱使）+i+ent（形容词后缀）→取得进展的→熟

练的，精通的 

620. proficiency：[prə'fɪʃənsi]n.精通，熟练 

结构分析：proficiency=pro（朝前）+fic（驱使）+i+ency（名词后缀）→取得进展→熟

练，精通 

621. profit：['prɑfɪt]n.利润；利益 vi.获利；有益 vt.有益于 

结构分析：profit=pro（朝前）+fit（驱使）→朝前推进→有益于，利益 

622. profitable：['prɑfɪtəbl]adj.有利可图的；赚钱的；有益的 

结构分析：profitable=profit（有益于）+able（能）→有益的，有利可图的 

623. suffice：[sə'faɪs]vt.使满足；满足…的需要；合格 vi.足够；有能力 

结构分析：suffice=suf（=sub，在下面）+fic（放置）+e→放在下面，为其奠定基础→使

满足，满足……的需要 

624. sufficient：[səˈfɪʃənt]adj.足够的；充分的 

结构分析：sufficient=suf（=sub，在下面）+fic（放置）+i+ent（形容词后缀）→正在下

面奠定基础的→足够的，充分的 

625. sufficiency：[sə'fɪʃnsi]n.足量，充足；自满 

结构分析：sufficiency=suf（=sub，在下面）+fic（放置）+i+ency（名词后缀）→在下面

奠定基础→足量，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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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词根17. *mater-（母） 

含义解释： 

意为“母”。 

演变历程： 

 希腊语 拉丁语 日耳曼语 
在三大语言中

的演变结果 
meter（n.母亲） mater（n.母亲） 

maternus（adj.母亲的） 
mothær（n.母亲） 

进入英语后的

演变结果 
metr-（母） matr-/matern-（母） mother（n.母亲） 

音变情况： 

原始印欧语辅音 t 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保持为 t，日耳曼语中音变为 th。 

词根52. metr-（母） 

来源：希腊语名词 meter（母亲）的属格形式 metros。 

组合形式：metro- 

626. metropolis：[məˈtrɑ:pəlɪs]n.大都市；大城市；首府；宗主城；大主教教区 

结构分析：metropolis=metro（母）+polis（城市）→母城→大都市 

627. metropolitan：[,mɛtrə'pɑlɪtən]adj.大都市的；宗主国的 n.大城市人；宗主国的公民 

结构分析：metropolitan=metro（母）+polit（城市）+an（形容词后缀）→大都市的 

628. metronymic：[,mitrə'nɪmɪk]adj.母姓的 n.来自母姓的名字 

结构分析：metronymic=metr（母）+onym（姓名）+ic（形容词后缀）→母姓的 

词根53. matr-/matern-（母） 

来源：拉丁语名词 mater（母亲）的属格形式 matris，形容词 maternus（母亲的）。 

组合形式：matri- 

629. matter：['mætɚ]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本意为“万物之母” 

630. material：[mə'tɪrɪəl]adj.物质的，实质性的 n.材料，原料；物资 

结构分析：material=mater（=matter，物质）+ial（形容词后缀）→基质的→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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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materialism：[mə'tɪrɪəlɪzəm]n.唯物主义；唯物论；物质主义 

结构分析：materialism=material（物质）+ism（主义）→唯物主义，物质主义 

632. maternal：[mə'tɝnl]adj.母亲的；母性的；母系的；母体遗传的 

结构分析：maternal=matern（母）+al（形容词后缀）→母亲的，母性的，母系的 

633. maternity：[mə'tɝnəti]n.母性，母道；妇产科医院 adj.产科的；产妇的，孕妇的 

结构分析：maternity=matern（母）+ity（名词后缀）→母性 

634. matricide：['mætrə'saɪd]n.弑母；杀母者 

结构分析：matricide=matri（母）+cide（杀）→弑母；杀母者 

635. matriculate：[mə'trɪkjulet]v.准许入学；录取 n.被录取者 

结构分析：matriculate=matri（母）+cul（指小名词后缀）+ate（动词后缀）→进入名单，

成为整体的一份子→录取 

636. matrimony：['mætrɪmoni]n.结婚，婚礼；婚姻生活 

结构分析：matrimony=matri（母）+mony（名词后缀）→当母亲→结婚，婚姻生活 

637. matrimonial：[,mætrɪ'monɪəl]adj.婚姻的 

结构分析：matrimonial=matrimoni（=matrimony，婚姻）+al（形容词后缀）→婚姻的 

638. matrix：['metrɪks]n.矩阵；模型；基质；母体；子宫；脉石 

结构分析：matrix=matr（母）+ix（名词后缀）→母体→矩阵，基质，脉石 

639. matron：['metrən]n.主妇；女性负责人；护士长；女总管；女舍监；女性总干事 

结构分析：matron=matr（母）+on（名词后缀）→母亲→主妇，女性负责人 

640. matronymic：[,mætrə'nɪmɪk]adj.表示母系的；母姓的 n.出自母亲或女性祖先的名 

结构分析：matronymic=matr（母）+onym（姓名）+ic（形容词后缀）→母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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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为了帮助广大初中生更好地学习初中阶段应该掌握的英语单词，我对全国中考英语大纲

所规定的 1600 多个单词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整理，根据其构成情况划分为不同类别，并为不

同类别的单词提供了针对性的记忆方法。 

 分类法 

中考英语大纲里有 980 多个无法或不适合拆分为有意义的更小组成成分的单词，即所谓

的“独体词”。对于这种单词，根据其描述对象所关联的主题及应用场景来分类，分门别类

地学习和记忆是个不错的方法。本书将这些单词划分为 40 多个类别。 

 组合法 

中考英语大纲中包含了将近 100 个由多个独体词组合而成的复合词。对于这种单词，学

习起来很简单，只需要了解组成它的各个独体词的含义，然后基本上就能推导出整体含义。 

 词缀法 

为了帮助初中学生学习一些常见词缀，本书整理了 30 多个常见词缀和 200 多个包含常

见词缀的单词，将这些单词划分到对应的常见前缀或后缀名下。通过这种编排方式，读者能

够熟悉这些常见词缀的含义和用法，为将来利用词缀快速拓展词汇奠定基础。 

 词根法 

本书从中考英语大纲中整理出了接近 100 个常见词根和 300 多个包含这些词根的单词，

每个词根在大纲内有两个以上同根词。本书简单介绍了这些词根的来源，并将其同根词编排

到一起。通过这种编排方式，读者能够利用词根快速推导出同根词的含义，同时通过对同根

词的学习掌握这些常见的词根，为将来利用词根快速拓展词汇奠定基础。 

 分解法 

大纲中还有少量（不到 20 个）单词，包含了在大纲内仅出现了一次的词根词缀。对于

这类单词，本书对其组成结构进行了解释，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些单词的组成和含义。 

 词源法 

有些单词，由于词意发生了较大变化，仅从其组成部分无法推导出它的现在含义。这种

情况下，就需要对它的来龙去脉即所谓的“词源”进行研究。另外，词源研究还能对单词学

习带来其他一些有益启发，如找出一些拼写类似、含义相关的同源单词。本书对于一些可以

用词源知识来辅助学习的单词，言简意赅地进行了词源解释，以促进学习者对该单词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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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词源解释穿插在全文中，没有专门章节。 

 助记法 

为了帮助初中生更好地记忆单词，本书还对部分单词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助记方法，如联

想法、谐音法。这种助记窍门穿插在全文中，没有专门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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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类法 

类别1. 天文星体 

1. sun：[sʌn] n.太阳 

2. moon：[mun] n.月亮 

3. earth：[ɝθ] n.地球；大地 

4. star：[stɑr] n.星星 

5. planet：['plænɪt] n.行星 

词源解释：来自希腊语，本意是“四处漫游的”，古人最早用来表示位置会变动的星体。 

6. sky：[skaɪ] n.天空 

类别2. 地理地形 

7. land：[lænd] n.陆地；大地；土地 vt.使着陆；使陷于 vi.登陆；着陆 

常见用法：land at somewhere（在……登陆或着陆） 

8. ground：[ɡraʊnd] n.地面；土地 

常见用法：play ground（操场）；on the ground（在地上）；in the ground（在地下，在土

里）；under the ground（在地下） 

9. field：[fild] n.旷野；田地；领域 

常见用法：oil field（油田）；track and field sports（田径运动） 

10. stone：[ston] n.石头 

11. rock：[rɑk] n.岩石 v.摇动；摇晃 

常见用法：rock and roll（摇滚乐） 

12. sand：[sænd] n.沙子 

13. forest：['fɔrɪst] n.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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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hill：[hɪl] n.丘陵；小山 

15. mountain：[ˈmaʊntn] n.山；山脉 

16. sea：[si] n.海 

17. ocean：['oʃən] n.海洋 

18. beach：[bitʃ] n.海滩 

19. coast：[kost] n.海岸 

20. stream：[strim] n.溪流 

21. bank：[bæŋk] n.河岸 

22. lake：[lek] n.湖泊 

23. pond：[pɑnd] n.水塘 

24. pool：[pul] n.池塘 

类别3. 环境气候 

25. weather：['wɛðɚ] n.天气 

常见用法：weather forecast（天气预报） 

26. hot：[hɑt] adj.热的 

27. warm：[wɔrm] adj.温暖的 

28. cool：[kul] adj.凉爽的；冷静的；出色的；酷的 

29. cold：[kold] adj.寒冷的 

30. air：[ɛr] n.空气 

31. blow：[blo] vi.（风）猛吹，呼啸；喘气 n.吹，打击 

32. wind：[wɪnd] n.风 

33. light：[laɪt] n.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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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bright：[braɪt] adj. 明亮的，鲜明的；聪明的；愉快的 

35. clear：[klɪr] adj.晴朗的；清晰的 vt.清理，清除 vi.放晴，变清澈 

36. flash：[flæʃ] n.v.闪光，闪现 

37. shine：[ʃaɪn] v.闪耀；照射；擦亮 

38. fire：['faɪr] n.火 vi.开火；开枪 vt.点燃；解雇；开除 

常见用法：you're fired（你被解雇啦）；set ……on fire（放火烧） 

39. heat：[hit] n.热 vt.加热 

40. burn：[bɝn] vt.烧毁，灼伤 vi.燃烧 

41. water：[ˈwɔtɚ] n.水 

42. cloud：[klaʊd] n.云 

43. rain：[ren] n.雨 vi.下雨 

44. shower：['ʃaʊɚ] n.阵雨，淋浴 vi.下阵雨，淋浴 

45. storm：[stɔrm] n.暴风雨 vi.起风暴；狂怒咆哮 vt.猛攻；怒骂 

46. snow：[sno] n.雪 vi.下雪 

47. ice：[aɪs] n.冰 vt.冰镇 vi.结冰 

48. freeze：[friz] vi.冻结，结冰 vt.使冻结；使结冰 

49. wet：[wɛt] adj.湿的 vi.变湿 vt.弄湿 

50. dry：[draɪ] adj.干的 vi.变干 vt.使变干 

51. smoke：[smok] n.烟 vi.冒烟；吸烟 vt.吸；抽 

52. rubbish：['rʌbɪʃ] n.垃圾；废物 

类别4. 世界各地 

53. world：[wɝld] n.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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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Africa：[ˈæfrɪkə] n.非洲 

词源解释：来自拉丁语，在古罗马时期指的仅仅是北非靠近意大利的部分区域，相当于

现在的突尼斯。古罗马通过三次战争消灭北非强国迦太基后，在北非建立了 Africa（阿非利

加）行省。后来，Africa（阿非利加）这个名称逐渐被用来表示整个非洲大陆。 

55. Asia：[ˈeɪʃn] n.亚洲 

词源解释：由古代腓尼基人所起。他们把爱琴海以东的地方称为 Asu，意即“日出之地”；

而把爱琴海以西的地方称为 Ereb，意为“日没之地”。Asia 一词便是由腓尼基语 Asu 演化来

的，最初指的仅仅是安纳托利亚半岛的西部，后来含义逐渐扩大，包括现今整个亚洲地区。 

56. Europe：['jʊrəp] n.欧洲 

词源解释：源自古希腊神话中被宙斯拐走的腓尼基公主欧罗巴（Europa）之名。神话中，

欧罗巴长得美丽动人。主神宙斯看见了，动了春心，化作公牛来到欧罗巴玩耍的草坪上。等

欧罗巴骑上后，公牛就奔入海中，游到另一块大陆。在这块大陆上，宙斯化身为一帅哥，与

公主相恋，生了三个儿子。后人就以欧罗巴公主的名字来命名这片大陆。 

 

57. America：[əˈmɛrɪkə] n.美洲；美国 

词源解释：源自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哥（意大利语为 Amerigo，拉丁语为 Americus）的

名字。美洲虽然是哥伦布首次发现的，但他并未意识到这是一块新大陆，一直以为自己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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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亚洲，并将其土著居民称为“印度人”（Indian，印第安人）。亚美利哥首次提出这块大陆

是一块新的大陆，并出书对新大陆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所以人们将他看作是发现新大陆的第

一人，并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块新大陆。 

 

58. Australia：[ɔ'streljə] n. 澳大利亚，澳洲 

结构分析：Australia=austr（南方的）+al（形容词后缀）+ia（名词后缀）→南方的大陆

→澳洲，澳大利亚 

词源解释：荷兰殖民者发现澳大利亚时，将其称为 new holland（新荷兰）。1814 年，曾

经环澳大利亚航行并确认澳大利亚为一块新大陆的英国航海家 Matthew Flinders 建议用罗马

神话中的南风神奥斯忒耳的名字 Auster 为澳大利亚命名，将其称为 Australia，意思就是“南

方的大陆”。 

59. England：['iŋɡlənd] n.英格兰 

结构分析：England=Eng（=Angles，盎格鲁人）+land（土地）→盎格鲁人之地 

词源解释：盎格鲁人（Angles）是来自北欧日德兰半岛南部和邻近地区的日耳曼人，与

另一日耳曼部落撒克逊人形成入侵不列颠的主体。在罗马人从不列颠退出（409 年）后两个

世纪内，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了大部分后来的英格兰，并使其殖民地化。8 世纪前盎格鲁人

统治者占有显著优势，故该地被称为 England（英格兰，盎格鲁人之地）。 

60. country：['kʌntri] n.国家；国土；农村；乡下 

词源解释：源自拉丁语短语（terra contrata）(在面前延展开的土地)中的 contrata（在面

前延展开的），原本指某人所在的乡土、家乡，所以既可以表示“农村”，又可以表示“国家”。 

61. foreign：['fɔrən] adj. 外国的 

62. China：[ˈtʃaɪnə] n.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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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记窍门：China 谐音“拆呐”，神州大地处处都在“拆呐”。 

63. Japan：[dʒə'pæn] n.日本 

词源解释：源于古时中国沿海居民口中的“日本”二字，随着东西方贸易而流传至欧洲。 

64. India：['ɪndɪə] n.印度 

65. Russia：['rʌʃə] n.俄罗斯 

词源解释：由单词 Rus（罗斯人）衍生而成，字面意思就是“罗斯人的国家”。元朝时，

蒙古人由于发不清 R 这个音，就在前面增加了一个元音，将“罗斯”读成了“俄罗斯”。该

中文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66. Canada：['kænədə] n.加拿大 

词源解释：源自北美土著所说的伊洛魁语，原意就是“村庄”。据说 16 世纪初，法国探

险家卡蒂埃乘船横渡大洋驶抵加拿大的圣劳伦斯海湾。他沿着圣劳伦斯河逆流而上，到达魁

北克地区。登陆后，在一个印第安人村庄里，卡蒂埃向当地印第安人打听这个地方叫什么。

也许是因为语言不通的缘故，当地人指着村庄高声说道“Canada”，意思是“村庄”。卡蒂埃

以为说的是地名，赶紧将发音记录下来。从此以后，欧洲殖民者们便将该地区称为 Canada，

所包含范围越来越广，最终变成了对整个加拿大的称呼。 

67. London：[ˈlʌndən] n.伦敦 

助记窍门：排队上厕所——伦敦（轮蹲） 

68. Paris：['pærɪs] n.巴黎 

69. Moscow：[ˈmɑsˌkaʊ] n.莫斯科 

类别5. 动物相关 

70. ant：[ænt] n.蚂蚁 

71. bear：[bɛr] n.熊 

72. bee：[bi] n.蜜蜂 

73. bird：[bɝd] n.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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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camel：['kæml] n.骆驼 

助记窍门：camel 谐音“楷模”，沙漠之舟骆驼是动物中的“楷模”。 

75. cat：[kæt] n.猫 

76. cow：[kaʊ] n.奶牛 

77. dog：[dɔɡ] n.狗 

78. duck：[dʌk] n.鸭 

79. elephant：[ˈɛləfənt] n.大象 

助记窍门：将 elephant 中的前三个字母 ele 想象成大象的脸，两个 e 是眼睛，l 是长鼻子。 

80. fish：[fɪʃ] n.鱼 vi.钓鱼 

常见用法：go fishing（去钓鱼）。 

81. fox：[fɑks] n.狐狸 

助记窍门：美国著名电影公司福克斯的英文名就是 FOX。 

82. frog：[frɔɡ] n.青蛙 

83. giraffe：[dʒəˈræf] n.长颈鹿 

词源解释：来自意大利语 giraffa，阿拉伯语 zarafa，最终可能源自非洲某地语言，是非

洲人对非洲特有的长颈鹿的叫法。 

84. goat：[gəʊt] n.山羊；色鬼 

词源解释：在西方神话中，男性神仙下方调戏妇女时经常化身为山羊，所以 goat 一词

又可以比喻“色狼”。 

常见用法：scapegoat（替罪羊）。 

85. goose：[ɡus] n.鹅；鹅肉 

常见用法：gone goose（无可救药的人，毫无希望的事）；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s（杀鸡取卵）；make a goose of someone（愚弄或欺骗某人）。 

86. hen：[hɛn] n.母鸡 

87. horse：[hɔrs] n.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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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lamb：[læm] n.羔羊；羔羊肉 

89. lion：['laɪən] n.狮子 

90. monkey：['mʌŋki] n.猴子 

91. mouse：[maʊs] n.老鼠 

助记窍门：迪士尼公司标志性卡通形象米老鼠的英文就是 Mickey Mouse（米奇老鼠）。 

92. rat：[ræt] n.耗子，大家鼠 

近义辨析：虽然 mouse 和 rat 在中文中都可翻译为“老鼠”，但实际上指的是两种不同

的老鼠，简单来说，rat 比 mouse 个头要大。在西方文化中，rat 常含有负面意义，如告密者、

寄生者等。而 mouse 则常含有正面意义，被看做可爱的、好玩的。米老鼠（Mickey Mouse）

就是 mouse 而非讨人嫌的 rat。 

93. panda：['pændə] n.熊猫 

词源解释：来自法语，原本是尼泊尔人对当地发现的一种类似浣熊的哺乳动物（猫熊、

小熊猫）的称呼。但进入 20 世纪后，随着中国国宝大熊猫在全球走红后，panda 一词基本

上成为了中国特有的大熊猫的专用名称。 

助记窍门：panda 谐音“胖的”，大熊猫都是“胖的”（panda）。 

94. pig：[pɪɡ] n.猪 

95. rabbit：['ræbɪt] n.兔子 

助记窍门：将 rabbit 中的两个字母 b 想象为兔子的两只长耳朵。 

96. sheep：[ʃip] n.绵羊 

常见用法：black sheep（黑绵羊，比喻败家子、害群之马） 

97. snake：[snek] n.蛇 

词源解释：来自古英语，本意是“在地上爬的动物”，同源的还有单词 snail（蜗牛）。 

98. tiger：['taɪɡɚ] n.老虎 

助记窍门：tiger 谐音“大哥”，老虎是百兽之王，是“大哥”（tiger）。 

99. whale：[wel] n.鲸 

助记窍门：whale 谐音“威尔”，whale 个头巨大，好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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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wolf：[wʊlf] n.狼 

助记窍门：wolf 可以看作一个拟声词，模拟狼的嚎叫声。 

101. zebra：[ˈzibrə] n.斑马 

助记窍门：zebra 谐音“贼部落”，斑马是马群里面的“贼部落”，被罚穿条纹囚衣。 

102. pet：[pɛt] n.宠物 

103. tail：[tel] n. 尾巴 

104. wing：[wɪŋ] n.翅膀 

助记窍门：wing（翅膀）和 wind（风）一起记：wing（翅膀）是用来扇风（wind）的。 

105. wild：[waɪld] adj. 野生的；野蛮的 

助记窍门：wild 谐音“外儿的”，在外面的就是 wild（野生的）。 

类别6. 植物相关 

106. bamboo：[,bæm'bu] n.竹 

助记窍门：bamboo 谐音“颁布”，古代“颁布”的法令就刻在竹子（竹简）上。 

107. grass：[ɡræs] n.草 

108. tree：[tri] n. 树 

109. wood：[wʊd] n. 木材；木制品；树林 

110. rose：[roz] n. 玫瑰 adj.玫瑰的；玫瑰色的 

助记窍门：浪漫爱情大片《泰坦尼克号》中的女主角罗丝的英文就是 Rose。 

111. leaf：[lif] n. 叶子；书的一页 

助记窍门：日本日产公司推出的著名电动车品牌就是 LEAF，中文翻译为“聆风”——

叶子（leaf）在聆听风的声音。 

112. flower：['flaʊɚ] n. 花；精华；壮年 vi.开花；繁荣 

常见用法：in the flower of one's age/life（在某人年富力壮的时期）。 

113. fruit：[frut] n. 果实；水果；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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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7. 矿物材料 

114. coal：[kol] n.煤炭；木炭 

115. oil：[ɔɪl] n. 油；石油 

116. metal：['mɛtl] n. 金属 adj.金属制的 

117. gold：[ɡold] n. 金，黄金；金色 adj.金的 

118. silver：['sɪlvɚ] n. 银；银器；银白色 adj.银的；银色的 

119. iron：['aɪɚn] n. 铁；熨斗；烙铁 adj.铁的；铁制的 

助记窍门：美国漫画人物钢铁侠的英文就是 Iron Man。 

120. steel：[stil] n. 钢铁；钢制品 adj.钢制的 

121. glass：[ɡlæs] n. 玻璃 

类别8. 数量数字 

122. number：['nʌmbɚ] n. 数，数字；期；号码 

123. zero：[ˈzɪro] n.num.零 

124. one：[wʌn] n.num.一 

125. two：[tu] n.num.二 

126. three：[θri] n.num.三 

127. four：[fɔr] n.num.四 

128. five：[faɪv] n.num.五 

129. six：[sɪks] n.num.六 

130. seven：['sɛvn] n.num.七 

131. eight：[et] n.num.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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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nine：[naɪn] n.num.九 

133. ten：[tɛn] n.num.十 

134. eleven：[ɪ'lɛvn] n.num.十一 

135. twelve：[twɛlv] n.num.十二 

136. hundred：['hʌndrəd] n.num.百 

137. thousand：['θaʊznd] n.num.千 

138. first：[fɝst] num.第一 n.第一；冠军 adj.adv. 第一；首先 

139. second：['sɛkənd] num.第二 n.第二名；二等品 adj.第二的 adv.第二；其次 

140. third：[θɝd] n.num. 第三；三分之一 adj. 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141. a：[ə; e] art.一个 

142. half：[hæf] n.一半 

143. both：[boθ] adj. 两个的 adv. 并；又；两者皆 pron.两者都 

144. double：['dʌbl] n.两倍 adj.双重的；两倍的 v.（使）加倍 

145. pair：[pɛr] n. 一对，一双，一副 

146. dozen：['dʌzn] n. 十二个，一打 

147. all：[ɔl] n.adj.adv.全部 

148. whole：[hol] adj. 完整的 n. 整体；全部 

149. total：['totl] adj. 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150. many：['mɛni] adj. 许多的 

151. much：[mʌtʃ] adv. 非常，很 adj. 大量的 

152. more：[mɔr] adv. 更多；此外；更大程度地 adj. 更多的；附加的 

153. most：[most] adv. 最 adj. 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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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some：[sʌm] adj. 一些 

155. any：['ɛni] adj. 任何的 

156. several：[ˈsɛvrəl] adj. 几个的；各自的 

157. few：[fju] adj. 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近义辨析：few 和 a few 都可以表示“很少”，区别在于，few 含有否定意味，强调 “乎

没有”；而 a few 含有肯定意味，强调“很少（但有）”。 

158. little：['lɪtl] adj. 小的；很少的 

近义辨析：little 和 a little 的区别等于 few 和 a few 的区别。而 little 和 few 的区别在于，

little 指“小”，表示数量时，只用来描述不可数事物，而 few 指“少”，用来描述可数事物。 

159. less：[lɛs] adv. 较少地；较小地 adj. 较少的；较小的 

160. least：[list] adj. 最小的；最少的 adv. 最小；最少 n. 最小；最少 

161. bit：[bɪt] n.一点儿，少量；比特 

词源解释：来自古英语，和单词 bite（咬）同源，本意是“咬下来的一小块”。 

162. enough：[ɪ'nʌf] adj.足够的 adv. 足够地，充足地 

常见用法：enough is enough（够了，不能再多了，适可而止） 

163. lot：[lɑt] n. 许多；份额；命运；阄 

词源解释：来自古英语，原本指用来摇奖或抽签的工具，通常是木片制成。lot 除了表

示摇奖或抽签的工具外，还可以表示通过这种方式所分配的份额。a lot 就是一个 lot 所代表

的那一份。由于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那一份足够大，所以 a lot 就衍生出了“大量”之意。 

164. each：[itʃ] adj. 每；各自的 adv. 每个；各自 

常见用法：each other（彼此，互相） 

165. either：['iðɚ] adj. 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on.任一个 adv.（否定句中的）也 

常见用法：either……or……（……或者……） 

166. every：['ɛvri] adj. 每一的，每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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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9. 度量单位 

167. foot：[fʊt] n.英尺 

词源解释：foot 的本意是“脚”，古人常用自己的脚来测量距离，由此诞生了 foot（英

尺）这个度量单位，本意就是“一脚之长”。一英尺的长度原来没有统一标准，带来很多麻

烦。十三世纪的英国国王约翰就规定将 foot（英尺）的长度统一为自己的脚印长度，为 30.48

厘米。 

168. inch：[ɪntʃ] n. 英寸 

169. meter：[ˈmitɚ] n. 米；公尺，=metre（英式拼写） 

170. mile：[maɪl] n. 英里 

词源解释：来自拉丁语短语 mille passus（一千罗马步），其中的 mille 表示“千”，passus

表示“罗马步”，指步行时同一只脚前后移动的距离，实际上相当于两步。所以一英里（mile）

原本指的就是一千罗马步的距离（大约等于 1.48 公里）。1592 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颁

布法令，规定一英里等于 1760 码（yard），大约 1.6 公里。 

171. ton：[tʌn] n. 吨；很多 

词源解释：来自古英语，与单词 tun（大酒桶）同源，本意是“一大酒桶酒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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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组合法 

172. afternoon：[,æftɚ'nun] n.午后，下午 

结构分析：afternoon=after（在……后面）+noon（正午）→午后 

173. airline：['ɛrlaɪn] n.航空公司；航线 

结构分析：airline=air（空中）+line（直线）→空中的直线→航线→航空公司 

174. airplane：[ˈɛrplen] n.飞机 

结构分析：airplane=air（空中）+plane（平面，扁平之物）→空中的扁平之物→带宽大

翅膀的飞机→飞机 

175. airport：['ɛrpɔrt] n.机场；航空站 

结构分析：airport=air（空中）+port（港口）→空中的港口，空港→机场 

176. background：['bækɡraʊnd] n.背景 

结构分析：background=back（背后的）+ground（地面）→背景 

177. baseball：['besbɔl] n.棒球运动 

结构分析：baseball=base（垒）+ball（球）→垒球→棒球 

词源解释：从字面上来说，baseball 应该翻译为“垒球”，但由于“垒球”一词已经被用

来表示 softball（一种类似 baseball 的运动，所用的球比较软，更加安全），所以人们就用“棒

球”来表示 baseball，意思是“用棒击球的运动”。 

178. basketball：['bæskɪtbɔl] n.篮球运动 

结构分析：basketball=basket（篮子）+ball（球）→篮球 

179. bathroom：['bæθrum] n.浴室；厕所；盥洗室 

结构分析：bathroom=bath（洗澡）+room（房间）→浴室 

180. blackboard：['blækbɔrd] n. 黑板 

结构分析：blackboard=black（黑色的）+board（木板）→黑板 

181. breakfast：['brɛkfəst] n.早餐 

结构分析：breakfast=break（打破）+fast（斋戒）→打破斋戒的饭→早餐 



巧记英语中考词汇——钱磊博士著 

微信公众号：钱博士英语     17 

词源解释：有很多人相信短暂禁食有益于身体健康。因此，很多宗教以及地方习俗中都

有“斋戒”（fast）的做法，如佛教就讲究“过午不食”，即过了中午就不应该再吃饭。这

种做法当然是不科学的。古代西方人认为夜晚不应该进食，直到第二天早晨方可进食，所以

早晨这顿就是“打破斋戒的一顿饭”。 

182. butterfly：['bʌtɚflaɪ] n.蝴蝶 

结构分析：butterfly=butter（黄油）+fly（飞虫）→喜欢偷吃黄油的飞虫→蝴蝶 

词源解释：蝴蝶之所以在英文中称为 butterfly，据说是因为蝴蝶喜欢偷吃黄油和牛奶，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因为很多蝴蝶的颜色像黄油，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蝴蝶粪便的颜

色像黄油。 

183. classmate：['klæsmet] n.同班同学 

结构分析：classmate=class（班级）+mate（同伴）→同一个班级的同学→同班同学 

184. classroom：['klæsrʊm] n.教室 

结构分析：classroom=class（班级）+room（房间）→班级的房间→教室 

185. chopsticks：['tʃɑp,stɪks] n.筷子 

结构分析：chopsticks=chop（广东话“快”或“筷”的音译）+sticks（小棍子）→筷子 

词源解释：诞生于 16 世纪 90 年代，是对中文“筷子”的混杂翻译。在粤语中，人们在

催促工人赶紧干活时常说 chopchop，意思是“快点，快点”。因此英国水手就将汉字的“快”

和“筷”都翻译成 chop，所以将筷子翻译为 chopsticks。 

186. icecream： 

187. inside：['ɪn'saɪd] n.里面；内部 adj.里面的；内部的 adv.在里面 prep.在…之内 

结构分析：inside=in（内部）+side（边）→里面 

188. outside：[,aʊt'saɪd] n.外部 adj.外面的 adv.在外面，向外面 prep.在…范围之外 

结构分析：outside=out（外部）+side（边）→外面 

189. bedroom：['bɛdrum] n.卧室 

结构分析：bedroom=bed（床）+room（房间）→卧室 

190. countryside：['kʌntrɪsaɪd] n. 农村，乡下 

结构分析：countryside=country（农村）+side（边）→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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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birthday：['bɝθde] n.生日 

结构分析：birthday=birth（出生）+day（日子）→生日 

192. chairman：['tʃɛrmən] n.主席，会长；董事长 

结构分析：chairman=chair（椅子）+man（人）→坐椅子的人→主席 

词源解释：中国古代没有座椅，人们都坐在席子上。辈分或地位最高的人坐的席子叫“主

席”，所以中国人用“主席”这个称谓来称呼领导人或主持人。而在国外，大家习惯坐在椅

子或凳子上。因为椅子贵，凳子便宜，所以辈分或地位较高的人坐椅子，而其他人则坐凳子

或干脆站着。所以跟中国的“主席”对应的英文单词就是 chairman，字面意思就是“坐椅子

的人”。 

193. chairwoman：['tʃεə,wumən] n.女主席 

结构分析：chairwoman=chair（椅子）+woman（女人）→女主席 

194. policeman：[pə'lismən] n.警察，警员 

结构分析：policeman=police（警方）+man（人）→警察 

195. policewoman：[pə'liswʊmən] n.女警察 

结构分析：policewoman=police（警方）+woman（女人）→女警察 

196. downstairs：['daʊn'stɛrz] adv. 在楼下 adj. 楼下的 n. 楼下 

结构分析：downstairs=down（向下）+stairs（楼梯）→楼下 

197. everybody：['ɛvrɪbɑdi] pron. 每个人 

结构分析：everybody=every（每）+body（人）→每个人 

198. everyday：['ɛvrɪde] adj. 每天的，日常的 

结构分析：everyday= every（每）+day（天）→每天的 

199. everyone：['ɛvrɪwʌn] pron. 每个人；人人 n. 每个人 

结构分析：every（每）+one（一个人）→每个人 

200. everything：['ɛvrɪ'θɪŋ] pron. 每件事物 

结构分析：everything=every（每）+thing（事情）→每件事情 

201. everywhere：['ɛvrɪwɛr] adv. 到处 n. 每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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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everywhere=every（每）+where（地方）→到处 

202. gentleman：['dʒɛntlmən] n.先生；绅士 

结构分析：gentleman=gentle（出身高贵的）+man（人）→出身高贵的人→绅士 

203. fisherman：['fɪʃɚmən] n. 渔夫 

结构分析：fisherman=fisher（渔夫）+man（人）→渔夫 

204. football：['fʊtbɔl] n. 足球，橄榄球 

结构分析：football=foot（足）+ball（球）→足球 

205. forever：[fɚ'ɛvɚ] adv. 永远 

结构分析：forever=for（持续）+ever（永远）→永远 

206. handbag：['hænd'bæg] n. 手提包 

结构分析：handbag=hand（手）+bag（袋、包）→手提包 

207. handwriting：['hænd'raɪtɪŋ] n. 笔迹；书法；书写；手稿 

结构分析：handwriting=hand（手）+writing（书写）→笔迹，书法 

208. headache：[ˈhɛdˌek] n.头痛 

结构分析：headache=head（头）+ache（疼痛）→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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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词缀法 

常见前缀1. a-（位于，处于……的状态） 

209. abroad：[ə'brɔd] adv.在国外；到海外 adj.往国外的 

结构分析：abroad=a（位于）+broad（辽阔的）→位于辽阔之地→在外面的广阔天地→

在国外，去国外 

210. across：[ə'krɔs]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结构分析：across=a（位于）+cross（交叉）→位于交叉之处→横穿 

211. again：[əˈɡen] adv.又，此外；再一次 

结构分析：again=a（位于）+gain（对着）→位于相反方向→返回来，重头再来→再一

次 

212. against：[əˈɡenst]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结构分析：against=a（位于）+gain（对着）+st（无意义成分）→位于相反方向→反对，

逆着 

213. alive：[ə'laɪv] adj.活着的；活泼的；有生气的 

结构分析：alive=a（处于）+live（活的）→活着的 

214. along：[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结构分析：along=a（位于）+long（长的）→在长度上→沿着，顺着（长路走） 

215. aloud：[ə'laʊd] adv.大声地；出声地 

结构分析：aloud=a（处于）+loud（大声）→大声地，出声地 

216. around：[ə'raʊ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结构分析：around=a（位于）+round（圆，周围）→在……周围 

217. asleep：[ə'slip] adj.睡着的；麻木的；长眠的 adv.熟睡地；进入睡眠状态 

结构分析：asleep=a（处于）+sleep（睡觉）→处于睡觉的状态→睡着的（地） 

218. awake：[ə'wek] adj.醒着的 vt.唤醒 vi.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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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awake=a（处于，在此还可以做动词前缀）+wake（醒来）→醒着的，醒来 

219. away：[əˈwe]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结构分析：away=a（位于）+way（道路）→在路上→在远处，离去 

常见前缀2. ad-（去，趋近，变得） 

220. accent：['æksɛnt] n.口音；重音 

结构分析：accent=ac（=ad，去）+cent（吟唱、念）→抑扬顿挫地说→重读，强调→重

音，口音 

221. appear：[ə'pɪr] vi.出现；出庭；登场；显得；似乎 

结构分析：appear=ap（=ad，去）+pear（显露，出现）→出现 

常见前缀3. be-（挨着，在） 

222. beside：[bɪ'saɪd]prep.在旁边 

结构分析：beside=be（在）+side（边）→在旁边 

223. besides：[bɪ'saɪdz]prep.除……以外 

词源解释：衍生自单词 beside（在旁边），原本拥有 beside 的所有释义，现在仅用来表

示“除……之外”、“此外”。 

224. behind：[bɪ'haɪnd]prep.在后面；落后于 adv.在后地 

结构分析：behind=be（在）+hind（后面）=在后面 

225. beyond：[bɪ'jɑnd]prep.超过 

结构分析：beyond=be（在）+yond（那边，远处）→在远处，在彼处 

助记窍门：上世纪著名香港乐队 Beyond。 

常见前缀4. com-/con-（一起） 

226. company：['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结构分析：company=com（一起）+pan（面包）+y（名词后缀）→分享面包的人→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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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源解释：来自拉丁语，原本指古罗马军队中同一个小队的战友，宿营时共用一顶帐篷，

吃饭时分享同一条面包。后来被用作军队建制单位，即“连”。还可以用来表示“公司”，

因为公司其实就是一群共同挣面包、分面包的人组成的团队。 

227. connect：[kə'nɛkt] v.连接；关联；结合 

结构分析：connect=con（一起）+nect（结合）→结合到一起→连接 

228. consider：[kən'sɪdɚ] v.考虑；认为；细想 

结构分析：consider=con（一起，利用）+sider（星星）→观看群星，思索吉凶→考虑 

词源解释：原本是个占星术术语，表示通过观察星象来卜算吉凶。由于观察星象时需要

认真思索其中蕴含的吉凶信息，所以该词含义逐渐演变为“研究、琢磨、思索、考虑”。 

229. continue：[kən'tɪnju] v.继续，延续 

结构分析：continue=con（一起）+tin（保持）+ue→保持在一起→继续，延续 

常见前缀5. inter-（在之间） 

230. Internet：['ɪntɚnɛt] n. 因特网；国际互联网 

结构分析：Internet=inter（在之间）+net（网）→网际网 

231. interview：['ɪntɚvju] n.vt.接见；采访；面谈 

结构分析：interview=inter（在之间）+view（见）→两人面对面→见面，面谈 

常见后缀1. -age（名词后缀） 

232. advantage：[əd'væntɪdʒ] n.优势；有利条件 

结构分析：advantage=advant（=advance，领先）+age→优势 

233. language：['læŋɡwɪdʒ] n. 语言 

结构分析：language=langu（=lingu，舌头，语言）+age→语言 

234. manage：['mænɪdʒ] v.管理；经营；控制；设法；处理；应付过去 

结构分析：manage=man（用手操纵）+age→操作，运作→管理，经营 

235. marriage：['mærɪdʒ] n.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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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marriage=marri（=marry，结婚）+age→婚姻 

236. package：['pækɪdʒ] n.包裹 

结构分析：package=pack（包装）+age→包裹 

237. village：['vɪlɪdʒ] n.村庄 

结构分析：village=vill（乡村房屋）+age→村庄 

常见后缀2. -hood（名词后缀） 

238. childhood：['tʃaɪldhʊd] n.童年时期；幼年时代 

结构分析：childhood=child（孩子）+hood→孩提时代→童年 

239. neighbourhood：[nebɚˌhʊd] n. 邻近；周围；邻居关系；附近一带 

结构分析：neighbourhood=neighbour（邻居）+hood→邻居关系，邻近 

常见后缀3. -it/-ity（名词后缀） 

240. spirit：['spɪrɪt] n.精神；心灵；情绪；志气；烈酒 

结构分析：spirit=spir（呼吸）+it→呼吸→气息→精神 

241. unit：['junɪt] n. 单位，单元 

结构分析：unit=un（一）+it→一，个体→单位，单元 

常见后缀4. -ment（名词后缀） 

242. environment：[ɪn'vaɪrənmənt] n. 环境，外界 

结构分析：environment=en（=in）+viron（围绕）+ment→围绕之物→环境 

243. government：['ɡʌvɚnmənt] n. 政府；政体；管辖 

结构分析：government=govern（统治）→ment→管辖；政府 

244. treatment：['tritmənt] n. 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结构分析：treatment=treat（治疗，对待）+ment→治疗，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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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后缀5. -ness（名词后缀） 

245. business：[ˈbɪznɪs] n.商业；生意；公务；交易；事情 

结构分析：business=busi（=busy，忙碌的）+ness→忙碌之事→生意 

246. illness：['ɪlnəs] n.疾病 

结构分析：illness=ill（生病的）+ness→疾病 

常见后缀6. -ship（名词后缀） 

247. friendship：['frɛndʃɪp] n. 友谊 

结构分析：friendship=friend（朋友）+ship→友谊 

助记窍门：friendship 中的后缀-ship 与表示“小船”的单词 ship 拼写完全一样，因此诞

生了网络流行语：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常见后缀7. -ion/-ation（名词/动名词后缀） 

248. discussion：[dɪ'skʌʃən] n. 讨论，议论 

结构分析：discussion=discuss（讨论）+ion→讨论 

249. examination：[ɪg'zæmə'neʃən] n. 考试；检查，常简写为 exam 

结构分析：examination=examin(e)（考试）+ation→考试 

250. instruction：[ɪn'strʌkt] vt.指示；指导；通知；命令 

结构分析：instruction= in（介词前缀，对其）+struct（构造）+ion→构造某人（的知识）

→指导；指示；通知 

251. operation：[,ɑpə'reʃən] n.操作；经营；手术 

结构分析：operation=oper（操作）+ation→操作 

252. situation：[ˌsɪtʃʊˈeʃən] n. 情况；状况；形势；处境；位置 

结构分析：situation=situ（放置，位于）+ation→位置，方位→处境，形势；情况，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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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后缀8. -ure（名词后缀） 

253. culture：['kʌltʃɚ] n.文化，文明；修养；栽培 

结构分析：culture=cult（栽培）+ure→栽培→文化，修养 

254. furniture：['fɝnɪtʃɚ] n. 家具；设备 

结构分析：furniture=furn（使完备）+it+ure→使（建筑）变得完备的事物→家具，设备 

255. picture：['pɪktʃɚ] n. 照片；图画 

结构分析：picture=pict（=paint，画）+ure→画出来的结果→图画，照片 

256. temperature：[ˈtempərtʃʊər] n.温度 

结构分析：temperature=temper（温和，节制）+at+ure→温度 

常见后缀9. -th/-t（名词后缀） 

257. birth：[bɝθ] n. 出生 

结构分析：birth=bir（=born，出生）+th→出生 

258. death：[dɛθ] n. 死亡 

结构分析：death=dea（=die，死亡）+ th→死亡 

259. health：[hɛlθ] n. 健康；卫生；保健 

结构分析：health=heal（健康的）+th→健康 

260. truth：[trʊθ] n. 真理；事实 

结构分析：truth=tru(e)（真实的）+th→真理，事实 

261. wealth：[wɛlθ] n. 财富；大量；富有 

结构分析：wealth=weal（=well，良好的，幸福的）+th→福利→财富 

262. weight：[wet] n. 重量 

结构分析：weight=weigh（称重，权衡）+ t→重量 

263. height：[haɪt] n. 高地；高度 

结构分析：height=heigh（=high，高的）+ t→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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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后缀10. -ist（者，专业人士） 

264. chemistry：['kɛmɪstri] n.化学 

结构分析：chemistry=chem（炼金）+ist（专业人士）+ry（专业技能）→炼金术士的专

业技能→化学 

词源解释：chemist 来自拉丁语，本意是“炼金术士”。现代化学脱胎于古代的炼金术

（alchemy），所以 chemist 也可以表示化学家。而 chemistry 的含义也从“炼金术”演变为“化

学”。 

265. dentist：['dɛntɪst] n. 牙科医生 

结构分析：dentist=词根 dent（牙齿）+ist（专业人士）→牙科医生 

常见后缀11. -er/-or（名词后缀，者） 

266. cooker：['kʊkɚ] n.炊具；厨灶 

结构分析：cooker=cook（烹调）+er（者）→炊具 

267. computer：[kəm'pjutɚ]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结构分析：computer=com（一起）+put（计算）+er（者）→计算机 

268. drawer：[drɔr] n. 抽屉 

结构分析：drawer=draw（拖）+er（者）→可拖动者→抽屉 

269. driver：['draɪvɚ] n. 驾驶员；司机 

结构分析：driver=driv(e)（驾驶）+er（者）→驾驶员 

270. engineer：[,ɛndʒɪ'nɪr] n. 工程师 

结构分析：engineer=engine（引擎，精巧器械）+er（者）→设计精巧器械的人→工程师 

271. eraser：[ɪ'resɚ] n. 橡皮擦；擦除器 

结构分析：eraser=e（离开）+ras（擦）+er（者）→擦除器，橡皮擦 

272. farmer：['fɑmɚ] n. 农夫；农场主 

结构分析：farmer=farm（农场）+er（者）→农夫；农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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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foreigner：['fɔrənɚ] n.外国人；外地人 

结构分析：foreigner=foreign（外国的）+er（者）→外国人 

274. leader：['lidɚ] n. 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结构分析：leader=lead（领导）+er（者）→领导者 

275. manager：['mænɪdʒɚ] n.经理；管理人员 

结构分析：manager=manag(e)（管理）+er（者）→管理人员，经理 

276. owner：['onɚ] n.所有者；物主 

结构分析：owner=own（拥有）+er（者）→所有者 

277. rubber：['rʌbɚ] n. 橡胶；橡皮 

结构分析：rubber=rub（摩擦）+b+er（者）→用于擦除之物→橡皮 

278. soldier：['soldʒɚ] n. 军人；士兵 

结构分析：soldier=sold（古罗马的一种金币，与 solid 同源）+i+er（者）→按月领取金

币的人→士兵 

词源解释：来自拉丁语，原本指按月领饷的职业军人，源自一种古罗马金币的名称

solidum，字面意思就是“可以领取 solidum 的人”。该金币之名 solidum 与单词 solid（结实

的）同源，因其比较厚实而得名。 

279. speaker：['spikɚ] n. 演讲者；说话者；扬声器；议长 

结构分析：speaker=speak（说话）+er（者）→说话者 

280. stranger：['strendʒɚ] n. 陌生人；外地人 

结构分析：stranger=strang(e)（陌生的）+er（者）→陌生人 

281. sweater：['swɛtɚ] n. 毛线衣，运动衫 

结构分析：sweater=sweat（出汗）+er（者）→使人出汗的衣服→运动衫 

282. teacher：['titʃɚ] n. 教师；导师 

结构分析：teacher=teach（教）+er（者）→教师 

283. winner：['wɪnɚ] n. 获胜者；胜利者 

结构分析：winner=win（获胜）+n+er（者）→获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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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worker：['wɝkɚ] n. 工人；劳动者 

结构分析：worker=work（工作）+er（者）→工人 

285. doctor：['dɑktɚ] n.医生；博士 

结构分析：doctor=doct（教授）+or（者）→收徒授课者→博士→医学博士，医生 

286. monitor：['mɔnɪtɚ] n.监视器；监听器；监控器；班长 

结构分析：monitor=mon（监视）+it（动词后缀）+or（者）→监视器，班长 

常见后缀12. -ics（学科，学问） 

287. physics：['fɪzɪks] n. 物理学 

结构分析：physics=词根 phys（自然，物理）+ics（学问）→物理学 

常见后缀13. -et（指小名词后缀） 

288. pocket：['pɑkɪt] n. 口袋；衣袋 

结构分析：pocket=pock（袋子）+et（指小形式）→小袋子→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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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词根法 

常见词根1. abil-（能够） 

来源：拉丁语形容词 habilis（能够），不发音的字母 h 后来脱落 

289. able：['ebl] adj.能够 

结构分析：able=ab(i)l（能够）+e→能够 

290. ability：[ə'bɪləti] n.能力 

结构分析：ability=abil（能够）+ity（名词后缀）→能力 

常见词根2. act-（动作，行动，活动，驱动） 

来源：拉丁语动词 agere（驱动，行动）的完成分词 actus 

291. act：[ækt] v.行动；扮演；起作用 

292. action：['ækʃən] n.行动；活动 

结构分析：action=act（行动）+ion（名词后缀）→行动 

293. active：['æktɪ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 

结构分析：active=act（行动）+ive（形容词后缀）→活跃的 

294. activity：[æk'tɪvəti] n.活跃度 

结构分析：activity=activ(e)（活跃的）+ity（名词后缀）→活跃度 

295. exact：[ɪɡ'zækt] adj.精确的 

结构分析：exact=ex（出来）+act（做，驱使）→驱使出来，使彻底完成→精确地满足

要求→精确的 

常见词根3. cap-/capt-（抓，拿） 

来源：拉丁语词根 capere（抓，拿）及其完成分词 captus 

常见变体形式：cept-/ceiv- 

296. accept：[əkˈsɛpt] v.接受，同意，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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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accept=ac（=ad，去）+cept（抓、拿）→去抓，拿在手中→接受 

297. except：[ɪk'sɛpt] v.不计；把…除外 prep.除…之外 conj.除了；要不是 

结构分析：except=ex（向外）+cept（拿）→拿到外面去→除外 

298. receive：[rɪ'siv] v.收到；接收；接待；接纳 

结构分析：receive=re（向后）+ceiv（拿）+e→向后拿→收到 

常见词根4. cap-/capit-（头，首领） 

来源：拉丁语名词 caput（头）及其属格形式 capitis 

常见变体形式：chiev-  

299. cap：[kæp] n.盖；帽子。本意是“头上戴的东西”。 

300. capital：['kæpɪt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结构分析：capital=capit（头）+al（形容词后缀）→头的→首都，首都的 

词源解释：capital 的字面意思就是“头的”，做名词时，不仅可以表示“首都”，还可以

表示牲畜的“头数”。由于在古代牲畜是很重要的财产，拥有多少头牲畜代表了拥有财富的

多少，所以表示牲畜“头数”的单词 capital 就衍生了“资本、财富”的含义。 

301. captain：[ˈkæptən] n.队长，首领；船长；上尉；海军上校 

结构分析：captain=capt（=capit，头）+ain（=an，形容词后缀）→领头的（人）→队长 

302. achieve：[ə'tʃiv] v.取得；获得；实现；成功；如愿以偿 

结构分析：achieve=a（=ad，趋近）+chiev（头）+e→到达尽头，到达终点→达到，完

成，取得 

常见词根5. car-/carr-（车，装载） 

来源：拉丁语名词 carrus（车） 

303. car：[kɑr] n.汽车；轿车 

304. carry：[ˈkærɪ] v.拿，扛；携带；搬运；运载 

结构分析：carry=carr（运载）+y（名词后缀）→运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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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词根6. caus-（原因，理由；指控，辩论） 

来源：拉丁语名词 causa（理由，诉讼），及由此衍生的动词 causare（指控，辩论） 

常见变体形式：cus- 

305. because：[bɪ'kɔz]conj.因为 

结构分析：because=be（=by，依据）+cause（原因）→依据以下原因→因为 

306. excuse：[ɪkˈskjus;ɪkˈskjuz] n.借口；理由 v.原谅 

结构分析：excuse=ex（出来）+cus（指控，要求解释原因）+e→逃脱指控→原谅；借

口 

常见词根7. ced-/cess-（走） 

来源：拉丁语动词 cedere（走）及其完成分词 cessus 

常见变体形式：ceed- 

307. succeed：[sək'sid] vi.成功；继承；继任；接替 

结构分析：succeed=suc（=sub，从下面）+ceed（走）→从下面走到上面→成功，继任 

308. success：[sək'sɛs] n.成功 

结构分析：success=suc（=sub，从下面）+cess（走）→从下面走到上面→成功 

309. successful：[sək'sɛsfl] adj.成功的 

结构分析：successful=success（成功）+ful（形容词后缀）→成功的 

310. necessary：[ˈnɛsəˌsɛri] adj. 必要的；必需的 

结构分析：necessary=ne（不）+cess（走开）+ary（形容词后缀）→不能离开的→必需

的，必要的 

常见词根8. cent-（百，百分之一） 

来源：拉丁语名词 centum（百） 

311. cent：[sɛnt] n.分；一分的硬币 

312. percent：[pɚ'sɛnt] adj.百分之……的 n.百分比，百分率；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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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percent=per（依据，相比于）+cent（百）→百分之……的 

313. century：[ˈsɛntʃərɪ] n.世纪，百年 

结构分析：century=cent（一百）+ury（名词后缀）→一百（年）→世纪 

常见词根9. cert-/cret-（分开，区分；确定，决定） 

来源：拉丁语动词 cernere（决定）的完成分词 certus /cretus 

314. certain：['sɝtn] adj.某一；必然的；确定的；确信 pron.某些；某几个 

结构分析：certain=cert（区分，确定）+ain（=an，形容词后缀）→确定的 

315. concert：['kɑnsɚt] n.音乐会；一致；和谐 

结构分析：concert=con（一起）+cert（分开）→使分开的音调和谐共处→音乐会，和谐 

316. secret：['sikrɪt] adj. 秘密的 n. 秘密 

结构分析：secret=se（分离）+cret（区分）→（与其他事情）分离开的→隔离的，隐藏

起来的→秘密的 

317. secretary：['sɛkrətɛrɪ] n. 秘书；书记 

结构分析：secretary=secret（秘密）+ary（形容词后缀）→（替人处理）机密事务的（人）

→秘书 

常见词根10. cid-/cis-（切） 

来源：拉丁语动词 cidere（切）及其完成分词 cisus 

318. decide：[dɪ'saɪd] v.决定；下决心；判决 

结构分析：decide=de（分开）+cid（切）+e→切开→决断→决定，下决心 

319. decision：[dɪ'sɪʒn] n.决定，决心；决议 

结构分析：decision=de（分开）+cis（切）+ion（名词后缀）→切开→决断→决定 

常见词根11. circ-/cycl-（圆圈，环，循环） 

来源：拉丁语名词 circus（圆圈，环）和 cyclus（圆圈，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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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circle：['sɝkl] n.循环，周期；圆；圈子；圆形物 v.盘旋，旋转；环行；画圆圈 

结构分析：circle=circ（圆）+le（指小名词后缀）→小圆→圆圈 

321. bicycle：['baɪsɪkl] n.自行车 

结构分析：bicycle=bi（两）+cycl（圆圈）+e→两轮（车）→自行车 

322. search：[sɝtʃ] v. 搜索；搜寻；调查；探求 n. 搜寻；探究 

词源解释：鹰在空中搜寻猎物时，会在空中盘旋飞行。在拉丁语中，鹰的这种来回盘旋

被称为 circare，来自名词 circus（=circle，循环、盘旋）。英语单词 search 就来源于此。由于

鹰的来回盘旋是为了搜索猎物，所以 search 一词便产生了“搜索”的含义。 

323. research：['risɝtʃ] n.v.调查；研究 

结构分析：research=re（反复）+search（搜索）→反复搜索→调查，研究 

常见词根12. cit-（调动，激发，召唤） 

来源：拉丁语动词 ciere（调动，激发，召唤）的完成分词 citus 

324. excite：[ɪk'saɪt] v. 激起；刺激…，使…兴奋 

结构分析：excite=ex（出来）+cit（激发）+e→激发出来→激起 

325. recite：[rɪ'saɪt] v. 背诵；叙述；列举 

结构分析：recite=re（再次）+cit（调动）+e→（从记忆里）再次调动出来→背诵 

常见词根13. clud-/clus-（关闭，结束） 

来源：拉丁语动词 cl(a)udere（关闭，结束）及其完成分词 clausus 

常见变体形式：clos- 

326. close：kloz] v.关；结束；使靠近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n.结束 

结构分析：close=clos（关闭）+e→关闭 

327. include：[ɪn'klud] vt.包含，包括 

结构分析：include=in（里面）+clud（关）+e→关到里面→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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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词根14. cover-（盖上，掩盖） 

来源：来自拉丁语名词 cooperīre（盖上） 

328. cover：['kʌvɚ] v.盖 n.封面；盖子；掩蔽物 

329. discover：[dɪ'skʌvɚ] v.发现，发觉 

结构分析：discover=dis（反义）+cover（掩盖）→发现 

330. discovery：[dɪ'skʌvəri] n.发现，发觉；被发现的事物 

结构分析：discovery=discover（发现）+y（名词后缀）→发现 

常见词根15. cor-/cord-（心，心灵，心意，胆量） 

来源：拉丁语名词 cor（心）及其属格形式 cordis 

常见变体形式：cour- 

331. record：[rɪˈkɔːd；ˈrekɔːd] n.v.记录，录音 

结构分析：record=re（回）+cord（心）→回到心里→记录 

332. recorder：[rɪ'kɔrdɚ] n.记录者；记录员；录音机；记录器 

结构分析：recorder=record（记录）+er（者）→记录者 

333. courage：['kɝrɪdʒ] n.勇气；胆量 

结构分析：courage=cour（心）+age（名词后缀）→心灵，内在力量→勇气 

334. encourage：[ɪn'kɝrɪdʒ] vt.鼓励，怂恿；激励 

结构分析：encourage=en（注入）+courage（勇气）→注入勇气→鼓励 

常见词根16. cre-（创造，增长） 

来源：拉丁语动词 creare（创造，增长）及其完成分词 creatus 

常见变体形式：creas- 

335. create：[krɪ'et] vt.创造 

结构分析：create=cre（创造）+ate（动词后缀）→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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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increase：['ɪnkris] n.增长 vt.增加；提高 vi.增长 

结构分析：increase=in（驱使，变得）+creas（增长）+e→增加；增长 

常见词根17. dic-/dict-（说，命令，指示） 

来源：拉丁语动词 dicere（说，命令，指示）及其完成分词 dictus 

337. dictionary：['dɪkʃə'nɛri] n. 字典；词典 

结构分析：dictionary=dict（说）+ion（名词后缀）+ary（名词后缀）→能说之物的集合

→字词的集合→字典，词典 

338. condition：[kən'dɪʃən] n.条件；情况；状况 

结构分析：condition=con（一起）+dic（说）+ion（名词后缀）→一起说的事→条件 

常见词根18. duc-/duct-（引导） 

来源：拉丁语动词 ducere（引导）及其完成分词 ductus 

339. education：[,ɛdʒu'keʃən] n.教育 

结构分析：education=e（出来）+duc（引导）+ation（动名词后缀）→（将学生天资）

引导出来→教育 

340. introduce：[ˌɪntrə'dus] vt.介绍；引进 

结构分析：introduce=intro（内部）+duc（引导）+e→引进 

341. introduction：[,ɪntrə'dʌkʃən] n.介绍；引进；采用；入门；传入 

结构分析：introduction=intro（内部）+duct（引导）+ion（名词后缀）→引进，介绍 

342. produce：[ˈprɒdus]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结构分析：produce=pro（向前）+duc（引导）+e→向前引导→生产 

常见词根19. eas-（轻松的） 

来源：来自古法语名词 aise（舒适） 

343. easy：['izi] adj. 容易的；舒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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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easy=eas（轻松的）+y（形容词后缀）→容易的 

344. disease：[dɪ'ziz] n. 病 

结构分析：disease=dis（离开）+ease（舒适）→不舒适→病 

常见词根20. es-/est-（是，存在） 

来源：原始印欧语词根 es-（是，存在） 

345. is：[ɪz] v.是（be 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46. absence：['æbsns] n.没有；缺乏；缺席；不注意 

结构分析：absence=ab（偏离，不）+s（=es，存在）+ence（名词后缀）→不在，缺席 

347. absent：[əbˈsɛnt] adj.缺席的；缺少的；心不在焉的；茫然的 

结构分析：absent=ab（偏离，不）+s（=es，存在）+ent（形容词后缀）→缺席的 

348. present：[prɪˈzɛnt; ˈprɛznt] adj.现在的；出席的 v.提出，呈现；赠送 n.现在；礼物 

结构分析：present=pre（在前面）+s（=es，存在）+ent（形容词后缀）→存在于前面的

→现在的 

349. interest：['ɪntrəst] n.兴趣，爱好；关注；利息；利益 vt.使感兴趣；引起关心 

结构分析：interest=inter（二者之间）+est（存在）→存在于二者之间→有关系，有意义

→值得关注之事，利益→关注，兴趣 

350. interesting：['ɪntrəstɪŋ] adj.有趣的；引起兴趣的，令人关注的 

结构分析：interesting=interest（使感兴趣）+ing（现在分词形式）→有趣的 

常见词根21. fac-/fact-（做、制造、使得） 

来源：拉丁语动词 facere（=make，做，制作，使得）及其完成分词 factus 

常见变体形式：fic-/fect- 

351. fact：[fækt] n.事实；实际，字面意思就是“做的事” 

352. factory：['fæktri] n.工厂；制造厂 

结构分析：factory=fact（做、制造）+ory（名词后缀）→制造的场所→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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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perfect：[ˈpɝfɪkt;(forv.)pɝˈfɛkt] adj.完美的；最好的 

结构分析：perfect=per（完全）+fect（做）→做完，做到极致的→完美的 

354. difficult：[ˈdɪfə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结构分析：difficult=dif（=dis，反义）+fic（做）+ul（易于……的）+t→不容易做的→

困难的 

355. difficulty：['dɪfɪkəlti] n.困难，困境 

结构分析：difficulty=dif（=dis，反义）+fic（做）+ul（易于……的）+ty（名词后缀）

→不容易做→困难 

356. office：['ɔfɪs]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结构分析：office=of（=op，工作）+fic（做）+e→做工作→办公室 

357. officer：['ɔfɪsɚ] n.军官，警官；公务员，政府官员；船长 

结构分析：officer=of（=op，工作）+fic（做）+er（者）→做工作的人→军官 

常见词根22. fer-（承载，携带） 

来源：拉丁语动词 ferre（承载，携带） 

358. conference：['kɑnfərəns] n.会议；大会；协商 

结构分析：conference=con（一起）+fer（携带）+ence（名词后缀）→（把意见）带到

一起→开会协商 

近义辨析：conference 和 meeting 都可以表示“会议”，区别在于：conference 是正式用

语，表示比较正式的大会，如政府工作会议，国际学术交流会议等；meeting 是个普通用语，

词义广泛，泛指一般性的会议。 

359. different：['dɪfrənt] adj.不同的 

结构分析：different=dif（=dis，离开）+fer（携带）+ent（形容词后缀）→分道扬镳的

→不同的 

360. difference：['dɪfrəns] n.差异 

结构分析：difference= dif（=dis，离开）+fer（携带）+ence（名词后缀）→分道扬镳→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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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offer：['ɔfɚ] vt.提供；出价；求婚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结构分析：offer=of（=ob，去）+fer（携带）→带过去，呈给→提议 

常见词根23. fin-（终点，边界，尽头；终结） 

来源：拉丁语名词 finis（终点，边界，尽头），及由此衍生的动词 finire（终结） 

362. final：['faɪnl] adj.最后的；最终的 n.决赛；期末考试 

结构分析：final=fin（终点）+al（形容词后缀）→最后的 

363. finish：['fɪnɪʃ] v.完成；结束；终结 

结构分析：finish=fin（终结）+ish（动词后缀）→结束 

364. fine：[faɪn] adj.好的；精美的；优良的 

结构分析：fine=fin（终点）+e→到极致的→好的，精美的 

常见词根24. flu-（流） 

来源：拉丁语动词 fluere（流）及其完成分词 fluctus 

365. flu：[flu] n.流感 

词源解释：是单词 influenza（流感）的缩写。后者来自意大利语，源自拉丁语，与单词

influence（影响）同源。古人认为流感这种传染病是由于星体发出的神秘物质流入人体造成

的。 

366. influence：['ɪnfluəns] n.影响；势力；感化；有影响的人或事 

结构分析：influence=in（进入）+flu（流）+ence（名词后缀）→流入（心灵）→影响 

词源解释：原本是一个占星术语，指星体所发出的神秘物质流入人体，从而对人的身体、

性格和命运造成的影响。 

常见词根25. form-（形成，形态，形式） 

来源：拉丁语名词 forma（形态，形式），及由此衍生的动词 formare（形成） 

367. form：[fɔrm] n.形式，形状；形态 v.形成；构成；排列；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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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 information：['ɪnfɚ'meʃən] n.信息，资料；情报；通知 

结构分析：information=in（使）+form（形成）+ation（动名词后缀）→使人形成知识

的东西→信息，资料 

常见词根26. fort-（力量，强大） 

来源：拉丁语形容词 fortis（强大的） 

常见变体形式：forc- 

369. force：[fɔrs] n.力量；武力 vt.强迫；促使 

结构分析：force=forc（强大的）+e→强力，力量 

370. effort：['ɛfɚt] n.努力 

结构分析：effort=ef（=ex，出来）+fort（力量）→使出力量→努力 

371. comfortable：[ˈkʌmfɚtəbl] adj.舒适的 

结构分析：comfortable=com（加强语气）+fort（强大）+able（能）→能使人感到强大

有力的→舒适的 

常见词根27. ger-/gest-（承载，孕育，携带，进行） 

来源：拉丁语动词 gerere（承载，孕育，携带，进行）及其完成分词 gestus 

372. gesture：['dʒɛstʃɚ] n.姿态；手势 

结构分析：gesture=gest（承载）+ure（名词后缀）→承载（自己的身体）→身体的摆放

→姿态 

373. digest：[daɪ'dʒɛst] v.消化；吸收；融会贯通 n.文摘；摘要 

结构分析：digest=di（分开）+gest（携带）→（将食物）分离开→消化 

374. suggest：[sə'dʒɛst]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暗示 

结构分析：suggest=sug（=sub，从下面）+gest（携带）→从下面带上来→提议 

375. suggestion：[sə'dʒɛstʃən] n.建议 

结构分析：suggestion=suggest（提议）+ion（名词后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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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词根28. grad-/gress-（迈步；步子，等级） 

来源：拉丁语动词 gradi（迈步）及其完成分词 gressus 

常见变体形式：gree- 

376. grade：[ɡred] n.年级；等级；成绩；级别 

结构分析：grade=grad（等级）+e→级别 

377. degree：[dɪ'ɡri] n.程度，等级；度；学位 

结构分析：degree=de（分开）+gree（等级）→分开的等级→程度 

378. progress：['prɑɡrɛs] n.进展；发展；进步；前进 

结构分析：progress=pro（向前）+gress（迈步）→向前迈步→进展 

常见词根29. grand-（隔代的） 

来源：拉丁语形容词 grandis（大的） 

379. grandchild：['ɡræntʃaɪld] n.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孙辈 

结构分析：grandchild=grand（隔代的）+child（孩子）→孙辈 

380. granddaughter：['ɡrændɔtɚ] n. 孙女；外孙女 

结构分析：granddaughter= grand（隔代的）+daughter（女儿）→孙女，外孙女 

381. grandma： ['græn(d)mɑː] n. 奶奶；外婆 

结构分析：grandma=grand（隔代的）+ma（母亲）→奶奶，外婆 

382. grandpa：[ˈɡrænˌpɑ] n. 爷爷；外公 

结构分析：grandpa=grand（隔代的）+pa（父亲）→爷爷，外公 

383. grandparents：['græn'pɛrənts] n. 祖父母；外祖父母 

结构分析：grandparents=grand（隔代的）+parents（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 

384. grandson：['ɡrænsʌn] n. 孙子；外孙 

结构分析：grandson=grand（隔代的）+son（儿子）→孙子，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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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词根30. graph-/gram-（刻，写，画） 

来源：希腊语动词 graphein（刻，写，画）及所衍生的名词 graphos/gramma（写或画出

来的东西） 

385. geography [dʒiˈɑɡrəfɪ] n. 地理学；地理；地形 

结构分析：geography=geo（大地）+graph（画）+y（名词后缀）→对大地的描绘→地

理学 

386. photograph：['fotəɡræf] n.照片，相片 v.照相，摄影，略写为 photo 

结构分析：photograph=photo（光）+graph（写、画）→光的绘画→照片 

387. grammar：['græmɚ] n.语法；语法书 

结构分析：grammar=gramm（图画，在此指字母）+ar（形容词后缀）→使用字母的（艺

术）→语法 

388. program：['proɡræm] n.程序；计划；大纲。英式拼写为 programme 

结构分析：program=pro（向前）+gram（写）→写出来（的东西）→程序，计划 

词源解释：来自希腊语，原本指的是书面公告。进入英语后原本指的也是“书面公告”。

由于此类公告通常不是法律方面的，而是关于一些活动的预告、办事指南之类，因此 program

一词逐渐用来表示公告所涉及的内容本身，如活动、计划、程序、节目等。 

常见词根31. hap-/happ-（运气，幸运，偶然） 

来源：来自古北欧语 happ（运气，幸运），源自原始日耳曼语*hap-（运气，幸运） 

389. happy：['hæpɪ] adj. 幸福的；高兴的 

结构分析：happy=happ（幸运）+y（形容词后缀）→幸运的→幸福的 

390. happen：['hæpən] vi. 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结构分析：happen=happ（偶然）+en（动词后缀）→偶然发生→发生，碰巧 

391. perhaps：[pɚ'hæps] adv. 或许 

结构分析：perhaps=per（=by，凭）+hap（运气）+s（复数形式）→凭运气→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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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词根32. jac-/ject-（喷射，投掷，扔） 

来源：拉丁语动词 iacere（=jacere）及其完成分词 iectus（=jectus） 

392. subject：[ˈsʌbdʒɪkt] n.主题；科目；主语 adj.服从的；易患…的；受制于…的 

结构分析：subject=sub（下面）+ject（扔）→扔到下面→使隶属，使屈从于→讨论的对

象→主题 

393. object：['ɑbdʒɛkt] n.目标；对象；物体；客体；宾语 v.反对 

结构分析：object=ob（对着）+ject（扔）→对着扔→目标，对象 

常见词根33. joy-（快乐） 

来源：古法语名词 joie（快乐） 

394. joy：[dʒɔɪ] n. 欢乐，快乐 

395. enjoy：[ɪn'dʒɔɪ] vt. 欣赏，享受；喜爱；使过得快活 

结构分析：enjoy=en（变得）+joy（快乐）→（因……而）变得快乐→享受 

五、 分解法 

396. article：['ɑrtɪkl] n.文章；物品；条款；冠词 

结构分析：article=arti（节）+cle（小东西）→一小节→文章，条款→物品，冠词 

397. balloon：[bə'lun] n.气球 

结构分析：balloon=ball（球）+oon（指大名词后缀）→膨大的球→气球 

398. behavior：[bɪ'hevjər] n.行为；习性；运行状况，英式拼写为 behaviour 

结构分析：behavior=behav(e)（举止）+ior（名词后缀）→举止 

399. elder：['ɛldɚ] adj.年长的 n.老人 

结构分析：elder=eld（=old，年老的）+er（比较级形式）→更老的→年长的 

400. favorite：['fevərɪt] n. 幸运儿；喜欢的事物；特别喜欢的人 adj. 最喜爱的，=favourite 

结构分析：favorite=favor（喜爱）+ite（名词后缀）→喜爱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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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常常有人问我：“单词总是记不住怎么办？”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先探讨一

下我们是如何记住汉字的。 

汉字由横竖撇捺等各种笔画构成，比如“休”字，就由撇竖横竖撇捺共 6 个笔画构成。

但如果你去问一个小学生，“休”字怎么写，你得到的答案十有八九是，“休”字由单人旁加

一个“木”字组成，而不是由撇竖横竖撇捺这 6 个笔画构成。在这里，单人旁和“木”字就

是所谓的“偏旁部首”，是我们记住汉字的最小记忆单元。我们在记忆“休”字时，记忆的

是两个“偏旁部首”，而不是 6 个笔画。 

同样，英语单词由 26 个字母组成，这 26 个字母就等同于汉字的横竖撇捺等笔画。汉字

有偏旁部首，英语单词有没有类似东西呢？当然有！这就是所谓的“词素”，包括词根、前

缀和后缀。词根决定了单词的基本词义，前缀可以辅助决定词义，而后缀可以用来改变词性。

我们记忆英语单词时，首先应该分析出它由哪些词素组成，然后将词素作为基本的记忆单元，

而非单个字母。这是学习和记忆英语单词的基本功。 

可以说，词根词缀法是扩展英语词汇的基本方法，不过它依然有自己的局限性。首先，

对于那些无法分拆为多个有意义部分的独体词，我们无法应用词根词缀法。其次，词根的衍

生能力有强有弱，有些词根能够衍生出数十个常见单词，记住一个词根就能解决一大串单词。

而有些词根只能衍生出一两个单词，学习这些词根带来的收益很小。第三，词根常常有很多

变体，甚至变得面目全非，对这些变体形式的学习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第四，有些单词在漫

长的演变过程中，现有含义已经与初始含义风马牛不相及，从词根无法直接推导出它的现有

含义。 

为了将词根词缀法应用于高考英语词汇的学习中，我对高考英语大纲内的 3600 多个单

词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整理，根据其构成情况划分为不同类别，并为不同类别的单词提供了针

对性的记忆方法。 

一、分类法 

高考英语大纲里包含了 1400 多个独体词，通常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简单词。

对于这种单词，根据其描述对象所关联的主题及应用场景来分类，分门别类地学习和记忆是

个不错的方法。本书将这些单词划分为 40 多个类别。 

二、词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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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读者学习常见词缀，本书整理了将近 400 个由简单独体词加词缀组成的单词，

将其分类到对应的常见前缀或后缀名下。利用已经掌握的简单独体词，读者可以快速掌握这

些派生单词的含义，并熟悉各常见前缀或后缀的含义和用法，为后续的词根构词分析奠定基

础。 

三、词根法 

本书从高考英语大纲中整理出了 1600 多个包含词根的单词，按照其词根的衍生能力分

为三种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讲解方法： 

情况一：该词根属于常见词根，且在大纲内有两个以上同根词。本书归纳了 300 多个这

样的常见词根，对其来源和常见变体形式进行了介绍，并将其同根词编排到一起。中学生要

想利用词根法来快速拓展词汇量，首先就应该掌握这 300 多个重点词根。 

情况二：该词根属于常见词根，但在大纲内只有一个同根词。对于这些单词，本书在讲

解它的组成结构的同时，进一步罗列了一些更多常见同根词，以便读者参考，增加对该词根

的理解。中学生可以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继续学习掌握这些常见词根，为将来的词汇拓展

打下基础。 

情况三：该词根属于不常见词根，在大纲内只有一个同根词。对于这些单词，本书仅对

它的组成结构进行讲解。读者仅需要了解这种词根的含义从而理解单词。 

四、分解法 

高考英语大纲内还包含了 200 多个由两个或多个独体词组合而成的复合词。对于这种

单词，学习起来很简单，只需要了解组成它的各个独体词的含义，然后推导出整体含义。 

五、词源法 

有些单词，由于词意发生了较大变化，仅从其组成部分无法推导出它的现在含义。这种

情况下，就需要对它的来龙去脉即所谓的“词源”进行研究。另外，词源研究还能对单词学

习带来其他一些有益启发，如找出一些拼写类似、含义相关的同源单词。本书对于一些可以

用词源知识来辅助学习的单词，言简意赅地进行了词源解释，以促进学习者对该单词的理解。 

为了帮助记忆，本书还对部分单词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助记方法，如联想法、谐音法。然

而，笔者一向坚持，这些方法只能用于帮助记忆个别单词，而对真正理解单词从而融合贯通

地扩充词汇量帮助不大。学习者在学习单词时，应多花功夫去真正理解单词，万万不可投机

取巧，过度依赖这种助记术，试图用它来解决英语单词的深层次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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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类法 

适用范围：无法拆分为多个有意义部分的独体词 

类别1. 天文星体 

1. sun：[sʌn] n.太阳 

2. moon：[mun] n.月亮 

3. earth：[ɝθ] n.地球；大地 

4. star：[stɑr] n.星星 

5. planet：['plænɪt] n.行星 

词源解释：来自希腊语，本意是“四处漫游的”，古人最早用来表示位置会变动的星体。 

6. satellite：['sætəlaɪt] n.卫星 

词源解释：来自拉丁语，本意是“随从”。天文学家开普勒最早用它来表示人类最早发

现的木星的卫星，后来被用来泛指各种卫星。 

7. orbit：['ɔrbɪt] n.轨道 v.绕轨道运行 

8. sky：[skaɪ] n.天空 

类别2. 地理地形 

9. land：[lænd] n.陆地；大地；土地 v.登陆；着陆 

10. ground：[ɡraʊnd] n.地面 

11. field：[fild] n.旷野；田地；领域 

12. clay：[kle] n.粘土 

13. soil：[sɔɪl] n.土壤 

14. mud：[mʌd] n.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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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tone：[ston] n.石头 

16. rock：[rɑk] n.岩石 

17. sand：[sænd] n.沙子 

18. forest：['fɔrɪst] n.森林 

19. jungle：['dʒʌŋɡl] n.丛林；蛮荒之地 

近义辨析：单词 forest 和 jungle 都可以表示森林，区别在于：jungle 常表示原始丛林，

比喻蛮荒之地，如短语 jungle law（丛林规则，弱肉强食）。 

20. prairie：['prɛri] 草原 

词源解释：来自法语，源自拉丁语，1773 年进入英语，原本特指北美洲的大草原。 

助记窍门：prairie=pr+air（空气）+ie（法语名词后缀），大草原中有好多新鲜空气（air）。 

21. hill：[hɪl] n.丘陵；小山 

22. valley：['væli] n.山谷 

23. volcano：[vɑl'keno] n.火山 

词源解释：来自意大利语名词 vulcano（火山），源自拉丁语名词 Vulcanus，古罗马神话

中的火及锻造之神伏尔甘（Vulcan）。伏尔甘是主神朱庇特的儿子，相貌丑陋，被父亲嫌弃，

终身躲在地下打铁，为众神锻造兵器和工具。传说火山就是他的打铁铺。如果看到火山冒烟

冒火，那其实就是伏尔甘在下面开工了。 

24. sea：[si] n.海 

25. ocean：['oʃən] n.海洋 

26. bay：[be] n.海湾 

27. beach：[bitʃ] n.海滩 

28. coast：[kost] n.海岸 

29. shore：[ʃɔr] n.海滨 

30. isle：[aɪl] n. 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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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stream：[strim] n.溪流 

32. bank：[bæŋk] n.河岸 

33. lake：[lek] n.湖泊 

34. pond：[pɑnd] n.水塘 

35. pool：[pul] n.池塘 

36. well：[wɛl] n.水井 

类别3. 环境气候 

37. weather：['wɛðɚ] n.天气 

38. hot：[hɑt] adj.热的 

39. warm：[wɔrm] adj.温暖的 

40. mild：[maɪld] adj.温和的；清淡的 

41. cool：[kul] adj.凉爽的 

42. cold：[kold] adj.寒冷的 

43. air：[ɛr] n.空气 

44. blow：[blo] v.（风）吹，喘气 n.吹，打击 

45. wind：[wɪnd] n.风 

46. hurricane：[ˈhʌrɪken] n. 飓风，暴风 

词源解释：来自美洲玛雅神话中的创世神之一的雷暴与旋风之神 Hurakan（胡拉坎）。在

玛雅神话中，当世界还混沌未开之时，Hurakan 朝水面用力吹了一口气，吹开了水，露出了

干燥的大地。后来，Hurakan 又施展魔法，引来暴雨和洪水毁灭了人类。生活在加勒比海的

土著人用 Hurakan 称呼当地的强热带风暴，认为这种风暴是 Hurakan 在施展魔法。西班牙殖

民者来到加勒比海地区后，将 Hurakan 一词带入西班牙语，用来表示飓风。该词进入英语后

拼写变成了 hurric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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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typhoon：[taɪ'fʊn] n.台风 

词源解释：来自希腊语 Typhon，是古希腊神话中怪物提丰之名。宙斯率领奥林巴斯诸

神战胜泰坦诸神后，对参与谋反的泰坦诸神进行了严厉了惩罚。大部分泰坦神被关押在无底

深渊中，擎天神阿特拉斯被罚在西天擎天。对泰坦神的严厉惩罚引发了大地女神盖亚的不满。

因此，盖亚与深渊神塔尔塔罗斯交配，生下了一个体格无比庞大的怪物提丰（Typhon），前

来挑战奥林巴斯诸神。提丰上身似人，下身似蛇，身高比世界上最高的山峰还要高。它长有

100 个脑袋，眼睛能喷火，口中能发出各种骇人的吼叫声。宙斯和奥林巴斯诸神费了九牛二

虎之力才制服了提丰。提丰的名字 Typhon 在希腊语中就是“狂风、旋风”的意思，英语单

词 typhoon（台风）便来源于此。 

48. light：[laɪt] n.光 

49. bright：[braɪt] adj. 明亮的，鲜明的；聪明的；愉快的 

50. flash：[flæʃ] n.v.闪光，闪现 

51. shine：[ʃaɪn] v.闪耀；照射 

52. thunder：['θʌndɚ] n.雷 vi.打雷 

词源解释：来自古英语，源自原始日耳曼语，与北欧神话中的雷神 Thor（索尔）同源。 

53. fire：['faɪr] n.火 

54. flame：[flem] n. 火焰 

55. heat：[hit] n.热 v.加热 

56. burn：[bɝn] v.燃烧；烧毁，灼伤 

57. water：[ˈwɔtɚ] n.水 

58. cloud：[klaʊd] n.云 

59. rain：[ren] n.雨 v.下雨 

60. shower：['ʃaʊɚ] n.阵雨，淋浴 v.下阵雨，淋浴 

61. storm：[stɔrm] n.暴风雨 v.起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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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flood：[flʌd] n.洪水 

63. snow：[sno] n.雪 v.下雪 

64. ice：[aɪs] n.冰 

65. frost：[frɔst] n.霜，冰冻 

66. freeze：[friz] v.冻结，结冰 

67. wet：[wɛt] adj.湿的 

68. damp：[dæmp] adj.潮湿的 

69. dry：[draɪ] adj.干的 

70. fog：[fɔɡ] n.雾 

71. mist：[mɪst] n.薄雾 

72. smoke：[smok] n.烟 

73. smog：[smɑːɡ] n.烟雾 

词源解释：由单词 smoke（烟）和 fog（雾）合成，1905 年科学家杜撰了该词来形容英

国伦敦的空气污染。 

74. steam：[stim] n.蒸汽 

75. ash：[æʃ] n.灰；灰烬 

76. dust：[dʌst] n.灰尘 

77. dirt：[dɝt] n.污垢 

78. pollute：[pə'lut] vt.污染 

79. junk：[dʒʌŋk] n.垃圾；破旧物品 

80. rubbish：['rʌbɪʃ] n.垃圾；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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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4. 世界各地 

81. world：[wɝld] n.世界 

82. Africa：[ˈæfrɪkə] n.非洲 

词源解释：来自拉丁语，在古罗马时期指的仅仅是北非靠近意大利的部分区域，相当于

现在的突尼斯。古罗马通过三次战争消灭北非强国迦太基后，在北非建立了 Africa（阿非利

加）行省。后来，Africa（阿非利加）这个名称逐渐被用来表示整个非洲大陆。 

83. Asia：[ˈeɪʃn] n.亚洲 

词源解释：由古代腓尼基人所起。他们把爱琴海以东的地方称为 Asu，意即“日出之地”；

而把爱琴海以西的地方称为 Ereb，意为“日没之地”。Asia 一词便是由腓尼基语 Asu 演化来

的，最初指的仅仅是安纳托利亚半岛的西部，后来含义逐渐扩大，包括现今整个亚洲地区。 

84. Europe：['jʊrəp] n.欧洲 

词源解释：源自古希腊神话中被宙斯拐走的腓尼基公主欧罗巴（Europa）之名。神话中，

欧罗巴长得美丽动人。主神宙斯看见了，动了春心，化作公牛来到欧罗巴玩耍的草坪上。等

欧罗巴骑上后，公牛就奔入海中，游到另一块大陆。在这块大陆上，宙斯化身为一帅哥，与

公主相恋，生了三个儿子。后人就以欧罗巴公主的名字来命名这片大陆。 

85. America：[əˈmɛrɪkə] n.美洲；美国 

词源解释：源自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哥（意大利语为 Amerigo，拉丁语为 Americus）的

名字。美洲虽然是哥伦布首次发现的，但他并未意识到这是一块新大陆，一直以为自己到的

是亚洲，并将其土著居民称为“印度人”（Indian，印第安人）。亚美利哥首次提出这块大陆

是一块新的大陆，并出书对新大陆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所以人们将他看作是发现新大陆的第

一人，并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块新大陆。 

86. foreign：['fɔrən]  adj. 外国的 

87. China：[ˈtʃaɪnə] n.中国 

88. Japan：[dʒə'pæn] n.日本 

词源解释：源于古时中国沿海居民口中的“日本”二字，随着东西方贸易而流传至欧洲。 

89. Korea：[kə'rɪr] n. 朝鲜，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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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源解释：源自中国对朝鲜的古称“高丽”。13 世纪中期抵达中国的传教士鲁布鲁克首

次将高丽标记为“Caule”。从此以后，欧洲人曾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用 Core、Cory、Caoli、

Corai 等单词表示朝鲜。被人熟知的 Corea 首次出现在欧洲文献中是在 1571 年。葡萄牙传教

士维列拉在当时写给耶稣教会总长的信中表示：“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有一个叫做 Corea 的王

国。”现在使用的 Korea 一词最初出现在 1671 年德国出版的《哈梅尔漂流记》当中，是在将

Corea 写成德语的过程中用字母“K”取代了“C”。19 世纪末，美国在外交文件中连续多年

使用 Korea 来表示朝鲜。二战后，Korea 作为朝鲜的称呼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 

90. India：['ɪndɪə] n.印度 

91. Egypt：['idʒɪpt] n.埃及 

92. Russia：['rʌʃə] n.俄罗斯 

词源解释：由单词 Rus（罗斯人）衍生而成，字面意思就是“罗斯人的国家”。元朝时，

蒙古人由于发不清 R 这个音，就在前面增加了一个元音，将“罗斯”读成了“俄罗斯”。该

中文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93. Britain：['brɪtn] n.英国；不列颠 

词源解释：在罗马入侵不列颠之前，统治不列颠地区的是凯尔特人。分批移入不列颠地

区的凯尔特人中，其中的一支名为 Briton（布列吞人）。也有人认为，布列吞人是移入不列

颠地区的凯尔特人和不列颠的早期居民伊比利亚人混合后形成的民族。罗马人则称他们为

Brittani（布列塔尼），将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 Brittania（布列塔尼亚），即“布列吞人的土地”，

单词 Britain（不列颠）就来源于此。 

94. France：[frɑːns] n.法国；法兰西 

词源解释：源自 Frank（法兰克人、自由的人）之名。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的分支之一，

在蛮族大迁移时代从北欧南下，散居在莱茵河下游一带。公元 3 世纪末，法兰克人开始越过

莱茵河入侵高卢。五世纪末，法兰克一部落首领克洛维占领了北方高卢，建立了法兰克王国，

拉丁语称为 Francia。843 年，法兰克王国分裂成三部分，其中的西法兰克王国发展成为现在

的法国。France 一词就是从法兰克王国的拉丁名称 Francia 演变而来。 

95. French：[frentʃ] adj.法国的；法国人的；法语的 n.法国人；法语 

96. German：['dʒɜːmən] n.德国人；德语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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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源解释：从约公元前 4 世纪起，大量原本居住在北欧地区、金发碧眼、身材高大的居

民陆陆续续向南进入欧洲大陆。大约在公元前半个世纪时，这些从北欧南下者已经占据了莱

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和北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原本占据欧洲大陆的凯尔特人将这些人称为

Germani（日耳曼人），意思是“邻居”，也有人认为意思是“嘶叫者”，因为他们战斗时会发

出可怕的喊叫声。古罗马的凯撒大帝征伐高卢时，在他的《高卢战记》中将高卢人对日耳曼

人的称呼带入了拉丁语，拼作 Germanus，复数为 Germani，将日耳曼人所居住的地区称为

Germania（日耳曼尼亚）。英语单词 German（德国人）和 Germany（德国）都来源于此。德

国人称自己为 Deutsch，意思是“人民”。中文译名“德意志”来自 Deutsch 而非 German。 

97. Germany：['dʒɝməni] n.德国 

98. Italy：['ɪtəlɪ] n.意大利 

99. Spain：[spen] n.西班牙 

100. Swiss：[swɪs] n.瑞士人 adj.瑞士的；瑞士人的 

101. Belgium：['bɛldʒəm] n.比利时 

102. Greece：[ɡriːs]希腊 

103. Greek：[grik] n.希腊语；希腊人 adj.希腊的；希腊人的，希腊语的 

104. Canada：['kænədə] n.加拿大 

105. Mexico：['mɛksɪko] n.墨西哥 

106. London：[ˈlʌndən] n.伦敦 

107. Paris：['pærɪs] n.巴黎 

108. Tokyo：['tokjo] n.东京 

类别5. 动物相关 

109. ant：[ænt] n.蚂蚁 

110. bat：[bæt] n.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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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bull：[bʊl] n.公牛 

112. bear：[bɛr] n.熊 

113. bee：[bi] n.蜜蜂 

114. bird：[bɝd] n.鸟 

115. camel：['kæml] n.骆驼 

116. cat：[kæt] n.猫 

117. chick：[tʃɪk] n.小鸡 

118. cock：[kɑk] n.公鸡 

119. coral：['kɔrəl] n.珊瑚，珊瑚虫 

120. cow：[kaʊ] n.奶牛 

121. deer：[dɪr] n.鹿 

122. dog：[dɔɡ] n.狗 

123. duck：[dʌk] n.鸭 

124. eagle：['igl] n.鹰 

125. elephant：[ˈɛləfənt] n.大象 

126. fish：[fɪʃ] n.鱼 

127. fox：[fɑks] n.狐狸 

128. frog：[frɔɡ] n.青蛙 

129. giraffe：[dʒəˈræf] n.长颈鹿 

130. goat：[gəʊt] n.山羊 

131. goose：[ɡus] n.鹅 

132. hare：[hɛr] n.野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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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hawk：[hɔk] n.鹰 

134. hen：[hɛn] n.母鸡 

135. horse：[hɔrs] n.马 

136. kangaroo：[,kæŋɡə'ru] n.袋鼠 

137. lamb：[læm] n.羔羊 

138. lion：['laɪən] n.狮子 

139. locust：['lokəst] n.蝗虫，蚱蜢 

140. monkey：['mʌŋki] n.猴子 

141. mouse：[maʊs] n.老鼠 

142. ox：[ɑks] n.公牛 

143. panda：['pændə] n.熊猫 

144. parrot：['pærət] n.鹦鹉 

145. pig：[pɪɡ] n.猪 

146. rabbit：['ræbɪt] n.兔子 

147. rat：[ræt] n.耗子，大家鼠 

148. rooster：['rustɚ] n.公鸡 

149. seal：[sil] n.海豹 

150. shark：[ʃɑrk] n.鲨鱼 

151. sheep：[ʃip] n.绵羊 

152. snake：[snek] n.蛇 

153. sparrow：['spæro] n.麻雀 

154. squid：[skwɪd] n.乌贼，鱿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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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squirrel：[ˈskwɜ:rəl] n.松鼠 

156. swallow：['swɑlo] n.燕子 

157. swift：[swɪft] n. 褐雨燕 

158. tiger：['taɪɡɚ] n.老虎 

159. tortoise：[ˈtɔrtəs] n.乌龟 

词源解释：可能来自希腊语 Tartarus（塔耳塔洛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深渊，常被人等

同于地狱。西方古人见乌龟长相丑陋怪异，认为是来自地狱的生物，因此将其称为 tortoise，

意思是“来自地狱的生物”。 

160. turkey：['tɝki] n.火鸡 

词源解释：来自单词 Turkey（土耳其）。原本指一种被称为“土耳其鸡”（Turkey cock）

的大型鸟类。当英国人来到美洲大陆殖民时，发现当地也出产一种体型巨大的鸟类，长相与

土耳其鸡很像，误以为是土耳其鸡的一种，便也将这种鸟称为 turkey。其实，这种鸟与土耳

其鸡并非同类，而是北美特有的火鸡，后来成为北美感恩节上的常见佳肴。 

161. whale：[wel] n.鲸 

162. wolf：[wʊlf] n.狼 

163. worm：[wɝm] n.蠕虫 

164. zebra：[ˈzibrə] n.斑马 

165. beast：[bist] n.野兽；畜生 

166. pest：[pɛst] n.害虫 

167. pet：[pɛt] n.宠物 

168. claw：[klɔ] n. 爪；螯 

169. feather：['fɛðɚ] n. 羽毛 

170. fur：[fɝ] n.皮子；毛皮 

171. tail：[tel] n. 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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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trunk：[trʌŋk] n. 象鼻；树干；躯干 

173. wing：[wɪŋ] n.翅膀 

174. bark：[bɑrk] v.狗叫 n.狗的吠叫 

175. howl：[haʊl] n.v.嚎叫，咆哮 

词源解释：拟声词，模拟动物嚎叫的声音。 

176. hatch：[hætʃ] n.v.孵化 

177. fierce：[fɪrs] adj. 凶猛的 

178. wild：[waɪld] adj. 野生的；野蛮的 

179. hive：[haɪv] n.蜂巢 

180. nest：[nɛst] n.鸟巢 

181. web：[wɛb] n. 网；蜘蛛网 

类别6. 植物相关 

182. bamboo：[,bæm'bu] n.竹 

183. bush：[bʊʃ] n.灌木 

184. grass：[ɡræs] n.草 

185. weed：[wid] n.杂草，野草 

186. hay：[heɪ] n.干草 

187. herb：[ɝb] n. 香草，药草 

188. tree：[tri] n. 树 

189. wood：[wʊd] n. 木材；木制品；树林 

190. maple：['mepl] n. 枫树 

191. pine：[paɪn] n.松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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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rose：[roz] n. 玫瑰 

193. violet：['vaɪələt] n. 紫罗兰 

194. branch：[bræntʃ] n.树枝，分支 

195. root：[rut] n. 根；根源 

196. leaf：[lif] n. 叶子 

197. flower：['flaʊɚ] n. 花；精华 

198. fruit：[frut] n. 果实；水果；产物 

199. seed：[sid] n. 种子 

类别7. 矿物材料 

200. carbon：['kɑrbən] n.碳；碳棒 

201. coal：[kol] n.煤炭；木炭 

202. jewel：['dʒuəl] n. 宝石；珠宝 

203. diamond：['daɪəmənd] n. 钻石，金刚石 

204. marble：['mɑrbl] n. 大理石 

205. gas：[ɡæs] n. 气体；瓦斯 

206. oil：[ɔɪl] n. 油；石油 

207. metal：['mɛtl] n. 金属 

208. gold：[ɡold] n. 金，黄金；金色 

209. silver：['sɪlvɚ] n. 银；银器 

210. iron：['aɪɚn] n. 铁；熨斗；烙铁 

211. steel：[stil] n. 钢铁；钢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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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tin：[tɪn] n. 锡 

213. lead：[lid; lɛd] n.铅 

类别8. 数量数字 

214. number：['nʌmbɚ] n. 数，数字；期；号码 

215. score：[skɔ] n. 分数；得分；刻痕 

词源解释：来自古英语，与单词 scar（伤痕）同源，本意是“刻痕”。古人用刻痕来计

数，所以引申出“分数、得分”之意。 

216. zero：[ˈzɪro] n.num.零 

217. one：[wʌn] n.num.一 

218. two：[tu] n.num.二 

219. three：[θri] n.num.三 

220. four：[fɔr] n.num.四 

221. five：[faɪv] n.num.五 

222. six：[sɪks] n.num.六 

223. seven：['sɛvn] n.num.七 

224. eight：[et] n.num.八 

225. nine：[naɪn] n.num.九 

226. ten：[tɛn] n.num.十 

227. eleven：[ɪ'lɛvn] n.num.十一 

228. twelve：[twɛlv] n.num.十二 

229. hundred：['hʌndrəd] n.num.百 

230. thousand：['θaʊznd] n.num.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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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million：['mɪljən] n.num.百万 

232. billion：['bɪljən] n.num.十亿 

233. half：[hæf] n.一半 

234. pair：[pɛr] n. 一对，一双，一副 

235. dozen：['dʌzn] n. 十二个，一打 

236. first：[fɝst] adj.adv. 第一；首先 

237. third：[θɝd] n.num. 第三；三分之一 adj. 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238. a：[ə; e] art.一个 

239. both：[boθ] adj. 两个的 adv. 并；又；两者皆 pron.两者都 

240. all：[ɔl] n.adj.adv.全部 

241. whole：[hol] adj. 完整的 n. 整体；全部 

242. many：['mɛni] adj. 许多的 

243. much：[mʌtʃ] adv. 非常，很 adj. 大量的 

244. more：[mɔr] adv. 更多；此外；更大程度地 adj. 更多的；附加的 

245. most：[most] adv. 最 adj. 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246. some：[sʌm] adj. 一些 

247. any：['ɛni] adj. 任何的 

248. few：[fju] adj. 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249. little：['lɪtl] adj. 小的；很少的 

250. less：[lɛs] adv. 较少地；较小地 adj. 较少的；较小的 

251. least：[list] adj. 最小的；最少的 adv. 最小；最少 n. 最小；最少 

252. rare：[rɛr] adj. 稀有的；稀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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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slight：[slaɪt] adj. 轻微的，少量的 

254. enough：[ɪ'nʌf] adj.足够的 adv. 足够地，充足地 

255. lot：[lɑt] n. 许多；份额；命运；阄 

词源解释：来自古英语，原本指用来摇奖或抽签的工具，通常是木片制成。lot 除了表

示摇奖或抽签的工具外，还可以表示通过这种方式所分配的份额。a lot 就是一个 lot 所代表

的那一份。由于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那一份足够大，所以 a lot 就衍生出了“大量”之意。 

256. lack：[læk] n.v.缺乏 

257. each：[itʃ] adj. 每；各自的 adv. 每个；各自 

258. either：['iðɚ] adj. 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on.任一个 

259. every：['ɛvri] adj. 每一的，每个的 

类别9. 度量单位 

260. feet：[fit] n.英尺 

261. inch：[ɪntʃ] n. 英寸 

262. yard：[jɑrd] n.码 

263. meter：[ˈmitɚ] n. 米；公尺 

264. mile：[maɪl] n. 英里 

来自拉丁语短语 mille passus（一千罗马步），其中的 mille 表示“千”，passus 表示“罗

马步”，指步行时同一只脚前后移动的距离，实际上相当于两步。所以一英里（mile）原本指

的就是一千罗马步的距离（大约等于 1.48 公里）。1592 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颁布法

令，规定一英里等于 1760 码（yard），大约 1.6 公里。 

265. acre：['ekɚ] n.英亩 

词源解释：来自古英语，字面意思是“耕开的土地”。后来，acre 才演变为计量单位，翻

译为“英亩”。一英亩到底有多大呢？其实就是平均一对牛一天能耕的面积。在古代英国，耕

地时通常使用一对牛来拉一把犁，一天下来，这对牛能耕的面积就是一英亩。后来英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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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明确规定了 acre 的面积，等于大约 6 亩、0.4 公顷。 

266. pint：[paɪnt] n. 品脱 

英语中的容量单位 pint（品脱）主要应用于英国、美国及爱尔兰等地，所代表的容量在

英国和美国并不相同。在实际生活中，pint（品脱）主要用来表示啤酒或牛奶的量。单词 pint

来自拉丁语 picta（painted，画有颜色的），与英语单词 paint（画、粉刷）同源，原本指的是

啤酒桶上用彩色颜料标出来的刻度，这个刻度所标出的容量即为一品脱（pint）。 

267. gallon：['ɡælən] n. 加仑 

268. litre：['liːtə] n.公升 

269. pound：[paʊnd] n.磅 

270. gram：[ɡræm] n. 克 

词源解释：源自希腊语 gramma，本意是“字母表中的一个字母”，与英语单词 grammar

（语法）同源。由于单个字母是整个字母表系统的基本组成单元，所以希腊语 gramma 还可

以表示“很小的重量”。该词 18 世纪经由拉丁语和法语进入英语后，被用来作为重量的基本

单位，中文译为“克”。 

271. ton：[tʌn] n. 吨；很多 

词源解释：来自古英语，与单词 tun（大酒桶）同源，本意是“一大酒桶酒的重量”。 

272. slice：[slaɪs] n.薄片 v.切成薄片 

273. piece：[pis] n.片，块，张 

类别10. 时间历法 

274. time：[taɪm] n.时间；时代；次数 

275. hour：['aʊr] n.小时 

词源解释：源自希腊语，本意是“一段时间”，与古希腊神话中的时序女神 horae 同源。

时序女神是掌管自然时令和秩序的女神，是宙斯和正义女神忒弥斯所生的女儿。她们最早是

大自然的不同季节的化身，后来演变为自然秩序的化身。最初的时序女神只有三位，后来增

加到六位，最后增加至 12 位。每位女神掌管白天的一部分时间，所以就将白天的时间分为



巧记英语高考词汇——钱磊博士著 

微信公众号：钱博士英语     20 

十二等份，每一等份就是一个 hour（小时）。 

276. week：[wik] n.星期 

277. month：[mʌnθ] n.月 

词源解释：源自古英语，与单词 moon（月亮）同源，本意就是月亮盈亏变化的周期。 

278. January：['dʒænjʊ'ɛri] n. 一月 

结构分析：January=janu（=Janus，门神雅努斯）+ary（形容词后缀）→门神雅努斯的（月

份）→一月 

词源解释：源自远古罗马神话中的门神雅努斯（Janus）。古罗马人在正月里祭祀雅努斯，

罗马的执政官也在正月的第一天就职，并向雅努斯献祭。西元前 46 年，古罗马凯撒把正月

第一天定为罗马历新年的开始，用雅努斯的名字来命名第一个月，在拉丁语中拼写为

Januarius（month of Janus） 英语中表示“一月”的单词 January 便由此而来。 

279. February：[ˈfebrʊerɪ] n. 二月 

结构分析：February=Febru（= Februalia，净化节）+ary（形容词后缀）→净化节的（月

份）→二月 

词源解释：在基督教传入罗马之前，每年 2 月 13 日至 15 日，古罗马人都要杀牲饮酒，

欢庆净化节（Februalia，菲勃卢姆节）。人们将这一天看作是一年的开始，因此，人们忏悔自

己过去一年的罪过，洗刷自己的灵魂，求得神明的饶恕，使自己成为一个贞洁的人，同时也

希望洗掉一切晦气和烦恼，在新的一年得到好运和好收成。这一天，人们还用一种名叫 Februa

（意为“净化”）的鞭子抽打那些不孕妇女，以象征净化妇女的身体，使其更加容易受孕。

凯撒修订古罗马历，便用净化节来命名二月，称为 Februarius（month of Februalia）。英语单

词 February（二月）便由此演变而来。 

280. March：[mɑrtʃ] n. 三月 

词源解释：源自古罗马神话中的战神马尔斯（Mars）之名。古罗马时期，每年的冬季由

于天气寒冷，所以是天然的休战期。每年到了冬季时，在外出征的军队都会返回营地过冬。

等来来年春暖花开之际，军队就会再次出发行军打仗。所以古罗马人就将春暖花开的三月份

献给战神，希望战神能够保佑罗马军队在战场上取胜。所以三月就被称为 March，本意就是

“Mars's month”（战神之月）。 

281. April：['eprəl] n. 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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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May：[me] n. 五月 

词源解释：和一月（January）以双面门神 Janus 命名一样，五月也是以一位传统的罗马

神祇命名的。在远古罗马神话中，Maia（玛雅）是专门掌管春天和生命的女神，她的名字的

含义就是“能使万物生长者”。每年春天，她为世界带来温暖，使世间万物蓬勃生长。为了

纪念这位女神，罗马人就用它的名字来命名五月（古罗马历中的三月），在拉丁语中称为

Maius mensis（玛雅之月）。英语中表示“五月”的单词 May 就源自拉丁语 Maius。 

283. June：[dʒun] n. 六月 

词源解释：六月正值初夏之际，莺飞草长、百花盛开，是婚嫁的绝好时机，罗马人常常

选择在这个季节结婚，于是就用掌管婚姻的天后朱诺（Juno）为其命名，称为 Junius mensis

（朱诺之月）。英语中的六月 June 就来自拉丁语 Junius。 

284. July：[dʒʊˈlaɪ] n. 七月 

词源解释：源于古罗马凯撒大帝（Gaius Julius Caesar）的名字 Julius。在古罗马时期，

七月原本叫做 Quintilis（意为“五”，是古罗马历中第 5 个月）。凯撒大帝被刺身亡后，他手

下的罗马将军安东尼向元老院提议，用凯撒的名字 Julius 来命名凯撒诞辰所在月份七月，以

表达对凯撒的崇敬。元老院同意了，于是七月的名称就改成了 Julius。英语单词 July（七月）

便来源于此。 

285. August：[ɔˈɡʌst] n. 八月 

词源解释：源自古罗马帝国的创始人屋大维（Octavian）的尊号 Augustus（奥古斯都）。

屋大维本是恺撒大帝的甥孙，后来被凯撒收为养子并指定为继承人。凯撒遇刺身亡后他开始

走上政治舞台。他结束了罗马国内的多年内战，统治罗马 40 多年，使罗马帝国进入了繁荣

发展时期。公元前 27 年 8 月罗马元老院授予他 Augustus（奥古斯都）的称号，意为“至尊

者”。公元 14 年，屋大维去世。罗马元老院决定将他列入神的行列。因为他是在 8 月被授予

Augustus 尊号的，所以元老院决定用 Augustus 来命名八月，并将八月的天数增加 1 天，使

他与凯撒大帝平起平坐。所以现在的八月和七月都是 31 天。英语中的 August（八月）便来

源于此。 

286. September：[sɛp'tɛmbɚ] n. 九月 

结构分析：September=septem（七）+ber（月）→（古罗马历）七月→九月 

词源解释：古罗马历中只有十个月，后来凯撒增加了两个月，才变成十二月，原来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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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月 September 就变成了九月。 

287. October：[ɑk'tobɚ] n.十月 

结构分析：October=octo（八）+ber（月）→（古罗马历）八月→十月 

288. November：[no'vɛmbɚ] n. 十一月 

结构分析：November=novem（九）+ber（月）→（古罗马历）九月→十一月 

289. December：[dɪ'sɛmbɚ] n. 十二月 

结构分析：December=decem（十）+ber（月）→（古罗马历）十月→十二月 

290. season：['sizn] n.季节 

291. spring：[sprɪŋ] n.春天；泉水；弹簧；跳跃 v.涌出；跃出；跳起；迸发 

词源解释：spring 的本意是“涌出、迸发”，因此可以表示从地底下涌出的“泉水”，引

申出“源泉”之意。春天被视为一年之源，万物萌发，因此春天也被称为 spring。 

292. summer：['sʌmɚ] n.夏天；夏季 

293. autumn：['ɔtəm] n.秋天 

294. winter：['wɪntɚ] n.冬季 

词源解释：与 water（水）、wet（湿的）等单词同源，本意为“潮湿的季节”。 

295. year：[yir] n.年 

296. dawn：[dɔn] n. 黎明 

297. morning：['mɔrnɪŋ] n.早晨；上午 

298. noon：[nun] n.中午；正午 

299. dusk：[dʌsk] n. 黄昏 

300. evening：['ivnɪŋ] n. 晚上；傍晚 

301. night：[naɪt] n.夜晚 

302. early：['ɝli] adj. 早期的 adv. 提早；在初期 

303. late：[let] adj. 晚的；迟的；最近的 adv. 晚；迟；最近；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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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last：[læst] n.末尾，最后 adj.最后的 

305. now：[naʊ] n.现在 

306. recent：['risnt] adj. 最近的；近代的 

307. modern：['mɑdɚ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助记窍门：modern 的音译就是“摩登” 

308. ever：['ɛvɚ] adv. 永远；曾经 

309. future：[ˈfjutʃɚ] n. 未来 

310. after：['æftɚ] prep.在……之后 

311. then：[ðɛn] adv. 然后；那么；于是；当时 

312. till：[tɪl] prep. 直到 conj. 直到...为止 

313. ago：[ə'ɡo] adv. 以前，以往 adj. 以前的；过去的 

314. often：[ˈɔ:fn; ɔfən] adv. 常常，时常 

315. seldom：['sɛldəm] adv. 很少，不常 

316. soon：[sun] adv.不久，一会儿；立刻 

317. while：[hwaɪl] conj. 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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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词缀法 

适用范围：由独体词加词缀组成的单词 

常见前缀1. a-（位于，处于……的状态） 

319. aboard：[ə'bɔrd] adv.在飞机上；在船上；在火车上 prep.在…上 

结构分析：aboard=a（位于）+board（木板，甲板，引申为船或其他交通工具）→在（船、

飞机、火车）上 

320. abroad：[ə'brɔd] adv.在国外；到海外 adj.往国外的 

结构分析：abroad=a（位于）+broad（辽阔的）→位于辽阔之地→在外面的广阔天地→

在国外，去国外 

321. across：[ə'krɔs]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结构分析：across=a（位于）+cross（交叉）→位于交叉之处→横穿 

322. again：[əˈɡen] adv.又，此外；再一次 

结构分析：again=a（位于）+gain（对着）→位于相反方向→返回来，重头再来→再一

次 

323. against：[əˈɡenst]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结构分析：against=a（位于）+gain（对着）+st（无意义成分）→位于相反方向→反对，

逆着 

324. ahead：[ə'hɛd]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预先 

结构分析：ahead=a（位于）+head（头，前头）→在前面→向前 

325. alike：[ə'laɪk] adj.相似的；相同的 adv.以同样的方式；类似于 

结构分析：alike=a（处于）+like（像，如同）→相似的 

326. alive：[ə'laɪv] adj.活着的；活泼的；有生气的 

结构分析：alive=a（处于）+live（活的）→活着的 

327. along：[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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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along=a（位于）+long（长的）→在长度上→沿着，顺着（长路走） 

328. aloud：[ə'laʊd] adv.大声地；出声地 

结构分析：aloud=a（处于）+loud（大声）→大声地，出声的 

329. among：[ə'mʌŋ]prep.在…中间；在…之中 

结构分析：among=a（位于）+mong（混合，揉到一起）→混合其中→在……中间 

330. apart：[ə'pɑrt] adv.相距；与众不同地；分离着 adj.分离的；与众不同的 

结构分析：apart=a（处于）+part（分离）→分离的 

331. around：[ə'raʊ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结构分析：around=a（位于）+round（圆，周围）→在……周围 

332. asleep：[ə'slip] adj.睡着的；麻木的；长眠的 adv.熟睡地；进入睡眠状态 

结构分析：asleep=a（处于）+sleep（睡觉）→处于睡觉的状态→睡着的 

333. aside：[ə'saɪd] adv.离开，撇开；在旁边 prep.在…旁边 

结构分析：aside=a（位于）+side（边）→在旁边 

334. away：[əˈwe]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结构分析：away=a（位于）+way（道路）→在路上→在远处，离去 

常见前缀2. ant-/anti-（反对，正对着） 

335. Antarctic：[æntˈɑrktɪk] adj.南极的 n.南极洲 

结构分析：Antarctic=ant（相对，相反）+arctic（北极）→与北极相对的→南极 

常见前缀3. be-（挨着，凭借，使变成，加强语气） 

336. beside：[bɪ'saɪd]prep.在旁边 

结构分析：beside=be（在）+side（边）→在旁边 

337. besides：[bɪ'saɪdz]prep.除……以外 

词源解释：衍生自单词 beside（在旁边），原本拥有 beside 的所有释义，现在仅用来表

示“除……之外”、“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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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behind：[bɪ'haɪnd]prep.在后面；落后于 adv.在后地 

结构分析：behind=be（在）+hind（后面）=在后面 

339. below：[bɪ'lo]prep.在下面，在较低处 

结构分析：below=be（在）+low（低下的）→在下面 

340. beneath：[bɪˈniːθ]prep.在下面 adjv.在下方 

结构分析：beneath=be（在）+neath（下方）→在下方 

341. beyond：[bɪ'jɑnd]prep.超过 

结构分析：beyond=be（在）+yond（那边，远处）→在远处，在彼处 

助记窍门：上世纪著名香港乐队 Beyond。 

342. become：[bɪ'kʌm] v.变成；变得 

结构分析：become=be（加强语气）+come（到来）→到来→变成 

343. behalf：[bɪ'hæf] n.代表；利益 

结构分析：behalf=be（在）+half（边）→站在（某人）一边→代表 

词源解释：on behalf of 其实应该写成 on half of（=on side of），里面的 be-是误加上的，

是当时人们受到古英语单词 behalve（=by side of，在旁边）的影响，把短语 on half of 中的

half 误写为 behalf，从而创造了 behalf 这个单词。 

344. behave：[bɪ'hev] vi.表现；运转；举止端正；起某种作用 vt.使守规矩；使表现得… 

结构分析：behave=be（加强语气）+have（持有，在此取其本意“保持”，引申为“自我

控制”、“举止表现”）→举止表现 

345. belong：[bɪ'lɔŋ] vi.属于，应归入 

结构分析：belong=be（加强语气）+long（一起走）→一起走→属于 

常见前缀4. dis-（不，相反，去掉） 

346. dislike：[dɪs'laɪk] vt. 不喜欢，厌恶 

结构分析：dislike=dis（不）+like（喜欢）→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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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前缀5. ex-（出来） 

347. exchange：[ɪks'tʃendʒ] v.交换；交易 

结构分析：exchange=ex（出来）+change（变化，换）→拿出来换→交换 

常见后缀1. -age（名词后缀） 

348. baggage：['bæɡɪdʒ] n.行李；辎重 

结构分析：baggage=bagg（=bag，袋子）+age→用袋子装的东西→行李 

349. garbage：['ɡɑrbɪdʒ] n.垃圾 

结构分析：garbage=garb（废弃的）+age→垃圾 

350. package：['pækɪdʒ] n.包裹 

结构分析：package=pack（包装）+age→包裹 

351. postage：['postɪdʒ] n. 邮资，邮费 

结构分析：postage=post（邮递）+age（名词后缀）→邮资 

352. village：['vɪlɪdʒ] n.村庄 

结构分析：village=vill（乡村房屋）+age→村庄 

常见后缀2. -al（名词后缀） 

353. burial：['bɛrɪəl] n.葬礼；埋葬 

结构分析：burial=buri（=bury，埋葬）+al→葬礼 

354. trial：['traɪəl] n. 试验；审讯 

结构分析：trial=tri（=try，尝试）+al→试验；审讯 

常见后缀3. -dom（名词后缀） 

355. freedom：['fridəm] n.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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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freedom=free（自由的）+dom→自由 

356. kingdom：['kɪŋdəm] n. 王国 

结构分析：kingdom=king（国王）+dom→国王的领地→王国 

357. random：['rændəm] n.随意 adj.随机的 

结构分析：random=ran（=run，奔跑）+dom→四处奔跑→随意 

常见后缀4. -et/-ette/-ie（名词后缀，指小形式） 

358. blanket：['blæŋkɪt] n.毛毯 

结构分析：blanket=blank（白色的）+et→白色的小东西→带细毛的白色呢绒→毛毯 

词源解释：blanket 原本指一种带有细毛的白色呢绒。据传，1320 年，在英国最早的纺

织工业中心布里斯托尔市，一位毛纺品制造商在寒冷的冬夜里用这种白色呢绒铺床取暖，意

外发现这种呢绒的保暖效果特别好，于是开始使用这种白色呢绒制作御寒用的毛毯，并在市

场上取得了很好的销量。这种用白色呢绒做成的毛毯就被称为 blanket，后来该词演变成对

所有毛毯的总称。 

359. budget：['bʌdʒɪt] n.预算 v.编预算 

结构分析：budget=budg（皮包）+et→小皮包 

词源解释：过去，英国财政大臣到议会提请审批财政预算时，通常将预算材料装在一个

小皮包中，在会场上再从皮包中掏出来。所以当时的人们就用“openthebudget”（打开皮包

拿出预算材料）来表示“提出预算”。时间长了，budget 一词的意思就逐渐从“装预算材料

的小皮包”转变为“预算”本身了。 

360. carpet：['kɑrpɪt] n.地毯；地毯状覆盖物 

结构分析：carpet=carp（撕扯）+et→拆散的碎布料 

词源解释：原本指一种用拆散的碎布料制成的粗布，常用作桌布或床罩。15 世纪时，有

位贵妇人发现，把这种粗布铺在冰冷的地板上有御寒效果，并且既可以坐也可以跪。从此以

后，将 carpet 铺在地板上成为了一种时尚潮流。carpet 因而就产生了“地毯”的含义。 

361. packet：['pækɪt] n. 小包；数据包 

结构分析：packet=pack（包）+et→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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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tablet：[ˈtæblɪt] n. 碑；药片；写字板；小块；平板电脑 

结构分析：tablet=tabl（平板）+et→小平板 

363. ticket：['tɪkɪt] n. 票；入场券 

结构分析：ticket=tick（=stick，贴纸，便签条）+ et→小纸条 

词源解释：源自古法语，最早表示粘贴在法庭、兵营等场所墙壁上的关于礼仪和行为举

止要求的小告示。在中世纪，法国宫廷礼节繁琐，每次盛宴之前宾客都会收到一张小纸条，

上面列出了入宫后应该遵守的礼节以及着装方面的要求。这种小纸条也被称为 ticket。这种

小纸条还可以用来作为收到邀请的凭证，等同于门票，因此 ticket 一词衍生出“门票”之意。 

364. cigarette：[ˌsɪɡəˈrɛt] n.香烟；纸烟 

结构分析：cigarette=cigar（雪茄）+ette→小雪茄→香烟 

365. cookie：['kʊki] n.小饼干；曲奇饼 

结构分析：cookie=cook（=cake，饼干）+ie→小饼干 

常见后缀5. -hood（名词后缀） 

366. childhood：['tʃaɪldhʊd] n.童年时期；幼年时代 

结构分析：childhood=child（孩子）+hood→孩提时代→童年 

367. neighbourhood：[nebɚˌhʊd] n. 邻近；周围；邻居关系；附近一带 

结构分析：neighbourhood=neighbour（邻居）+hood→邻居关系 

常见后缀6. -ion/-ation（名词后缀） 

368. pollution：[pə'luʃən] n.污染 

结构分析：pollution=pollut(e)（污染）+ion（名词后缀）→污染 

369. invitation：[,ɪnvɪ'teʃən] n. 邀请 

结构分析：invitation=invit(e)（邀请）+ation→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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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后缀7. -ity（名词后缀） 

370. reality：[rɪ'æləti] n. 现实；实际；真实 

结构分析：reality=real（真实的）+ity→真实，现实 

常见后缀8. -ment（名词后缀） 

371. apartment：[ə'pɑrtmənt] n.公寓，公寓房间 

结构分析：apartment=apart（分离的）+ment→相互分离的房间→公寓 

372. argument：['ɑrɡjumənt] n.争论，争吵；论证 

结构分析：argument=argu(e)（争论）+ment→争论 

373. equipment：[ɪ'kwɪpmənt] n. 设备，装备 

结构分析：equipment=equip（配备）+ment→设备，装备 

374. government：['ɡʌvɚnmənt] n. 政府；政体；管辖 

结构分析：government=govern（统治）→ment→管辖；政府 

375. pavement：['pevmənt] n. 人行道；路面 

结构分析：pavement=pave（铺设）+ment→铺设好的东西→人行道 

常见后缀9. -ness（名词后缀） 

376. business：[ˈbɪznɪs] n.商业；生意；公务；交易；事情 

结构分析：business=busi（=busy，忙碌的）+ness（名词后缀）→忙碌之事→生意 

377. darkness：['dɑrknəs] n. 黑暗 

结构分析：darkness=dark（黑暗的）+ness→黑暗 

378. happiness：['hæpɪnəs] n. 幸福 

结构分析：happiness=happi（=happy，幸福的）+ness→幸福 

379. illness：['ɪlnəs] n.疾病 

结构分析：illness=ill（生病的）+ness→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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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 kindness：['kaɪndnəs] n. 仁慈；好意；友好的行为 

结构分析：kindness=kind（仁慈的）+ness→仁慈 

381. sadness：['sædnəs] n. 悲哀 

结构分析：sadness=sad（悲哀的）+ness→悲哀 

382. sickness：['sɪknəs] n. 疾病 

结构分析：sickness=sick（生病的）+ness→疾病 

383. weakness：['wiknəs] n. 弱点；软弱 

结构分析：weakness=weak（软弱的）+ness→软弱，弱点 

常见后缀10. -ery（名词后缀） 

384. brewery：['bruəri] n.啤酒厂 

结构分析：brewery=brew（酿造）+ery→酿酒场所→啤酒厂 

385. bakery：['bekəri] n.面包店；面包房 

结构分析：bakery=bak（=bake，烘烤）+ery→烘烤（面包）的场所→面包房→面包店 

386. bravery：['brevəri] n. 勇敢；勇气 

结构分析：bravery=brav(e)（勇敢的）+ery→勇敢，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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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词根法 

使用范围：由词根加词缀组成的单词 

常见词根1. abil-（能够） 

来源：拉丁语形容词 habilis（能够），不发音的字母 h 后来脱落 

387. able：['ebl] adj.能够 

结构分析：able=ab(i)l（能够）+e→能够 

388. ability：[ə'bɪləti] n.能力 

结构分析：ability=abil（能够）+ity（名词后缀）→能力 

389. disability：[,dɪsə'bɪləti] n. 残疾；无能；无资格 

结构分析：disability=dis（反义）+abil（能够）+ity（名词后缀）→残疾；无能 

390. disabled：[dɪs'ebld] adj. 残废的 

结构分析：disabled=dis（反义）+ab(i)l（能够）+ed（过去分词）→残废的 

391. unable：[ʌn'ebl] adj. 不会的，不能的；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结构分析：unable=un（反义）+able（能够）→不能的 

常见词根2. ac-（尖锐的） 

来源：原始印欧语词根 ak-（尖的） 

392. acid：['æsɪd] adj.酸的；讽刺的；刻薄的 n.酸 

结构分析：acid=ac（尖锐的）+id（形容词后缀）→尖锐的→酸的，刻薄的，讽刺的 

393. acute：[ə'kjut] adj.急性的；严重的；敏锐的 

结构分析：acute=ac（尖锐的）+ute（=ate，动词和形容词后缀）→急性的 

常见词根3. ag-/act-（动作，行动，活动，驱动） 

来源：拉丁语动词 agere（驱动，行动）及其完成分词 a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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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 act：[ækt] v.行动；扮演；起作用 

395. action：['ækʃən] n.行动；活动 

结构分析：action=act（行动）+ion（名词后缀）→行动 

396. active：['æktɪ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 

结构分析：active=act（行动）+ive（形容词后缀）→活跃的 

397. activity：[æk'tɪvəti] n.活跃度 

结构分析：activity=activ(e)（活跃的）+ity（名词后缀）→活跃度 

398. actor：['æktɚ] n.男演员 

结构分析：actor=act（扮演）+or（者）→男演员 

399. actress：['æktrɪs] n.女演员 

结构分析：actress=act(o)r（男演员）+ess（阴性名词后缀）→女演员 

400. actual：['æktʃuəl] adj.真实的，实际的 

结构分析：actual=act（行动）+ual（形容词后缀）→与行动有关的→实际的 

401. exact：[ɪɡ'zækt] adj.精确的 

结构分析：exact=ex（出来）+act（做，驱使）→驱使出来，使彻底完成→精确地满足要

求→精确的 

402. exactly：[ɪɡ'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 

结构分析：exactly=exact（精确的）+ly（副词后缀）→正是 

403. examine：[ɪg'zæmɪn] v. 检查；检测；考试 

结构分析：examine=ex（出来）+amin（=act，驱使）+e→驱使（隐患）出来→检测 

404. examination：[ɪg'zæmə'neʃən] n. 考试；检查 

结构分析：examination=examin(e)（考试）+ation（动名词后缀）→考试 

405. react：[ri'ækt] v.反应；反抗；起反作用 

结构分析：react=re（反）+act（行动）→反应 

406. agency：['edʒənsi] n.代理处；经销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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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agency=ag（做事）+ency（名词后缀）→（替人）做事的机构→代理 

407. agent：['edʒənt] n.代理人；代理商；特工 

结构分析：agent=ag（做事）+ent（形容词后缀）→（替人）做事的（人）→代理人 

408. agenda：[ə'dʒɛndə] n.议程；日常工作事项；日程表 

结构分析：agenda=ag（做事）+enda（应……的事物）→应去做的事→议程 

常见词根4. al-/ult-（滋养，使生长，使长高） 

来源：拉丁语动词 alere（滋养，使生长，使长高）及其完成分词 ultus，最终源自原始

印欧语词根 al-。 

常见变体形式：ol-/alt- 

409. abolish：[ə'bɑlɪʃ] vt.废除 

结构分析：abolish=ab（偏离，不）+ol（使生长）+ish（动词后缀）→使不再生长→废

除 

近义辨析：abolish 和 cancel 都可以表示“取消”，区别在于，abolish 是正式用词，指彻

底废除某种制度、规章或习俗。cancel 比较通俗，多指取消债务、合同、证书、比赛、旅行、

计划或约会等。 

410. adolescence：[,ædə'lɛsns] n.青春期 

结构分析：adolescence=ad（去）+ol（滋养，使生长）+esc（表始形式）+ence（名词后

缀）→开始生长发育的时期→青春期 

411. adolescent：[,ædə'lɛsnt] adj.青春期的 n.青少年 

结构分析：adolescent=ad（去）+ol（滋养，使生长）+esc（表始形式）+ent（形容词后

缀）→开始生长发育的→青春期的 

412. adult：['ædʌlt] adj.成年的 n.成年人 

结构分析：adult=ad（去）+ult（滋养，使生长）→已经长大的（人）→成年的，成年人 

413. altitude：['æltɪtud] n.高度；海拔；高地 

结构分析：altitude=alt（长高，变高）+itude（名词后缀）→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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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词根5. al-/alter-（另一个，其他的，彼处） 

来源：原始印欧语词根 al-（彼处，那边，另外的）及其比较级形式 alter  

常见变体形式：el-/all- 

414. else：[ɛ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结构分析：else=el（=al，其他的）+se→其他的 

415. alternative：[ɔl'tɝnətɪv] adj.可选择的；可替换的；另外的；替代的；二选一的 

结构分析：alternative=alter（另一个）+n+ative（形容词后缀）→另一个的→二选一的 

416. other：['ʌðɚ]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结构分析：other=alter（另一个），其中 o 对应 al，ther 对应 ter 

417. another：[ə'nʌðɚ] adj.另一；另外的 pron.另一个 

结构分析：another=an（一个）+other（其他的）→另一个 

常见词根6. am-（爱，恋爱，喜爱，友爱） 

来源：拉丁语动词 amare（爱）及其完成分词 amatus 

常见变体形式：em- 

418. amateur：[ˈæmətər] n.业余爱好者；外行 

结构分析：amateur=am（爱）+at（动词后缀）+eur（=er，者）→爱好者 

419. enemy：['ɛnəmi] n.敌人 

结构分析：enemy=en（=in，不）+em（友爱）+y（名词后缀）→不友爱之人→敌人 

常见词根7. amb-（四处，围绕） 

来源：原始印欧语词根 ambhi-（四处，围绕） 

常见变体形式：emb- 

420. ambassador：[æm'bæsədɚ] n.大使；使节 

结构分析：ambassador=amb（四处）+ass（奔波）+ador（=ator，者）→四处奔波者→信

使→大使，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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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ambassadress：[æm'bæsədrɛs] n.大使夫人；女大使 

结构分析：ambassadress=ambassad(o)r（大使）+ess（阴性名词后缀）→大使夫人 

422. embassy：['ɛmbəsi] n.大使馆；大使馆全体人员 

结构分析：embassy=emb（四处）+ass（奔波）+y（名词后缀）→大使职务→大使馆 

423. ambiguous：[æm'bɪɡjuəs] adj.模棱两可的；引起歧义的 

结构分析：ambiguous=amb（四处）+ig（移动）+uous（形容词后缀）→四处动的→向

多个方向引申的→模棱两可的 

424. ambition：[æm'bɪʃən] n.野心，雄心；抱负 

结构分析：ambition=amb（四处）+it（走）+ion（名词后缀）→四处奔走（拉选票）→

为竞选公职四处活动→野心，雄心 

词源解释：源自拉丁语，原本指古罗马人为了竞选公职而四处奔走拉选票的行为，引申

为人的政治野心，现可表示一般的抱负、志向。 

助记窍门：ambition 谐音“俺必胜” 

425. ambulance：['æmbjələns] n.救护车 

结构分析：ambulance=amb（四处）+ul（走，去）+ance（名词后缀）→四处走的东西→

救护车 

词源解释：在 18 世纪之前，ambulance 指的是战场上的流动医院。后来，在拿破仑发动

的对欧战争中，他手下有位随军外科大夫 Dominique Jean Larry 设计了一种用于急救的快速

运载工具。随后，英国军队也采用了类似的伤员救护及运载工具，人们用英语 ambulance cart

或 ambulance cargo 来表示这种伤员救护及运载工具，进而将它们简称为 ambulance。从此以

后，ambulance 可以用来表示各种用于急救的交通工具，如救护车、急救船或急救飞机。当

然，用的最多还是“救护车”之意。 

助记窍门：ambulance 谐音“俺不能死” 

常见词根8. ampl-（大的，广阔的） 

来源：拉丁语形容词 amplus（大的，广阔的） 

426. ample：['æmpl] adj.丰富的；宽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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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ample=ampl（大的，广阔的）+e→丰富的，宽敞的 

427. amplify：['æmplɪfaɪ] v.放大，扩大；增强 

结构分析：amplify=ampl（大的）+i+fy（使，变得）→放大 

常见词根9. ang-/ank-（弯折，弯钩） 

来源：原始印欧语词根 ang-/ank-（弯折，弯钩） 

428. angle：['æŋɡl] n.角；角度 

结构分析：angle=ang（弯折，弯钩）+le（名词后缀）→弯折→角度 

429. triangle：['traɪæŋɡl] n.三角；三角形 

结构分析：triangle=tri（三）+angle（角）→三角 

430. ankle：['æŋkl] n.踝关节 

结构分析：ankle=ank（弯折，弯钩）+le（名词后缀）→（人体的）弯折部位→踝关节 

431. anchor：['æŋkɚ] n.锚 v.抛锚，固定 

结构分析：anchor=anch（弯折，弯钩）+or（者）→有弯钩之物→锚 

常见词根10. ang-/anxi-（勒紧，使变窄，使憋屈） 

来源：原始印欧语词根 angh-（勒紧，使变窄，使憋屈） 

432. anger：['æŋɡɚ] n.愤怒 v.激怒，发怒 

结构分析：anger=ang（勒紧，使变窄）+er→勒人脖子，使人难受→使人恼怒，激怒 

433. angry：[ˈæŋgrɪ] adj.愤怒的 

结构分析：angry=ang(e)r（愤怒）+y（形容词后缀）→愤怒的 

434. anxiety：[æŋ'zaɪəti] n.焦虑；渴望；挂念；令人焦虑的事 

结构分析：anxiety=anxi（勒紧，使变窄）+ety（=ity，名词后缀）→被人勒住脖子透不

过气来→焦虑 

435. anxious：['æŋkʃəs] adj.焦虑的；担忧的；渴望的；急切的 

结构分析：anxious=anxi（勒紧，使变窄）+ous（形容词后缀）→被人勒住脖子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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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急切的 

常见词根11. ann-（年） 

来源：拉丁语名词 annus（年） 

后面常加元音字母 u 或 i 

436. annual：['ænjuəl] adj.年度的；每年的 

结构分析：annual=annu（年）+al（形容词后缀）→年度的 

437. anniversary：[,ænɪ'vɝsəri] n.周年纪念日 

结构分析：anniversary=anni（年）+vers（转）+ary（形容词后缀）→每年都会转到的（日

子）→周年纪念日 

常见词根12. ant-/anti-（在前面，正对着，对抗） 

来源：原始印欧语词根 anti-（在前面，正对着） 

常见变体形式：anc-/anci- 

438. ancient：[ˈe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 

结构分析：ancient=anci（在前面）+ent（形容词后缀）→（很久）以前的→古代的 

439. antique：[æn'tik] adj.古老的 n.古董，古玩；古风 

结构分析：antique=ant（在前面）+ique（=ic，形容词后缀）→（很久）以前的→古老的

（东西）→古董 

440. advance：[əd'væns] n.发展；前进；预先 v.（使）前进；领先 

结构分析：advance=adv（=ad，趋近）+anc（向前，在前）+e→前进；领先 

441. advantage：[əd'væntɪdʒ] n.优势；有利条件 

结构分析：advantage=advant（=advance，领先）+age（名词后缀）→优势 

442. disadvantage：[,dɪsəd'væntɪdʒ]  n. 缺点；不利条件 

结构分析：disadvantage=dis（反义）+advantage（优势，有利条件）→缺点，不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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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词根13. ap-/apt-（贴近，结合） 

来源：拉丁语动词 apere（贴近，结合）及其完成分词 aptus 

443. adapt：[ə'dæpt] vt.使适应；改编 vi.适应 

结构分析：adapt=ad（去，趋近）+apt（贴近，结合）→贴到一起→（使）适应 

444. adaptation：[,ædæp'teʃən] n.适应；改编；改编本 

结构分析：adaptation=adapt（适应）+ation（动名词后缀）→适应；改编 

445. attitude：['ætɪtʊd] n.态度；看法；意见；姿势 

结构分析：attitude=att（=apt，贴近）+itude（名词后缀）→倾向，靠近→态度 

常见词根14. arm-（武器，武装） 

来源：拉丁语名词 arma（武器，武装） 

446. arm：[ɑrm] n.武器，装备 v.武装起来 

447. army：['ɑrmi] n.陆军，军队 

结构分析：army=arm（武装）+y（形容词后缀）→武装的（力量）→武装力量→军队 

448. alarm：[ə'lɑrm] n.警报，警告器；闹钟 

结构分析：alarm=al（=ad，去，趋向）+arm（武器）→快去拿武器！→警报 

词源解释：来自意大利语，原本是哨兵发现敌军来袭时发出的叫喊声，引申为“警报” 

常见词根15. aster-/astr-（星星） 

来源：希腊语名词 aster/astron（星星），最终源自原始印欧语词根 ster-（星星），和 star

（星星）同源。 

后面接辅音字母时，常加上字母 o，变为 astero-或 astro-。 

449. astronomy：[ə'strɑnəmi] n.天文学 

结构分析：astronomy=astro（星星）+nomy（规则）→星星运行的规则→天文学 

450. astronomer：[ə'strɑnəmɚ] n.天文学家 

结构分析：astronomer=astronom(y)（天文学）+er（者）→天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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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disaster：[dɪ'zæstɚ] n.灾难，灾祸；不幸 

结构分析：disaster=dis（偏离）+aster（星星）→星星偏离正常位置→凶兆→灾难 

词源解释：古人相信星相学，认为星星能主宰人的命运。当星星偏离正常位置时，视为

凶兆，认为将有大祸降临。 

常见词根16. audi-（听） 

来源：拉丁语动词 audire（听）及其完成分词 auditus。 

著名德国汽车品牌奥迪（Audi）的含义就是“听”。它的创始人是德国人奥古斯特·霍希

（August Horch）。霍希这个姓氏在德语中就是“听”的意思，被他所创办的第一家汽车公司用

作了品牌，所以他创办第二家汽车公司时，不能再使用自己的姓氏，就改用拉丁语中表示“听”

的单词 audi 来作为品牌。 

常见变体形式：ey-/edi- 

452. audience：['ɔdɪəns] n.观众；听众；读者 

结构分析：audience=audi（听）+ence（名词后缀）→听的人→听众，观众 

453. obey：[ə'be] v.听从，服从 

结构分析：obey=ob（去）+ey（听）→听从 

454. obedient：[oˈbidiənt] adj. 听从的；服从的；顺从的 

结构分析：obedient=ob（去）+edi（听）+ent（形容词后缀）→听从的，服从的 

常见词根17. aut-（自己） 

来源：希腊语 autos（自己）。 

后面常加上字母 o 变为 auto-。 

455. authentic：[ɔ'θɛntɪk] adj.真正的，真实的；地道的，正宗的；可信的，可靠的 

结构分析：authentic=aut（自己）+hent（做）+ic（形容词后缀）→自主行事，自主表达

的→表达真实意愿的→真实的 

助记窍门：authentic→authent（看作 author，作者）+ic（形容词后缀）→原作者自己说

的→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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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automatic：['ɔtə'mætɪk] adj.自动的；无意识的 

结构分析：automatic=auto（自己）+mat（思考、活动）+ic（形容词后缀）→自己会思

考并采取行动的→自动的 

457. autonomous：[ɔ'tɑnəməs] adj.自治的；自主的；自发的 

结构分析：autonomous=auto（自己）+nom（治理）+ous（形容词后缀）→自治的 

常见词根18. aug-/auct-（创造，使生长） 

来源：拉丁语动词 augere（创造，使生长）及其完成分词 auctus 

常见变体：auth- 

458. augment：[ɔɡ'mɛnt] n.增加；增大 

结构分析：augment=aug（使生长）+ment（名词后缀）→增加；增大 

459. August：[ɔˈɡʌ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 

结构分析：August=aug（增加）+ust（最高级形式）→至高无上的→威严的 

词源解释：源自古罗马帝国的创始人屋大维（Octavian）的尊号 Augustus（奥古斯都）。

屋大维本是恺撒大帝的甥孙，后来被凯撒收为养子并指定为继承人。凯撒遇刺身亡后他开始

走上政治舞台。他结束了罗马国内的多年内战，统治罗马 40 多年，使罗马帝国进入了繁荣

发展时期。公元前 27 年 8 月罗马元老院授予他 Augustus（奥古斯都）的称号，意为“至尊

者”。公元 14 年，屋大维去世。罗马元老院决定将他列入神的行列。因为他是在 8 月被授

予 Augustus 尊号的，所以元老院决定用 Augustus 来命名八月，并将八月的天数增加 1 天，

使他与凯撒大帝平起平坐。所以现在的八月和七月都是 31 天。英语中的“August”（八月）

便来源于此。 

460. author：['ɔθɚ] n.作者；作家；创始人 

结构分析：author=auth（创造，使生长）+or（者）→作者，创始人 

461. authority：[ə'θɔrəti] n.权威；权力；当局 

结构分析：authority=author（作者，创始人）+ity（名词后缀）→作者和创始人的地位→

权威→权力，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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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词根19. b*nd（捆绑） 

来源：原始日耳曼语 bindan，最终源自原始印欧语词根 bhendh- 

462. band：[bænd] n.带，环；波段；乐队；一群 vi.用带绑扎；给...镶边 

词源解释：本意是“捆绑之物，布条”。古日耳曼人作战时常会在胳臂上绑上一块布条，

通过布条来区分敌我。因此 band 也就可以用来表示绑有相同布条的一群人，即同属于一个

集体的人，如一个乐队的所有成员。 

463. bandage：['bændɪdʒ] n.绷带 

结构分析：bandage=band（捆绑、包扎）+age（名词后缀）→用来包扎之物→绷带 

464. bend：[bɛnd] v.（使）弯曲，（使）屈服，倾向 

词源解释：本意是“给弓绑上弓弦”。给弓绑弓弦的时候，弓会被压弯。所以 bend 的意

义后来逐渐演变为“使弯曲，使屈服”。 

465. bent：[bɛnt] adj.弯曲的；决心的 

词源解释：来自单词 bend（弯曲）的过去分词形式。 

466. bind：[baɪnd] vt.捆绑；约束；装订；包扎 

467. bond：[bɑnd] n. （情感）连接纽带；结合；债券；约定 v.（使）结合，团结 

468. bound：[baʊnd] adj.被绑的；有义务的；必定的；受约束的 

词源解释：源自单词 bind（捆绑、结合）的过去分词形式。 

常见词根20. ball-（投掷，抛扔，舞蹈） 

来源：希腊语动词 ballein（投掷，抛扔） 

常见变体形式：bol-/ble- 

469. ball：[bɔl] n.舞会 

470. ballet：[bæ'le] n.芭蕾 

结构分析：ballet=ball（舞蹈）+et（指小名词形式）→小段舞蹈表演→芭蕾 

词源解释：原本指的是 15 世纪时流行于意大利宫廷中的一种舞蹈表演，在宫廷宴会中，

经常会有这种舞蹈表演来娱乐宾客。17 世纪时，芭蕾舞的狂热粉丝，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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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舞发扬光大。 

471. symbol：['sɪmbl] n.象征；符号；标志 

结构分析：symbol=sym（一起）+bol（扔）→扔到一起的东西→象征 

472. problem：['prɑbləm] n.难题；问题 

结构分析：problem=pro（向前）+ble（扔）+m（名词后缀）→向前扔出来的东西→难

题，问题 

常见词根21. ban-（公告） 

来源：原始日耳曼语 bannan（公告） 

473. ban：[bæn] n.禁令 

词源解释：本意是“公告”。在欧洲封建社会，封建领主有权在自己领地发布公告，其

中很多是禁止平民从事某种业务，只能由领主特许经营。所以 ban 一词常用来表示“禁令”。 

助记窍门：ban 谐音“榜”，发榜就是发公告。 

474. abandon：[ə'bænd(ə)n] vt.抛弃，放弃，放纵 

结构分析：abandon=a（=at，处于）+ban（发公告，在这里引申为管辖）+don（=dom，

名词后缀）→处于（他人）管辖之下→放弃，不去管 

词源解释：来自法语词组 àbandon，其中的 a 等于 at，bandon 是“管辖权”的意思，字

母意思是“发布公告的权利”，源自词根 ban-（公告、禁令）。àbandon 合起来就是“在（别

人的）管辖权下”，也就是“放弃自主、任人摆布”的意思。所以 abandon 一词衍生出“放

弃、放纵、不再控制”之意。 

常见词根22. bank-（长凳，工作台） 

来源：原始日耳曼语名词 bankon（长凳，工作台） 

475. bench：[bɛntʃ] n. 长凳；工作台 

词源解释：来自古英语名词 benc，源自原始日耳曼语名词 bankon（长凳，工作台） 

476. bank：[bæŋk] n.银行 

词源解释：本意是“长凳”。古代货币兑换商将可供兑换的各种货币堆放在一条长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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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最初的银行（bank）。 

477. bankrupt：['bæŋkrʌpt] adj.破产的 vt.使破产 

结构分析：bankrupt=bank（长凳）+rupt（断裂）→摆放货币的长凳被折断→破产的 

词源解释：古代，当货币兑换商因资金缺乏而无法继续经营时，人们就会折断他们摆放

货币的长凳，宣布他们“破产”。 

常见词根23. bar-（栏杆，条棒，障碍物；阻拦） 

来源：拉丁语名词 barra（栏杆，条棒，障碍物） 

478. bar：[bɑr] n.条，棒；酒吧；障碍；法庭 

词源解释：来自古法语，源自拉丁语，本意是“横梁”、“横木”，最早表示用来固定大

门的长木棍或铁棍，后来表示用这种条棒做成的屏障物，如酒吧中的吧台、法庭上用来分割

庭上和观众席的栅栏。因此，bar 又衍生出“酒吧”、“法庭”之意。 

479. barrier：['bærɪɚ] n.障碍物，屏障 

结构分析：barrier=barr（=bar，阻碍）+ier（名词后缀）→用于阻碍之物→障碍 

480. embarrass：[ɪm'bærəs] vt. 使局促不安；使困窘；阻碍 

结构分析：embarrass=em（=in，对其）+barra（阻拦）+ss→阻拦→使困窘 

常见词根24. bas-（底部，基础，基座；低的） 

来源：拉丁语名词 basis（底部，基础，基座）及形容词 bassus 

481. base：[bes] n.基础；底部；垒 

482. basement：['besmənt] n.地下室；地窖 

结构分析：basement=base（底部）+ment（名词后缀）→房屋的底部→地下室 

483. basis：['besɪs] n.基础；底部；主要成分；基本原则或原理 

结构分析：basis=bas（基础）+is（名词后缀）→基础 

近义辨析：base 和 basis 都可以表示“基础”，区别在于：base 主要表示具体事物如房屋

的基础，而 basis 常比喻抽象事物如思想、友谊的基础。 

484. basic：['besɪk] adj.基本的；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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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basic=bas（基础）+ic（形容词后缀）→基础的 

常见词根25. bat-/batt-（击打） 

来源：拉丁语动词 battuere（击打） 

485. bat：[bæt] n.球棒 v.用球棒击球。本意为“用来击打之物” 

486. beat：[bit] v.打；打败；拍打；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拍子 

结构分析：beat=b(e)at=bat（击打）→击打 

487. battery：['bæt(ə)rɪ] n.电池，蓄电池 

结构分析：battery=batt（击打）+ery（名词后缀）→连续猛击 

词源解释：battery 最初表示“连续重击”，后来衍生出“轰炸”之意，后来又被用来表

示火炮组或炮台，因为包含多门火炮的火炮组能够不间断地发射炮弹。1749 年，美国著名

科学家富兰克林利用当时刚发明的贮电装置莱顿瓶进行了一系列电学实验，发现了正电和负

电以及电荷守恒定律。他将多个莱顿瓶串联起来，并将其称为 battery，因为它们能像火炮组

一样连续发射电荷。1799 年，意大利物理学家伏打用锌片与铜片夹以盐水浸湿的纸片叠成

电堆产生了电流，由于这种电堆和富兰克林在试验中使用的串联莱顿瓶一样，也能连续发射

电荷，所以也被称为 battery，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池。 

488. battle：['bætl] n.战役；斗争 

结构分析：battle=batt（击打）+le（名词后缀）→击打敌人→战役 

489. debate：[dɪ'bet] v. 辩论，争论，讨论 

结构分析：debate=de（加强语气）+bat（击打）+e→（言语）击打→辩论 

常见词根26. bene-/bon-（好的，好地） 

来源：拉丁语副词 bene（好地）和形容词 bonus（好的） 

490. beneficial：[,bɛnɪ'fɪʃl] adj.有益的，有利的 

结构分析：beneficial=bene（好）+fic（做）+ial（形容词后缀）→做好事的，产生好的

作用的→有益的 

491. benefit：['bɛnɪfɪt] vt.有益于 vi.受益，得益 n.利益，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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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benefit=bene（好）+fit（做）→做好事→有益于 

492. bonus：['bonəs] n.奖金；红利；额外津贴 

结构分析：bonus=bon（好的）+us（名词后缀）→（额外的）好处→奖金，红利 

常见词根27. bi-（生物，生命） 

来源：希腊语名词 bios（生物，生命） 

后面接辅音字母时，常加字母 o 变为 bio- 

493. biology：[baɪ'ɑlədʒi] n.生物学 

结构分析：biology=bio（生物）+logy（学科）→生物学 

494. biochemistry：['baɪo'kɛmɪstri] n.生物化学 

结构分析：biochemistry=bio（生物）+chemistry（化学）→生物化学 

495. biography：[baɪ'ɑɡrəfi] n.传记 

结构分析：biography=bio（生命，人生）+graph（写）+y（名词后缀）→对人一生的描

写→传记 

常见词根28. bit-（咬） 

来源：来自原始日耳曼语 bitan（咬） 

496. bite：[baɪt] v.咬，刺痛 n.咬，一口 

497. bit：[bɪt] n.一点儿，少量；比特。本意是“咬下来的一小块”。 

498. bitter：['bɪtɚ] adj.苦的；尖刻的；充满仇恨的。本意是“咬人的，咬舌头的”。 

常见词根29. botan-（植物） 

来源：希腊语名词 botane（植物） 

499. botany： ['bɑtəni] n.植物学 

结构分析：botany=botan（植物）+y（名词后缀）→植物学 

500. botanical：[bə'tænɪkl] adj.植物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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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botanical=botan(y)（植物学）+ical（形容词后缀）→植物学的 

501. botanist：['bɑtənɪst] n.植物学家 

结构分析：botanist=botan（植物）+ist（专业人士）→植物学家 

常见词根30. cad-/cas-（坠落，引申为意外，机会） 

来源：拉丁语动词 cadere（坠落）及其完成分词 casus 

常见变体形式：cid- 

502. case：[kes] n.情况；实例 

结构分析：case=cas（落下）+e→坠落→发生之事→情况，实例 

503. casual：['kæʒʊəl] adj.随便的；非正式的；临时的；偶然的 

结构分析：casual=cas（落下）+ual（形容词后缀）→偶然的→随便的，非正式的 

504. accident：['æksədənt] n.事故；意外 

结构分析：accident=ac（=ad，去）+cid（落下）+ent（形容词后缀）→坠落→（意外）

发生的事 

505. incident：['ɪnsɪdənt] n.事件，事变；插曲 

结构分析：incident=in（介词前缀）+cid（落下）+ent（形容词后缀）→坠落→发生之事 

506. coincidence：[ko'ɪnsɪdəns] n.巧合；一致；同时发生 

结构分析：coincidence=co（一起）+in（介词前缀）+cid（=cad-，落）+ence（名词后缀）

→一起落下，落到一起→巧合，同时发生 

507. chance：[tʃæns] n.机会；运气，侥幸；可能性 

结构分析：chance=ch（=cad，落下）+ance（名词后缀）→坠落→偶然性→机会，运气 

其他常见词根 

508. absorb：[æbˈsɔrb; əbˈsɔrb] vt.吸收；吸引；承受；理解；使…全神贯注 

结构分析：absorb=ab（分离）+sorb（吸）→吸收 

更多同根词：absorption（n.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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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 abundant：[ə'bʌndənt] adj.丰富的；充裕的；盛产 

结构分析：abundant=ab（离开）+und（起波浪，涌动）+ant（形容词后缀）→水满而流

出的→丰富的 

更多同根词：abundance（n.丰富）；abound（vi.富于） 

510. accelerate：[əkˈsɛləˌret] v.（使）加速 

结构分析：accelerate=ac（=ad，趋向，驱使）+celer（快速的）+ate（动词后缀）→（使）

变得快速→（使）加速 

更多同根词：celerity（n.快速）；decelerate（v.减速） 

511. accumulate：[ə'kjumjəlet] v.累积，积聚，积攒 

结构分析：accumulate=ac（=ad，去）+cumul（堆积）+ate（动词后缀）→堆积起来→累

积，积聚 

更多同根词：cumulus（n.积云，堆积物） 

512. adore：[ə'dɔr] v.崇拜，爱慕，喜爱，极喜欢 

结构分析：adore=ad（去）+or（祈祷，庄重地说，在此引申为敬拜）+e→崇拜→爱慕，

极喜欢 

更多同根词： orate（vi.演说）；adorable（adj.可爱的） 

513. album：['ælbəm] n.唱片集；相簿；集邮簿；签名纪念册 

结构分析：album=alb（空白的）+um（名词后缀）→空白之物，待填写或填充内容之物

→相簿、集邮簿、签名册→唱片集 

词源解释：来自拉丁语，原本指古罗马时期的公告板，用白色蜡板做成，用来披露元老

院会议纪要。后来陆续用来表示签名纪念册、相册、集邮簿等物品，因为它们里面都是空白

的，等待填充内容。现在，该词常用来表示唱片集、音乐专辑，因为装唱片集的盒子与相册

等很像。 

更多同根词：albino（n.白化病人） 

514. animal：['ænɪml] n.动物 

结构分析：animal=anim（呼吸，生气）+al（形容词后缀）→能呼吸的，有生气的（事

物）→动物 

更多同根词：animate（v.使有生气 adj.有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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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arbitrary：[ˈɑːrbətreri] adj.任意的；武断的；专制的 

结构分析：arbitrary=arbitr（=arbiter，仲裁人）+ary（形容词后缀）→像仲裁人断案那样

的→武断的 

词源解释：arbiter 是古罗马时期被裁判官派遣去各地判案的仲裁人，拥有较大的自由裁

决权，可以凭个人对法律的理解来判案。 

更多同根词：arbiter（n.仲裁者）；arbitrate（vt.仲裁） 

516. article：['ɑrtɪkl] n.文章；物品；条款；冠词 

结构分析：article=arti（节）+cle（小东西）→一小节→文章，条款→物品，冠词 

更多同根词：articulate（adj.分节的，有关节的 v.清晰地说）；articular（adj.关节的） 

517. atom：['ætəm] n.原子 

结构分析：atom=a（不）+tom（分割）→不可分割之物→原子 

词源解释：古希腊人认为，物质是不可能无限地分割下去的，到最后会小到不可再分，

这种不可再分的最小微粒就是“原子”。最先提出原子学说的是古希腊爱奥尼亚学派中的留基

伯。他的学生德谟克利特继承并发展了原子学说，并用原子学说来解释宇宙。他认为宇宙由

原子和虚空组成，原子从古以来就存在于虚空之中，既不能创生，也不能毁灭，它们在无限

虚空中运动着构成万物。 

更多同根词：anatomy（n.解剖，解剖学） 

518. brochure：[bro'ʃʊr] n.手册，小册子 

结构分析：brochure=broch（扎，缝）+ure（名词后缀）→装订之物→小册子，手册 

更多同根词：broach（n.凿子；钻头，胸针） 

519. bureaucratic：[,bjʊrə'krætɪk] adj.官僚的；官僚政治的；官僚主义的 

结构分析：bureaucratic=bureau（局、官僚机构）+crat（统治者、党派）+ic（形容词后

缀）→官僚的 

词源解释：单词 bureau 来自法语 burel（糙羊毛布）。由于人们以前往往在写字台上铺上

一层糙羊毛布，因此这种桌布就被称为 bureau。后来 bureau 被用来表示“办公桌”，再往

后用来表示“办公室”，最后用来表示政府中的一个部门，即中文中的“局”或“处”。 

更多同根词：bureau（n.局，处，办公桌）；democrat（n.民主党人，民主主义者） 

520. collision：[kə'lɪʒən] n.碰撞；冲突；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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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collision=col（=com，一起）+lis（撞击）+ion（名词后缀）→撞到一起→碰

撞 

更多同根词：collide（v.碰撞） 

其他不常见词根 

521. absurd：[əbˈsɝd] adj.荒谬的；可笑的 

结构分析：absurd=ab（离开，在此加强语气）+surd（聋哑的，迟钝的）→跑调的，杂

乱无章的→不合常理的，荒谬的 

522. alphabet：['ælfə'bɛt] n.字母表，字母系统 

结构分析：alphabet=alpha（希腊字母α）+bet（=希腊字母β）→字母表，字母系统 

523. aluminium：[,æljə'mɪnɪəm] n.铝 

结构分析：aluminium=alumin（=alumina，矾土，氧化铝）+ium（名词后缀，常表化学

元素）→从矾土中提炼出的化学元素→铝 

词源解释：19 世纪，英国化学家戴维（HumphryDavy）从矾土（alumina）中提炼出高

纯度铝，因此将其命名为 aluminum，最后被英国编辑修改为 aluminium，以符合化学元素的

命名习惯。矾土是一种氧化铝矿石，是炼铝的主要原料，因为外形类似矾（alum）而被称为

alumina。 

524. arithmetic：[ə'rɪθmətɪk] n.算术 

结构分析：arithmetic=arithm（计数）+etic（形容词后缀）→计数的（学问）→算术 

525. Arctic：['ɑrktɪk] adj.北极的 n.北极圈 

结构分析：Arctic=arct（熊）+ic（形容词后缀）→正对着大熊星座的→北极的 

词源解释：arct-（熊）来自希腊语 arktos（熊），引申为“大熊星座”。中国的古人用北斗

七星来辨别北方，西方人则用包含了北斗七星的“大熊星座”来辨识北方。 

526. astonish：[ə'stɑnɪʃ] vt.使惊讶 

结构分析：astonish=as（=ex，出来）+ton（雷击）+ish（动词后缀）→雷击得灵魂出窍

→使惊讶 

527. Atlantic：[ət'læntɪk] n.大西洋 adj.大西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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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Atlantic=atlant（=Atlas，阿特拉斯）+ic（形容词后缀）→阿特拉斯的（海洋）

→大西洋 

词源解释：在古希腊神话中，阿特拉斯（Atlas）被罚在西边擎天，痛苦不堪。有一天，

英雄帕尔修斯砍下美杜莎的头颅后经过此地，厌倦了擎天的阿特拉斯就请求帕尔修斯用美杜

莎的眼睛正对他，将他变成了石头。因为阿特拉斯特别高大，因而变成一座高山，这座山就

是非洲北部的阿特拉斯山脉，这条山脉西边的大海就被称为 Atlantic（大西洋）。 

528. average：['ævərɪdʒ] n.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平均的；普通的 

结构分析：average=aver（海损）+age（名词后缀）→平均分摊海损→平均 

词源解释：源自阿拉伯语，本意是“损坏的货物”。在海运活动中，当船只遇到恶劣天

气等危险，往往会抛弃一部分货物以减轻载重，避免船只倾覆。单词 average 原本指的就是

这种海运货物损失。海损由相关各方平均分摊，这在古代西方已经形成习惯。在古罗马的《十

二铜表法》中就已有明文规定。后来欧洲各国沿用这一惯例，形成本国的法律。因为这个缘

故，average 在 17 世纪时引申出“平均分摊”之意，又从中引申出“平均”、“普通”之意。

但在保险业中，它依然保留了“海损”这一原意。 

529. bachelor：['bætʃəlɚ] n.学士，单身汉 

结构分析：bachelor=bachel（棍棒）+or（者）→拿棍棒的人 

词源解释：来自古法语，原本指“见习骑士”，比较年轻，跟随正式骑士一起作战积累

战斗经验。该词很可能源自拉丁语 baculum（棍棒），因为见习骑士一般使用棍棒来训练。由

于见习骑士比较年轻，一般还没有结婚，所以引申出“单身汉”之意。在教育领域，学士也被

称为 bachelor，因为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意味着可以进入教师同业行会，招徒授课，而学士

学位仅仅表示成为教授的候选者，还处于见习阶段，尚不能招徒授课，这跟“见习骑士”的

含义一样，所以学士就用 bachelor 一词来表示。 

530. bacterium：[bæk'tɪrɪəm] n.细菌；杆菌属。常用复数形式 bacteria 

结构分析：bacterium=bacter（细棍）+ium（名词后缀）→像细棍一样的东西→细菌 

词源解释：1828 年，德国科学家埃伦伯格（Ehrenberg）首次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细菌的

存在。他将其用拉丁语命名为 bacterium，来自希腊语 bakterion，是 baktron（棍子）的指小

形式，字面意思就是“小棍子”。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埃伦伯格最初观察到的都是杆状

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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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balance：['bæləns] n.平衡；余额 v.使平衡，保持平衡；结算，抵销 

结构分析：balance=ba（=bi，两）+lance（盘子）→有两个盘子的东西→天平→平衡→

余额 

词源解释：该词原本指“天平”，由此衍生出“平衡”的比喻之意。在财会领域中，该

词由“财务平衡表的差值”衍生出“余额”之意。 

532. balcony：['bælkənɪ] n.阳台；包厢；戏院楼厅，楼座 

结构分析：balcony=balc（木架，横梁）+ony（指大形式）→大木架子→阳台，包厢 

533. boundary：['baʊndri] n.边界；范围；分界线 

结构分析：boundary=bound（边界）+ary（名词后缀）=边界 

534. brilliant：['brɪljənt] adj.灿烂的，闪耀的；杰出的；有才气的；精彩的，绝妙的 

结构分析：brilliant=brilli（发光、闪耀）+ant（形容词后缀）→灿烂的，闪耀的 

助记窍门：brilliant=bril（=bring，带来）+liant（=liang，亮）→带来光亮的→灿烂的 

535. catastrophe：[kə'tæstrəfi] n.大灾难；大祸；惨败 

结构分析：catastrophe=cata（向下）+strophe（转）→向下翻转，颠覆→急转直下，惨败

→大灾难，大祸 

词源解释：原本是个戏剧术语，表示戏剧的颠覆性结局。希腊古典戏剧通常由四部分组

成：冲突产生、冲突发展、高潮和结局。其中，结局要求要出乎意料，主人公一般会突然沦

入与开始时完全不同的境地，这种结局就叫做 catastrophe。这个词进入英语后，应用范围逐

渐拓展，除了指戏剧的结尾外，还可以引申为各种事情的结局，并且又倾向于指不好的结局，

即从顺境急转直下落入极其糟糕的境地，所以也就具有了“大灾难，大祸”的含义。 

536. category：['kætəɡɔri] n.种类，分类；范畴 

结构分析：category=cate（从上往下）+gory（公开说，宣称）→当众宣称的东西 

词源解释：源自希腊语，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哲学著作中使用了该词来表

示哲学术语“范畴”，指的是“可用来描述、断言一个主体的最基本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总

结了十种“范畴”（基本概念）：本质、量、质、关系、地点、时间、位置、状态、活动、遭

受。由于 category 经常用来表示某一类事物，所以在非哲学领域，该词常用来表示“种类”。 

537. ceremony：[ˈsɛrəˌmoʊni] n.典礼，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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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ceremony=cere（仪式）+mony（名词后缀）→仪式 

词源解释：来自古法语 ceremonie←中古拉丁语 ceremonia←caerimonia，很可能源自伊

特鲁利亚语，指古代伊特鲁利亚祭司在罗马附近的 Caere 这个地方举行的宗教仪式。 

538. chaos：['keɑs] n.混沌，混乱 

结构分析：chaos=cha（裂开，空洞）+os（名词后缀）→空洞之物，虚空→混沌 

词源解释：来自希腊语，字面意思是“虚空”。在古希腊神话中，卡俄斯（Chaos）是原

始神之一，代表宇宙形成之前模糊一团的景象。根据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赫西奥德（Hesiod）

的《神谱》和早期希腊神话记载，宇宙之初只有卡俄斯，他是一个无边无际、一无所有的虚

空。随后他依靠无性繁殖从自身内部诞生了大地女神、深渊神、黑暗神、黑夜女神和爱神等

五大创世神，世界由此开始。人们经常用 chaos 一词来表示秩序诞生之前的宇宙，从而引申

出“混沌、混乱”之意。 

539. collar：['kɑlɚ] n.衣领；颈圈 

结构分析：collar=coll（颈部）+ar（形容词后缀）→颈部的（衣服）→衣领 

540. crocodile：['krɑkə'daɪl] n.鳄鱼 

结构分析：crocodile=croco（卵石）+dile（爬虫）→喜欢在卵石上晒太阳的爬虫→鳄鱼 

词源解释：来自希腊语，首先出现于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名著《历史》中，

用来表示埃及尼罗河中的鳄鱼。鳄鱼得此名号显然是因为它们喜欢在卵石上晒太阳的生活习

性。 

541. delete：[dɪ'lit] vt. 删除 

结构分析：delete=del（抹去）+ete（=ate，动词后缀）→删除 

542. deliberate：[dɪ'lɪbərət] adj. 故意的；深思熟虑的；从容的 vt.仔细考虑 

结构分析：deliberate=de（加强语气）+liber（权衡）+ate（动词和形容词后缀）→仔细

权衡→深思熟虑（的） 

543. digital：['dɪdʒɪtl] adj. 数字的；手指的 

结构分析：digital=digit（手指，数字）+al（形容词后缀）→数字的，手指的 

词源解释：digit 来自拉丁语，本意是“手指、脚趾”。因为古人常用手指数数，所以衍

生出“数字”之意，但只表示 10 以内的数字，因为人只有十个手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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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dilemma：[dəˈlɛmə, daɪ-] n. 困境；进退两难 

结构分析：dilemma=di（两个）+lemma（前提，假设）→两个（都不好的）前提→进退

两难 

545. dinosaur：[ˈdaɪnəˌsɔr] n. 恐龙 

结构分析：dinosaur=dino（恐怖的）+saur（蜥蜴）→恐怖的蜥蜴→恐龙 

词源解释：恐龙（dinosaur）这名字最早为英国科学家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在

1842 年创造，由希腊语 deinos（恐怖的）和 sauros（蜥蜴）组合而成，字面意思就是“令人

恐怖的蜥蜴”。恐龙和蜥蜴拥有相同的祖先，虽然表面上和蜥蜴相似，但实际上其生物结构

却远比蜥蜴、蛇、龟等先进。汉字“恐龙”是日本生物学家对 dinosaur 的翻译，后来被中国

接受。实际上恐龙与中国的“龙”毫无相似之处。 

546. dioxide：[daɪ'ɑksaɪd] n. 二氧化物 

结构分析：dioxide=di（二）+ox（氧）+ide（名词后缀，表化合物）→二氧化物 

547. disgusting：[dɪs'ɡʌstɪŋ] adj. 令人厌恶的 

结构分析：disgusting=dis（反义）+gust（品尝）+ing（现在分词形式）→令人不想品尝

的→令人厌恶的 

548. entire：[ɪn'taɪɚ] adj. 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结构分析：entire=en（=in，不）+tir（触碰）+e→未经碰触的→完整无缺的→整个的，

全体的 

549. environment：[ɪn'vaɪrənmənt] n. 环境，外界 

结构分析：environment=en（=in）+viron（围绕）+ment（名词后缀）→围绕之物→环境 

550. exercise：['ɛksɚsaɪz] n.v.运动；练习；运用 

结构分析：exercise=ex（出来）+erc（=arc，约束）+ise（动词后缀）→摆脱约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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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解法 

551. afternoon：[,æftɚ'nun] n.午后，下午 

结构分析： afternoon=after（在……后面）+noon（正午）→午后 

552. aircraft：['ɛr'kræft] n.飞机，航空器 

结构分析：aircraft=air（空中）+craft（工艺品，小艇）→空中的小艇→航空器，飞机 

553. airline：['ɛrlaɪn] n.航空公司；航线 

结构分析：airline=air（空中）+line（直线）→空中的直线→航线→航空公司 

554. airmail：['ɛrmel] n.航空邮件 

结构分析：airmail=air（空中）+mail（邮件）→航空邮件 

555. airplane：[ˈɛrplen] n.飞机 

结构分析：airplane=air（空中）+plane（平面，扁平之物）→空中的扁平之物→带宽大

翅膀的飞机→飞机 

556. airport：['ɛrpɔrt] n.机场；航空站 

结构分析：airport=air（空中）+port（港口）→空中的港口，空港→机场 

557. airspace：['ɛr'spes] n.空域；领空；空间 

结构分析：airspace=air（空中）+space（空间）→空域，领空 

558. alongside：[ə'lɔŋ'saɪd] adv.在旁边 prep.在……的旁边 

结构分析：alongside=along（沿着）+side（旁边）→在旁边 

559. armchair：['ɑrmtʃɛr] n.扶手椅 

结构分析：armchair=arm（手臂）+chair（椅子）→带扶手的椅子→扶手椅 

560. background：['bækɡraʊnd] n.背景 

结构分析：background=back（背后的）+ground（地面）→背景 

561. baseball：['besbɔl] n.棒球运动 

结构分析：baseball=base（垒）+ball（球）→垒球→棒球 

词源解释：从字面上来说，baseball 应该翻译为“垒球”，但由于“垒球”一词已经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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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示 softball（一种类似 baseball 的运动，所用的球比较软，更加安全），所以人们就用“棒

球”来表示 baseball，意思是“用棒击球的运动”。 

562. basketball：['bæskɪtbɔl] n.篮球运动 

结构分析：basketball=basket（篮子）+ball（球）→篮球 

563. bathroom：['bæθrum] n.浴室；厕所；盥洗室 

结构分析：bathroom=bath（洗澡）+room（房间）→浴室 

564. bathtub：[bæθtʌb] n.浴缸 

结构分析：bathtub=bath（洗澡）+tub（缸）→浴缸 

565. bathrobe：['bæθrob] n.浴袍 

结构分析：bathrobe=bath（洗澡）+robe（长袍）→浴袍 

566. blackboard：['blækbɔrd] n. 黑板 

结构分析：blackboard=black（黑色的）+board（木板）→黑板 

567. breakfast：['brɛkfəst] n.早餐 

结构分析：breakfast=break（打破）+fast（斋戒）→打破斋戒的饭→早餐 

词源解释：有很多人相信短暂禁食有益于身体健康。因此，很多宗教以及地方习俗中都

有“斋戒”（fast）的做法，如佛教就讲究“过午不食”，即过了中午就不应该再吃饭。这

种做法当然是不科学的。古代西方人认为夜晚不应该进食，直到第二天早晨方可进食，所以

早晨这顿就是“打破斋戒的一顿饭”。 

568. brunch：[brʌntʃ] n.早午餐 

结构分析：brunch=br(eakfast)（早餐）+(l)unch（午餐）→早午餐 

词源解释：由单词 breakfast（早餐）和 lunch（午餐）组合而成。最早于 1895 年出现在

英国刊物《猎人周刊》上，由英国作家 GuyBeringer 在其文章“Brunch：A Plea”（早午餐，

一份邀请）中创造。也有人认为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英国大学生的俚语中。 

569. butterfly：['bʌtɚflaɪ] n.蝴蝶 

结构分析：butterfly=butter（黄油）+fly（飞虫）→喜欢偷吃黄油的飞虫→蝴蝶 

词源解释：蝴蝶之所以在英文中称为 butterfly，据说是因为蝴蝶喜欢偷吃黄油和牛奶，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因为很多蝴蝶的颜色像黄油，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蝴蝶粪便的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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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像黄油。 

570. broadcast：['brɔdkæst] v.广播，播放，播送 n.广播，广播节目 

结构分析：broadcast=broad（宽广的）+cast（扔）→广泛地播撒→广播 

571. classmate：['klæsmet] n.同班同学 

结构分析：classmate=class（班级）+mate（同伴）→同一个班级的同学→同班同学 

572. classroom：['klæsrʊm] n.教室 

结构分析：classroom=class（班级）+room（房间）→班级的房间→教室 

573. chopsticks：['tʃɑp,stɪks] n.筷子 

结构分析：chopsticks=chop（广东话“快”或“筷”的音译）+sticks（小棍子）→筷子 

词源解释：诞生于 16 世纪 90 年代，是对中文“筷子”的混杂翻译。在粤语中，人们在

催促工人赶紧干活时常说 chopchop，意思是“快点，快点”。因此英国水手就将汉字的“快”

和“筷”都翻译成 chop，所以将筷子翻译为 chopsti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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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书对全国英语四级考试大纲及高考英语大纲内的 5000 多个单词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整

理，根据其构成情况划分为不同类别，并为不同类别的单词提供了针对性的记忆方法。 

 分类法 

这 5000 多单词中，包含了 1700 多个独体词，通常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简单

词。对于这种单词，根据其描述对象所关联的主题及应用场景来分类，分门别类地学习和记

忆是个不错的方法。本书将这些单词划分为 40 多个类别。 

 词缀法 

为了帮助读者学习常见词缀，本书整理了 500 多个由简单独体词加词缀组成的单词，将

其分配到对应的常见前缀或后缀名下。利用已经掌握的简单独体词，读者可以快速掌握这些

派生单词的含义，并熟悉各常见前缀或后缀的含义和用法。 

 词根法 

本书整理出了 2500 多个包含词根的单词，按照其词根的衍生能力分为三种情况，分别

采取不同的讲解方法： 

情况一：该词根属于衍生能力较强常见词根，且在本书内有两个以上同根词。本书归纳

了接近 400 个这样的常见词根，对其来源和常见变体形式进行了介绍，并将其同根词编排到

一起。大学生要想利用词根法来快速拓展词汇量，首先就应该掌握这近 400 个重点词根。 

情况二：该词根属于常见词根，但在本书内仅出现一次。对于这些单词，本书在讲解它

的组成结构的同时，进一步罗列了一些更多常见同根词，以便读者参考，增加对该词根的理

解。大学生可以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继续学习掌握这些常见词根，为将来的词汇拓展打下

基础。 

情况三：该词根属于不常见词根，在本书内仅出现一次。对于这些单词，本书仅对它的

组成结构进行讲解。读者仅需要了解这种词根的含义从而理解单词。 

 分解法 

四级词汇还包含了 300 多个由多个独体词组合而成的复合词。对于这种单词，学习起来

很简单，只需要了解组成它的独体词的含义，然后推导出整体含义。 

 词源法 

有些单词，由于词意发生了较大变化，仅从其组成部分无法推导出它的现在含义。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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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就需要对它的来龙去脉即所谓的“词源”进行研究。本书对于一些比较难以理解的

单词，从词源方面进行了解释，以便促进读者对该单词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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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类法 

适用范围：无法拆分为多个有意义部分的独体词 

类别1. 天文星体 

1. sun：[sʌn] n.太阳 

2. moon：[mun] n.月亮 

3. earth：[ɝθ] n.地球；大地 

4. star：[stɑr] n.星星 

5. planet：['plænɪt] n.行星 

词源解释：来自希腊语，本意是“四处漫游的” 

6. satellite：['sætəlaɪt] n.卫星 

词源解释：来自拉丁语，本意是“随从”。天文学家开普勒最早用它来表示人类最早发

现的木星的卫星，后来被用来泛指各种卫星。 

7. orbit：['ɔrbɪt] n.轨道 v.绕轨道运行 

8. sky：[skaɪ] n.天空 

类别2. 地理地形 

9. land：[lænd] n.陆地；大地；土地 v.登陆；着陆 

10. ground：[ɡraʊnd] n.地面 

11. horizon：[hə'raɪzn] n.地平线；视野；眼界；范围 

12. field：[fild] n.旷野；田地；领域 

13. clay：[kle] n.粘土 

14. soil：[sɔɪl] n.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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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ud：[mʌd] n.泥 

16. stone：[ston] n.石头 

17. rock：[rɑk] n.岩石 

18. sand：[sænd] n.沙子 

19. forest：['fɔrɪst] n.森林 

20. jungle：['dʒʌŋɡl] n.丛林；蛮荒之地 

近义辨析：单词 forest 和 jungle 都可以表示森林，区别在于：jungle 常表示原始丛林，

比喻蛮荒之地，如短语 jungle law（丛林规则，弱肉强食）。 

21. prairie：['prɛri] 草原 

词源解释：来自法语，源自拉丁语，1773 年进入英语，原本特指北美洲的大草原。 

助记窍门：prairie=pr+air（空气）+ie（法语名词后缀），大草原中有好多新鲜空气（air）。 

22. meadow：['mɛdo] n. 草地；牧场 

23. hill：[hɪl] n.丘陵 

24. valley：['væli] n.山谷 

25. cliff：[klɪf] n. 悬崖；绝壁 

26. pit：[pɪt] n.深坑；凹陷 

27. volcano：[vɑl'keno] n.火山 

词源解释：来自意大利语名词 vulcano（火山），源自拉丁语名词 Vulcanus，古罗马神话

中的火及锻造之神伏尔甘（Vulcan）。伏尔甘是主神朱庇特的儿子，相貌丑陋，被父亲嫌弃，

终身躲在地下打铁，为众神锻造兵器和工具。传说火山就是他的打铁铺。如果看到火山冒烟

冒火，那其实就是伏尔甘在下面开工了。 

28. sea：[si] n.海 

29. ocean：['oʃən] n.海洋 

30. bay：[be] n.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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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gulf：[ɡʌlf] n. 海湾 

32. beach：[bitʃ] n.海滩 

33. coast：[kost] n.海岸 

34. shore：[ʃɔr] n.海滨 

35. tide：[taɪd] n. 潮汐；潮流；趋势 

36. brook：[brʊk] n.小溪；小河 

37. stream：[strim] n.溪流 

38. bank：[bæŋk] n.河岸 

39. lake：[lek] n.湖泊 

40. swamp：[swɑmp] n. 沼泽；湿地 

41. pond：[pɑnd] n.水塘 

42. pool：[pul] n.池塘 

43. well：[wɛl] n.水井 

类别3. 环境气候 

44. weather：['wɛðɚ] n.天气 

45. hot：[hɑt] adj.热的 

46. warm：[wɔrm] adj.温暖的 

47. mild：[maɪld] adj.温和的；清淡的 

48. cool：[kul] adj.凉爽的 

49. cold：[kold] adj.寒冷的 

50. chill：[tʃɪl] n. 寒冷；寒意 adj. 寒冷的 vt.冷藏；使感到冷 vi. 冷藏；变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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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wind：[wɪnd] n.风 

52. breeze：[briz] n. 微风 

53. hurricane：[ˈhʌrɪken] n. 飓风，暴风 

词源解释：来自美洲玛雅神话中的创世神之一的雷暴与旋风之神 Hurakan（胡拉坎）之

名。在玛雅神话中，当世界还混沌未开之时，Hurakan 朝水面用力吹了一口气，吹开了水，

露出了干燥的大地。后来，Hurakan 又施展魔法，引来暴雨和洪水毁灭了人类。生活在加勒

比海的土著人用 Hurakan 称呼当地的强热带风暴，认为这种风暴是 Hurakan 在施展魔法。西

班牙殖民者来到加勒比海地区后，将 Hurakan 一词带入西班牙语，用来表示飓风。该词进入

英语后拼写变成了 hurricane。 

54. typhoon：[taɪ'fʊn] n.台风 

词源解释：来自希腊语 Typhon，是古希腊神话中怪物提丰之名。宙斯率领奥林巴斯诸

神战胜泰坦诸神后，对参与谋反的泰坦诸神进行了严厉了惩罚。大部分泰坦神被关押在无底

深渊中，擎天神阿特拉斯被罚在西天擎天。对泰坦神的严厉惩罚引发了大地女神盖亚的不满。

因此，盖亚与深渊神塔尔塔罗斯交配，生下了一个体格无比庞大的怪物提丰（Typhon），前

来挑战奥林巴斯诸神。提丰上身似人，下身似蛇，身高比世界上最高的山峰还要高。它长有

100 个脑袋，眼睛能喷火，口中能发出各种骇人的吼叫声。宙斯和奥林巴斯诸神费了九牛二

虎之力才制服了提丰。提丰的名字 Typhon 在希腊语中就是“狂风、旋风”的意思，英语单

词 typhoon（台风）便来源于此。 

55. light：[laɪt] n.光 

56. bright：[braɪt] adj. 明亮的，鲜明的；聪明的；愉快的 

57. flare：[flɛr] v.（使）闪耀；闪光；突然发怒 n.闪光；耀斑 

58. flash：[flæʃ] n.v.闪光，闪现 

59. shine：[ʃaɪn] v.闪耀；照射 

60. twinkle：['twɪŋkl] n.v.闪烁；闪耀 

61. dim：[dɪm] adj.昏暗的；模糊不清的 

62. thunder：['θʌndɚ] n.雷 vi.打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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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源解释：来自古英语，源自原始日耳曼语，与北欧神话中的雷神 Thor（索尔）同源。 

63. fire：['faɪr] n.火 

64. flame：[flem] n. 火焰 

65. blaze：[blez] v.燃烧；照耀，发光；在树皮上刻路标 n. 火焰，烈火；光辉 

词源解释：来自古英语，源自原始日耳曼语，原本是个名词，本意是“火焰、火光、亮

光”，后来还可以表示马或牛脸上的白色斑点。在 17 世纪时，北美的殖民者在丛林中开辟道

路时，常用斧头在树干上砍掉一块树皮，露出里面白色的树干，用作指示道路的标志。由于

这种白色标志看起来有点像马脸上的白色斑点，故也被称为 blaze。由于这个缘故，用作动

词时，blaze 除了表示“燃烧、闪耀”以外，还可以表示“在树干上刻或画路标”。单词 blazer

就表示“在树干上刻或画路标的人”，而短语 trail blazer 指的就是在丛林中开辟道路，并在

树干上刻或画路标的人，即“开拓者”。 

66. spark：[spɑrk] n. 火花；闪光 v 闪烁；发火花；激发；鼓舞 

67. heat：[hit] n.热 v.加热 

68. burn：[bɝn] v.燃烧；烧毁，灼伤 

69. water：[ˈwɔtɚ] n.水 

70. cloud：[klaʊd] n.云 

71. rain：[ren] n.雨 v.下雨 

72. shower：['ʃaʊɚ] n.阵雨，淋浴 v.下阵雨，淋浴 

73. storm：[stɔrm] n.暴风雨 v.起风暴 

74. flood：[flʌd] n.洪水 

75. snow：[sno] n.雪 v.下雪 

76. ice：[aɪs] n.冰 

77. frost：[frɔst] n.霜，冰冻 

78. freeze：[friz] v.冻结，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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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dew：[du] n.露水；水滴 

80. wet：[wɛt] adj.湿的 

81. damp：[dæmp] adj.潮湿的 

82. moist：[mɔɪst] adj. 潮湿的 

83. dry：[draɪ] adj.干的 

84. drought：[draʊt] n. 干旱 

词源解释：来自古英语，与形容词 dry（干的）同源，相当于 dryness。 

85. fog：[fɔɡ] n.雾 

86. mist：[mɪst] n.薄雾 

87. smoke：[smok] n.烟 

88. smog：[smɑːɡ] n.烟雾 

词源解释：由单词 smoke（烟）和 fog（雾）合成，1905 年科学家杜撰了该词来形容英

国伦敦的空气污染。 

89. steam：[stim] n.蒸汽 

90. ash：[æʃ] n.灰；灰烬 

91. dust：[dʌst] n.灰尘 

92. dirt：[dɝt] n.污垢 

93. pollute：[pə'lut] vt.污染 

94. junk：[dʒʌŋk] n.垃圾；破旧物品 

95. rubbish：['rʌbɪʃ] n.垃圾；废物 

类别4. 世界各地 

96. world：[wɝld] n.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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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Africa：[ˈæfrɪkə] n.非洲 

词源解释：来自拉丁语，在古罗马时期指的仅仅是北非靠近意大利的部分区域，相当于

现在的突尼斯。古罗马通过三次战争消灭北非强国迦太基后，在北非建立了 Africa（阿非利

加）行省。后来，Africa（阿非利加）这个名称逐渐被用来表示整个非洲大陆。 

98. Asia：[ˈeɪʃn] n.亚洲 

词源解释：由古代腓尼基人所起。他们把爱琴海以东的地方称为 Asu，意即“日出之地”；

而把爱琴海以西的地方称为 Ereb，意为“日没之地”。Asia 一词便是由腓尼基语 Asu 演化来

的，最初指的仅仅是安纳托利亚半岛的西部，后来含义逐渐扩大，包括现今整个亚洲地区。 

99. Europe：['jʊrəp] n.欧洲 

词源解释：源自古希腊神话中被宙斯拐走的腓尼基公主欧罗巴（Europa）之名。神话中，

欧罗巴长得美丽动人。主神宙斯看见了，动了春心，化作公牛来到欧罗巴玩耍的草坪上。等

欧罗巴骑上后，公牛就奔入海中，游到另一块大陆。在这块大陆上，宙斯化身为一帅哥，与

公主相恋，生了三个儿子。后人就以欧罗巴公主的名字来命名这片大陆。 

100. America：[əˈmɛrɪkə] n.美洲；美国 

词源解释：源自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哥（意大利语为 Amerigo，拉丁语为 Americus）的

名字。美洲虽然是哥伦布首次发现的，但他并未意识到这是一块新大陆，一直以为自己到的

是亚洲，并将其土著居民称为“印度人”（Indian，印第安人）。亚美利哥首次提出这块大陆

是一块新的大陆，并出书对新大陆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所以人们将他看作是发现新大陆的第

一人，并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块新大陆。 

101. foreign：['fɔrən] adj. 外国的 

102. China：[ˈtʃaɪnə] n.中国 

103. Japan：[dʒə'pæn] n.日本 

词源解释：源于古时中国沿海居民口中的“日本”二字，随着东西方贸易而流传至欧洲。 

104. Korea：[kə'rɪr] n. 朝鲜，韩国 

词源解释：源自中国对朝鲜的古称“高丽”。13 世纪中期抵达中国的传教士鲁布鲁克首

次将高丽标记为 Caule。从此以后，欧洲人曾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用 Core、Cory、Caoli、Corai

等单词表示朝鲜。被人熟知的 Corea 首次出现在欧洲文献中是在 1571 年。葡萄牙传教士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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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拉在当时写给耶稣教会总长的信中表示：“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有一个叫做 Corea 的王国。”

现在使用的 Korea 一词最初出现在 1671 年德国出版的《哈梅尔漂流记》当中，是在将 Corea

写成德语的过程中用字母“K”取代了“C”。19 世纪末，美国在外交文件中连续多年使用

Korea 来表示朝鲜。二战后，Korea 作为朝鲜的称呼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 

105. India：['ɪndɪə] n.印度 

106. Egypt：['idʒɪpt] n.埃及 

107. Russia：['rʌʃə] n.俄罗斯 

词源解释：由单词 Rus（罗斯人）衍生而成，字面意思就是“罗斯人的国家”。元朝时，

蒙古人由于发不清 R 这个音，就在前面增加了一个元音，将“罗斯”读成了“俄罗斯”。该

中文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108. Soviet：['sovɪ'ɛt] adj. 苏维埃的；苏联的；苏联人的 n. 苏维埃；苏联政府；苏联人 

109. Britain：['brɪtn] n.英国；不列颠 

词源解释：在罗马入侵不列颠之前，统治不列颠地区的是凯尔特人。分批移入不列颠地

区的凯尔特人中，其中的一支名为 Briton（布列吞人）。也有人认为，布列吞人是移入不列

颠地区的凯尔特人和不列颠的早期居民伊比利亚人混合后形成的民族。罗马人则称他们为

Brittani（布列塔尼），将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 Brittania（布列塔尼亚），即“布列吞人的土地”，

单词 Britain（不列颠）就来源于此。 

110. France：[frɑːns] n.法国；法兰西 

词源解释：源自 Frank（法兰克人、自由的人）之名。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的分支之一，

在蛮族大迁移时代从北欧南下，散居在莱茵河下游一带。公元 3 世纪末，法兰克人开始越过

莱茵河入侵高卢。五世纪末，法兰克一部落首领克洛维占领了北方高卢，建立了法兰克王国，

拉丁语称为 Francia。843 年，法兰克王国分裂成三部分，其中的西法兰克王国发展成为现在

的法国。France 一词就是从法兰克王国的拉丁名称 Francia 演变而来。 

111. French：[frentʃ] adj.法国的；法国人的；法语的 n.法国人；法语 

112. Germany：['dʒɝməni] n.德国 

113. German：['dʒɜːmən] n.德国人；德语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词源解释：从约公元前 4 世纪起，大量原本居住在北欧地区、金发碧眼、身材高大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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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陆陆续续向南进入欧洲大陆。大约在公元前半个世纪时，这些从北欧南下者已经占据了莱

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和北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原本占据欧洲大陆的凯尔特人将这些人称为

Germani（日耳曼人），意思是“邻居”，也有人认为意思是“嘶叫者”，因为他们战斗时会发

出可怕的喊叫声。古罗马的凯撒大帝征伐高卢时，在他的《高卢战记》中将高卢人对日耳曼

人的称呼带入了拉丁语，拼作 Germanus，复数为 Germani，将日耳曼人所居住的地区称为

Germania（日耳曼尼亚）。英语单词 German（德国人）和 Germany（德国）都来源于此。德

国人称自己为 Deutsch，意思是“人民”。中文译名“德意志”来自 Deutsch 而非 German。 

114. Italy：['ɪtəlɪ] n.意大利 

115. Spain：[spen] n.西班牙 

116. Swiss：[swɪs] n.瑞士人 adj.瑞士的；瑞士人的 

117. Norway：['nɔrweɪ] n. 挪威 

词源解释：来自古英语，等于 north way（向北的路）。挪威地处北欧，是前往北极之路。 

118. Belgium：['bɛldʒəm] n.比利时 

119. Greece：[ɡriːs]希腊 

120. Greek：[grik] n.希腊语；希腊人 adj.希腊的；希腊人的，希腊语的 

121. Canada：['kænədə] n.加拿大 

词源解释：Canada 一词源自北美土著所说的伊洛魁语，原意就是“村庄”。据说 16 世

纪初，法国探险家卡蒂埃乘船横渡大洋驶抵加拿大的圣劳伦斯海湾。他沿着圣劳伦斯河逆流

而上，到达魁北克地区。登陆后，在一个印第安人村庄里，卡蒂埃向当地印第安人打听这个

地方叫什么。也许是因为语言不通的缘故，当地人指着村庄高声说道“Canada”，意思是“村

庄”。卡蒂埃以为说的是地名，赶紧将发音记录下来。从此以后，欧洲殖民者们便将该地区

称为 Canada，所包含范围越来越广，最终变成了对整个加拿大的称呼。 

122. Mexico：['mɛksɪko] n.墨西哥 

123. Brazil：[brə'zil] n. 巴西 

词源解释：来自葡萄牙语。葡萄牙殖民者到达巴西时，在海岸发现了一种纹路细密、色

彩鲜艳、坚固耐用的树木，不仅可用来制造各种精巧的家具，还可提取宝贵的染料。染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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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暴露于空气中变成红色。这种红木（即巴西红木）在葡萄牙语中被称为 pau-brasil，其

中 brasil 意思是“像炭火一样红”。贩卖红木的葡萄牙商人多将此地称为“Terra de Brasil”

（Land of Brazil），这一名称最终取代了原来的官方名称，成为了巴西的正式国名。Brasil 进

入英语后拼写变为 Brazil。 

124. London：[ˈlʌndən] n.伦敦 

125. Paris：['pærɪs] n.巴黎 

126. Tokyo：['tokjo] n.东京 

类别5. 动物相关 

127. ant：[ænt] n.蚂蚁 

128. bat：[bæt] n.蝙蝠 

129. bull：[bʊl] n.公牛 

130. bear：[bɛr] n.熊 

131. bee：[bi] n.蜜蜂 

132. bird：[bɝd] n.鸟 

133. camel：['kæml] n.骆驼 

134. cat：[kæt] n.猫 

135. chick：[tʃɪk] n.小鸡 

136. cock：[kɑk] n.公鸡 

137. coral：['kɔrəl] n.珊瑚，珊瑚虫 

138. cow：[kaʊ] n.奶牛 

139. crane：[kren] n. 鹤；吊车，起重机 

140. crow：[kro] n.乌鸦；鸡鸣 vi. 啼叫 

词源解释：拟声词，模拟乌鸦的啼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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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deer：[dɪr] n.鹿 

142. dog：[dɔɡ] n.狗 

143. donkey：[ˈdɑŋkɪ] n. 驴子 

144. duck：[dʌk] n.鸭 

145. eagle：['igl] n.鹰 

146. elephant：[ˈɛləfənt] n.大象 

147. fish：[fɪʃ] n.鱼 

148. fox：[fɑks] n.狐狸 

149. frog：[frɔɡ] n.青蛙 

150. giraffe：[dʒəˈræf] n.长颈鹿 

151. goat：[gəʊt] n.山羊 

152. goose：[ɡus] n.鹅 

153. hare：[hɛr] n.野兔 

154. hawk：[hɔk] n.鹰 

155. hen：[hɛn] n.母鸡 

156. horse：[hɔrs] n.马 

157. kangaroo：[,kæŋɡə'ru] n.袋鼠 

158. lamb：[læm] n.羔羊 

159. lion：['laɪən] n.狮子 

160. locust：['lokəst] n.蝗虫，蚱蜢 

161. monkey：['mʌŋki] n.猴子 

162. mouse：[maʊs] n.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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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owl：[aʊl] n. 猫头鹰 

词源解释：来自古英语，拟声词，模拟猫头鹰的嚎叫声。 

164. ox：[ɑks] n.公牛 

165. panda：['pændə] n.熊猫 

166. parrot：['pærət] n.鹦鹉 

167. pig：[pɪɡ] n.猪 

168. pigeon：['pɪdʒɪn] n. 鸽子 

169. rabbit：['ræbɪt] n.兔子 

170. rat：[ræt] n.耗子，大家鼠 

171. rooster：['rustɚ] n.公鸡 

172. seal：[sil] n.海豹 

173. shark：[ʃɑrk] n.鲨鱼 

174. sheep：[ʃip] n.绵羊 

175. snake：[snek] n.蛇 

176. sparrow：['spæro] n.麻雀 

177. spider：['spaɪdɚ] n. 蜘蛛 

178. squid：[skwɪd] n.乌贼，鱿鱼 

179. squirrel：[ˈskwɜ:rəl] n.松鼠 

180. swallow：['swɑlo] n.燕子 

181. swan：[swɑn] n. 天鹅 

182. swift：[swɪft] n. 褐雨燕 

183. tiger：['taɪɡɚ] n.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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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tortoise：[ˈtɔrtəs] n.乌龟 

词源解释：可能来自希腊语 Tartarus（塔耳塔洛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深渊，常被人等

同于地狱。西方古人见乌龟长相丑陋怪异，认为是来自地狱的生物，因此将其称为 tortoise，

意思是“来自地狱的生物”。 

185. turkey：['tɝki] n.火鸡 

词源解释：来自单词 Turkey（土耳其）。原本指一种被称为“土耳其鸡”（Turkey cock）

的大型鸟类。当英国人来到美洲大陆殖民时，发现当地也出产一种体型巨大的鸟类，长相与

土耳其鸡很像，误以为是土耳其鸡的一种，便也将这种鸟称为 turkey。其实，这种鸟与土耳

其鸡并非同类，而是北美特有的火鸡，后来成为北美感恩节上的常见佳肴。 

186. whale：[wel] n.鲸 

187. wolf：[wʊlf] n.狼 

188. worm：[wɝm] n.蠕虫 

189. zebra：[ˈzibrə] n.斑马 

190. beast：[bist] n.野兽；畜生 

191. brute：[brut] n.畜生；残暴的人 adj.残忍的 

近义辨析： beast 和 brute 都可以表示“野兽”，区别在于：beast 仅指不同于爬行动物或

昆虫的大型四脚兽类；仅表明它是“兽”。而 brute 强调其野蛮和残忍，常用来比喻残暴的人。

电影“美女和野兽”是 beauty and beast 而非 beauty and brute。 

192. pest：[pɛst] n.害虫 

193. pet：[pɛt] n.宠物 

194. claw：[klɔ] n. 爪；螯 

195. feather：['fɛðɚ] n. 羽毛 

196. bristle：['brɪsl] n.猪鬃；刚毛 

197. fur：[fɝ] n.皮子；毛皮 

198. scale：[skel] n.鳞；刻度；天平；数值范围；规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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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tail：[tel] n. 尾巴 

200. trunk：[trʌŋk] n. 象鼻；树干；躯干 

201. horn：[hɔrn] n. 角；号角；喇叭 

202. shell：[ʃɛl] n. 壳，贝壳；炮弹 

203. wing：[wɪŋ] n.翅膀 

204. bark：[bɑrk] v.狗叫 n.狗的吠叫 

205. howl：[haʊl] n.v.嚎叫，咆哮 

词源解释：拟声词，模拟动物嚎叫的声音。 

206. hatch：[hætʃ] n.v.孵化 

207. breed：[brid] v.繁殖；饲养 n.品种 

208. brood：[brud]  vt. 孵；沉思 n. 一窝；一伙 

209. fierce：[fɪrs] adj. 凶猛的 

210. wild：[waɪld] adj. 野生的；野蛮的 

211. tame：[teɪm] adj.驯服的；顺从的 adj.驯养；（使）变得驯服 

212. hive：[haɪv] n.蜂巢 

213. nest：[nɛst] n.鸟巢 

214. web：[wɛb] n. 网；蜘蛛网 

类别6. 植物相关 

215. bamboo：[,bæm'bu] n.竹 

216. bush：[bʊʃ] n.灌木 

217. grass：[ɡræs] n.草 

218. weed：[wid] n.杂草，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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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hay：[heɪ] n.干草 

220. herb：[ɝb] n. 香草，药草 

221. tree：[tri] n. 树 

222. wood：[wʊd] n. 木材；木制品；树林 

223. maple：['mepl] n. 枫树 

224. oak：[ok] n. 橡树 

225. pine：[paɪn] n.松树 

226. reed：[rid] n. 芦苇 

227. rose：[roz] n. 玫瑰 

228. vine：[vaɪn] n. 藤；葡萄树 

词源解释：来自拉丁语，与单词 wine（葡萄酒）同源，因为 wine 就是用 vine 上的果实

酿成的。 

229. violet：['vaɪələt] n. 紫罗兰；紫色 

230. branch：[bræntʃ] n.树枝，分支 

231. bough：[baʊ] n. 大树枝 

232. root：[rut] n. 根；根源 

233. stem：[stɛm] n. 干；茎 

234. leaf：[lif] n. 叶子 

235. fruit：[frut] n. 果实；水果；产物 

236. seed：[sid] n. 种子 

237. bud：[bʌd] n. 芽，萌芽；蓓蕾 vi. 发芽，萌芽 vt. 使发芽 

238. germ：[dʒɝm] n. 胚芽，萌芽；细菌 

239. thorn：[θɔrn] n. 刺；荆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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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bloom：[blum] n. 花；开花期；兴旺 v.（使）开花；（使）茂盛 

241. blossom：['blɑsəm] n.花；开花期；兴旺 vi.开花；兴旺 

近义辨析：单词 flower、bloom 和 blossom 都含义“花”、“开花”之意，区别在于：flower

是个通俗用语，常用来表示具体的花；bloom 是个书面词，常用来比喻人的青春、某事繁荣

兴旺。blossom 则比 bloom 更加古典，现在基本比 bloom 取代了。 

类别7. 矿物材料 

242. ore：[ɔr] n. 矿；矿石 

243. carbon：['kɑrbən] n.碳；碳棒 

244. coal：[kol] n.煤炭；木炭 

245. jewel：['dʒuəl] n. 宝石；珠宝 

246. diamond：['daɪəmənd] n. 钻石，金刚石 

247. marble：['mɑrbl] n. 大理石 

248. gas：[ɡæs] n. 气体；瓦斯 

249. oil：[ɔɪl] n. 油；石油 

250. metal：['mɛtl] n. 金属 

251. gold：[ɡold] n. 金，黄金；金色 

252. silver：['sɪlvɚ] n. 银；银器 

253. copper：['kɑpɚ] n. 铜；铜币 

254. brass：[bræs] n. 黄铜；黄铜制品 

255. bronze：[brɑnz] n.青铜；古铜色；青铜制品 adj.青铜色的；青铜制的 

256. iron：['aɪɚn] n. 铁；熨斗；烙铁 

257. steel：[stil] n. 钢铁；钢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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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tin：[tɪn] n. 锡 

259. lead：[lid; lɛd] n.铅 

260. lime：[laɪm] n. 石灰 

261. magnet：['mægnɪt] n. 磁铁；磁石；磁体 

词源解释：古代希腊人在马格尼西亚（Magnesia）地区发现了一种神奇的矿石，这种矿

石可以吸引金属。希腊人将这种矿石称为“Magnes lithos”（the Magnesian stone），意思是

“马格尼西亚的石头”。英语单词 magnet 就来自希腊语 Magnes，由马格尼西亚的地名转换

而来。 

262. pitch：[pɪtʃ] n.沥青；树脂 

263. sponge：[spʌndʒ] n.海绵；海绵状物 

264. sulphur：['sʌlfə] n. 硫磺 

265. wax：[waks] n. 蜡；蜡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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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词缀法 

适用范围：由独体词加词缀组成的单词 

常见前缀1. a-（位于，处于……的状态） 

267. aboard：[ə'bɔrd] adv.在飞机上；在船上；在火车上 prep.在…上 

结构分析：aboard=a（位于）+board（木板，甲板，引申为船或其他交通工具）→在（船、

飞机、火车）上 

268. abroad：[ə'brɔd] adv.在国外；到海外 adj.往国外的 

结构分析：abroad=a（位于）+broad（辽阔的）→位于辽阔之地→在外面的广阔天地→

在国外，去国外 

269. across：[ə'krɔs]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结构分析：across=a（位于）+cross（交叉）→位于交叉之处→横穿 

270. again：[əˈɡen] adv.又，此外；再一次 

结构分析：again=a（位于）+gain（对着）→位于相反方向→返回来，重头再来→再一

次 

271. against：[əˈɡenst]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结构分析：against=a（位于）+gain（对着）+st（无意义成分）→位于相反方向→反对，

逆着 

272. ahead：[ə'hɛd]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预先 

结构分析：ahead=a（位于）+head（头，前头）→在前面→向前 

273. alike：[ə'laɪk] adj.相似的；相同的 adv.以同样的方式；类似于 

结构分析：alike=a（处于）+like（像，如同）→相似的 

274. alive：[ə'laɪv] adj.活着的；活泼的；有生气的 

结构分析：alive=a（处于）+live（活的）→活着的 

275. along：[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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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along=a（位于）+long（长的）→在长度上→沿着，顺着（长路走） 

276. aloud：[ə'laʊd] adv.大声地；出声地 

结构分析：aloud=a（处于）+loud（大声）→大声地，出声的 

277. among：[ə'mʌŋ]prep.在…中间；在…之中 

结构分析：among=a（位于）+mong（混合，揉到一起）→混合其中→在……中间 

278. amongst：[ə'mʌŋst] prep. 在…之中；在…当中（等于 among） 

结构分析：amongst=a（位于）+mong（混合，揉到一起）+st（无意义成分）→混合其

中→在……中间 

279. around：[ə'raʊ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结构分析：around=a（位于）+round（圆，周围）→在……周围 

280. asleep：[ə'slip] adj.睡着的；麻木的；长眠的 adv.熟睡地；进入睡眠状态 

结构分析：asleep=a（处于）+sleep（睡觉）→处于睡觉的状态→睡着的 

281. aside：[ə'saɪd] adv.离开，撇开；在旁边 prep.在…旁边 

结构分析：aside=a（位于）+side（边）→在旁边 

282. away：[əˈwe]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结构分析：away=a（位于）+way（道路）→在路上→在远处，离去 

常见前缀2. ad-（趋近，去，驱使） 

拼写上，前缀 ad-中的字母 d 常常变化为紧随其后的那个字母 

283. attach：[ə'tætʃ] vt.使依附；贴上；系上 vi.附加 

结构分析：attach=at（=ad，趋近）+tach（桩子）→贴在桩子上→贴上，附上 

284. attack：[ə'tæk] n.v.攻击 

结构分析：attack=at（=ad，趋近）+tack（桩子）→贴在桩子上→加入（战争） 

词源解释：attack（攻击）和 attach（附加）是一对同源异形词，本意是“加入”。在意

大利语中，人们常用 attaccare battaglia（=attack battle，加入战争）来表示开战、展开攻击，

导致 attack 一词衍生出“攻击”之意。 



巧记英语四级词汇——钱磊博士著 

微信公众号：钱博士英语     22 

285. await：[ə'wet] vt. 等候，等待；期待 

结构分析：await=a（=ad，去）+wait（等待）→等待 

286. awake：[ə'wek] v.唤醒，醒来 adj.醒着的 

结构分析：awake=a（=ad，去）+wake（醒）→唤醒，醒来 

常见前缀3. ant-/anti-（反对，正对着） 

287. Antarctic：[æntˈɑrktɪk] adj.南极的 n.南极洲 

结构分析：Antarctic=ant（相对，相反）+arctic（北极）→与北极相对的→南极 

常见前缀4. be-（挨着，凭借，使变成，加强语气） 

288. beside：[bɪ'saɪd]prep.在旁边 

结构分析：beside=be（在）+side（边）→在旁边 

289. besides：[bɪ'saɪdz]prep.除……以外 

词源解释：衍生自单词 beside（在旁边），原本拥有 beside 的所有释义，现在仅用来表

示“除……之外”、“此外”。 

290. behind：[bɪ'haɪnd]prep.在后面；落后于 adv.在后地 

结构分析：behind=be（在）+hind（后面）=在后面 

291. below：[bɪ'lo]prep.在下面，在较低处 

结构分析：below=be（在）+low（低下的）→在下面 

292. beneath：[bɪˈniːθ]prep.在下面 adjv.在下方 

结构分析：beneath=be（在）+neath（下方）→在下方 

293. beyond：[bɪ'jɑnd]prep.超过 

结构分析：beyond=be（在）+yond（那边，远处）→在远处，在彼处 

助记窍门：上世纪著名香港乐队 Beyond。 

294. become：[bɪ'kʌm] v.变成；变得 

结构分析：become=be（加强语气）+come（到来）→到来→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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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behalf：[bɪ'hæf] n.代表；利益 

结构分析：behalf=be（在）+half（边）→站在（某人）一边→代表 

词源解释：on behalf of 其实应该写成 on half of（=on side of），里面的 be-是误加上的，

是当时人们受到古英语单词 behalve（=by side of，在旁边）的影响，把短语 on half of 中的

half 误写为 behalf，从而创造了 behalf 这个单词。 

296. behave：[bɪ'hev] vi.表现；运转；举止端正；起某种作用 vt.使守规矩；使表现得… 

结构分析：behave=be（加强语气）+have（持有，在此取其本意“保持”，引申为“自我

控制”、“举止表现”）→举止表现 

297. belong：[bɪ'lɔŋ] vi.属于，应归入 

结构分析：belong=be（加强语气）+long（一起走）→一起走→属于 

298. beloved：[bɪ'lʌvd] adj. 心爱的；挚爱的 n.心爱的人 

结构分析：beloved=be（加强语气）+lov(e)（爱）+ed（过去分词形式）→心爱的 

常见前缀5. dis-（不，相反，去掉） 

299. dislike：[dɪs'laɪk] vt. 不喜欢，厌恶 

结构分析：dislike=dis（不）+like（喜欢）→不喜欢 

300. disguise：[dɪs'ɡaɪz] vt. 掩饰；假装；隐瞒 n. 伪装；假装；用作伪装的东西 

结构分析：disguise=dis（去掉）+guise（装束，外观）→改变装束和外观→伪装，掩饰 

301. dishonour：[dɪs'ɑnɚ] n.不名誉；羞耻 vt.使丢脸；拒绝承兑，不履行 

结构分析：dishonour=dis（不）+honour（荣誉，尊敬）→不名誉，使丢脸 

常见前缀6. en-（使具有，使变得） 

302. enlarge：[ɪn'lɑrdʒ] v.扩大，放大 

结构分析：enlarge=en+large（大的）→扩大，放大 

303. entitle：[ɪn'taɪtl] vt. 称做…；定名为…；给…称号；使…有权利 

结构分析：entitle=en+title（头衔）→使具有某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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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后缀1. -age（名词后缀） 

304. baggage：['bæɡɪdʒ] n.行李；辎重 

结构分析：baggage=bagg（=bag，袋子）+age→用袋子装的东西→行李 

305. garbage：['ɡɑrbɪdʒ] n.垃圾 

结构分析：garbage=garb（废弃的）+age→垃圾 

306. package：['pækɪdʒ] n.包裹 

结构分析：package=pack（包装）+age→包裹 

307. postage：['postɪdʒ] n. 邮资，邮费 

结构分析：postage=post（邮递）+age（名词后缀）→邮资 

308. shortage：['ʃɔrtɪdʒ] n. 缺乏，缺少；不足 

结构分析：shortage=short（不足的）+age→缺乏 

309. village：['vɪlɪdʒ] n.村庄 

结构分析：village=vill（乡村房屋）+age→村庄 

常见后缀2. -al（名词后缀） 

310. burial：['bɛrɪəl] n.葬礼；埋葬 

结构分析：burial=buri（=bury，埋葬）+al→葬礼 

311. trial：['traɪəl] n. 试验；审讯 

结构分析：trial=tri（=try，尝试）+al→试验；审讯 

常见后缀3. -dom（名词后缀） 

312. freedom：['fridəm] n. 自由 

结构分析：freedom=free（自由的）+dom→自由 

313. kingdom：['kɪŋdəm] n. 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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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kingdom=king（国王）+dom→国王的领地→王国 

314. random：['rændəm] n.随意 adj.随机的 

结构分析：random=ran（=run，奔跑）+dom→四处奔跑→随意 

常见后缀4. -et/-ette/-ling/-ie（名词后缀，指小形式） 

315. blanket：['blæŋkɪt] n.毛毯 

结构分析：blanket=blank（白色的）+et→白色的小东西→带细毛的白色呢绒→毛毯 

词源解释：blanket 原本指一种带有细毛的白色呢绒。据传，1320 年，在英国最早的纺

织工业中心布里斯托尔市，一位毛纺品制造商在寒冷的冬夜里用这种白色呢绒铺床取暖，意

外发现这种呢绒的保暖效果特别好，于是开始使用这种白色呢绒制作御寒用的毛毯，并在市

场上取得了很好的销量。这种用白色呢绒做成的毛毯就被称为 blanket，后来该词演变成对

所有毛毯的总称。 

316. budget：['bʌdʒɪt] n.预算 v.编预算 

结构分析：budget=budg（皮包）+et→小皮包 

词源解释：过去，英国财政大臣到议会提请审批财政预算时，通常将预算材料装在一个

小皮包中，在会场上再从皮包中掏出来。所以当时的人们就用“openthebudget”（打开皮包

拿出预算材料）来表示“提出预算”。时间长了，budget 一词的意思就逐渐从“装预算材料

的小皮包”转变为“预算”本身了。 

317. bullet：['bʊlɪt] n. 子弹 

结构分析：bullet=bull（=ball，球）+et→小球→子弹 

318. cabinet：[ˈkæbənət] n. 内阁；橱柜；小陈列室 

结构分析：cabinet=cabin（小屋）+et→极小的房间→小陈列室，橱柜 

词源解释：cabinet（内阁）是由中世纪英国国王的顾问机构枢密院（the Privy Council）

中的外交委员会演变而来的。1066 年的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以后，实行中央集权

统治，设立了中央管理机关“御前会议”，御前会议是国王的咨询机构和办事机构。到了 15

世纪，国王的御前会议更加固定和完善，发展成为枢密院，以后枢密院中又分设若干个委员

会，分管各项事务，其中外交委员会地位最显要，也最得英王的信任。从查理二世、威廉三

世到安娜女王，在庞大的枢密院会议上讨论政务之前，英王总要与外交委员会的少数亲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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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聚集于一个小房间，秘密开会讨论。因此人们便该委员会称为 cabinet council，后来简化

为 cabinet，用于表示政府中的核心成员组成的群体。 

319. carpet：['kɑrpɪt] n.地毯；地毯状覆盖物 

结构分析：carpet=carp（撕扯）+et→拆散的碎布料 

词源解释：原本指一种用拆散的碎布料制成的粗布，常用作桌布或床罩。15 世纪时，有

位贵妇人发现，把这种粗布铺在冰冷的地板上有御寒效果，并且既可以坐也可以跪。从此以

后，将 carpet 铺在地板上成为了一种时尚潮流。carpet 因而就产生了“地毯”的含义。 

320. jacket：['dʒækɪt] n.夹克，短上衣 

结构分析：jacket=jack（古代一种束腰外衣）+et→较短的外衣→夹克，短上衣 

321. packet：['pækɪt] n. 小包；数据包 

结构分析：packet=pack（包）+et→小包 

322. tablet：[ˈtæblɪt] n. 碑；药片；写字板；小块；平板电脑 

结构分析：tablet=tabl（桌子，平板）+et→小平板 

323. ticket：['tɪkɪt] n. 票；入场券 

结构分析：ticket=tick（=stick，贴纸，便签条）+ et→小纸条 

词源解释：源自古法语，最早表示粘贴在法庭、兵营等场所墙壁上的关于礼仪和行为举

止要求的小告示。在中世纪，法国宫廷礼节繁琐，每次盛宴之前宾客都会收到一张小纸条，

上面列出了入宫后应该遵守的礼节以及着装方面的要求。这种小纸条也被称为 ticket。这种

小纸条还可以用来作为收到邀请的凭证，等同于门票，因此 ticket 一词衍生出“门票”之意。 

324. trumpet：['trʌmpɪt] n. 喇叭；小号；喇叭声 

结构分析：trumpet=trump（喇叭）+et→喇叭 

325. cigarette：[ˌsɪɡəˈrɛt] n.香烟；纸烟 

结构分析：cigarette=cigar（雪茄）+ette→小雪茄→香烟 

326. darling：['dɑrlɪŋ] n. 心爱的人；亲爱的 

结构分析：darling=dar（=dear，亲爱的）+ling→亲爱的 

助记窍门：常音译为“达令” 

327. cookie：['kʊki] n.小饼干；曲奇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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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cookie=cook（=cake，饼干）+ie→小饼干 

常见后缀5. -hood（名词后缀） 

328. childhood：['tʃaɪldhʊd] n.童年时期；幼年时代 

结构分析：childhood=child（孩子）+hood→孩提时代→童年 

329. neighbourhood：[nebɚˌhʊd] n. 邻近；周围；邻居关系；附近一带 

结构分析：neighbourhood=neighbour（邻居）+hood→邻居关系 

常见后缀6. -ion/-ation（名词和动名词后缀） 

330. pollution：[pə'luʃən] n.污染 

结构分析：pollution=pollut(e)（污染）+ion→污染 

331. invitation：[,ɪnvɪ'teʃən]  n. 邀请 

结构分析：invitation=invit(e)（邀请）+ation→邀请 

332. dramatization：[,dræmətɪ'zeʃən] n. 编剧；改编成戏剧 

结构分析：dramatization=dramat（=drama，戏剧）+iz（动词后缀）+ation→改编成戏剧 

常见后缀7. -ity（名词后缀） 

333. reality：[rɪ'æləti] n. 现实；实际；真实 

结构分析：reality=real（真实的）+ity→真实，现实 

常见后缀8. -ty（名词后缀） 

334. loyalty：['lɔɪəlti] n. 忠诚；忠心；忠实 

结构分析：loyalty=loyal（忠诚的）+ty→忠诚 

常见后缀9. -ment（名词后缀） 

335. argument：['ɑrɡjumənt] n.争论，争吵；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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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argument=argu(e)（争论）+ment→争论 

336. equipment：[ɪ'kwɪpmənt] n. 设备，装备 

结构分析：equipment=equip（配备）+ment→设备，装备 

337. government：['ɡʌvɚnmənt] n. 政府；政体；管辖 

结构分析：government=govern（统治）→ment→管辖；政府 

338. pavement：['pevmənt] n. 人行道；路面 

结构分析：pavement=pave（铺设）+ment→铺设好的东西→人行道 

339. refreshment：[ri'frɛʃmənt] n. 点心；起提神作用的东西；精力恢复 

结构分析：refreshment=refresh（恢复精力）+ment→起提神作用的东西→茶点 

常见后缀10. -ness（名词后缀） 

340. business：[ˈbɪznɪs] n.商业；生意；公务；交易；事情 

结构分析：business=busi（=busy，忙碌的）+ness（名词后缀）→忙碌之事→生意 

341. darkness：['dɑrknəs] n. 黑暗 

结构分析：darkness=dark（黑暗的）+ness→黑暗 

342. goodness：[ˈgʊdnɪs] n.善良；优秀 

结构分析：goodness=good（好的）+ness→善良，优秀 

343. happiness：['hæpɪnəs] n. 幸福 

结构分析：happiness=happi（=happy，幸福的）+ness→幸福 

344. illness：['ɪlnəs] n.疾病 

结构分析：illness=ill（生病的）+ness→疾病 

345. kindness：['kaɪndnəs] n. 仁慈；好意；友好的行为 

结构分析：kindness=kind（仁慈的）+ness→仁慈 

346. sadness：['sædnəs] n. 悲哀 

结构分析：sadness=sad（悲哀的）+ness→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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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sickness：['sɪknəs] n. 疾病 

结构分析：sickness=sick（生病的）+ness→疾病 

348. thickness：[ˈθɪknɪs] n. 厚度；层；浓度 

结构分析：thickness=thick（厚的，浓的）+ness→厚度，浓度 

349. weakness：['wiknəs] n. 弱点；软弱 

结构分析：weakness=weak（软弱的）+ness→软弱，弱点 

常见后缀11. -ery（名词后缀） 

350. brewery：['bruəri] n.啤酒厂 

结构分析：brewery=brew（酿造）+ery→酿酒场所→啤酒厂 

351. bakery：['bekəri] n.面包店；面包房 

结构分析：bakery=bak（=bake，烘烤）+ery→烘烤（面包）的场所→面包房→面包店 

352. bravery：['brevəri] n. 勇敢；勇气 

结构分析：bravery=brav(e)（勇敢的）+ery→勇敢，勇气 

常见后缀12. -ure（名词后缀） 

353. mixture：['mɪkstʃɚ] n. 混合；混合物 

结构分析：mixture=mix（混合）+t+ure（名词后缀）→混合，混合物 

354. moisture：['mɔɪstʃɚ] n.湿度；潮湿；降雨量 

结构分析：moisture=moist（潮湿的）+ure→湿度 

常见后缀13. -ship（名词后缀） 

355. friendship：['frɛndʃɪp] n. 友谊 

结构分析：friendship=friend（朋友）+ship→友谊 

356. hardship：['hɑrdʃɪp] n. 困苦；苦难；艰难险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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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hardship=hard（困难的）+ship→困苦 

357. leadership：['lidɚʃɪp] n. 领导能力；领导阶层 

结构分析：leadership=leader（领导者）+ship→领导能力 

358. ownership：['onɚʃɪp] n. 所有权；物主身份 

结构分析：ownership=owner（所有者，物主）+ship→所有权 

359. scholarship：['skɑlɚʃɪp] n. 奖学金；学识，学问 

结构分析：scholarship=scholar（学者）+ship→奖学金 

常见后缀14. -th/-t（名词后缀） 

360. breadth：[brɛdθ] n. 宽度 

结构分析：breadth=bread（=broad，宽的）+th→宽度 

361. death：[dɛθ] n. 死；死亡；死神 

结构分析：death=dea（die，死亡）+th→死亡 

362. depth：[dɛpθ] n.深度 

结构分析：depth=dep（=deep，深的）+th→深度 

363. length：[lɛŋθ] n. 长度 

结构分析：length=leng（=long，长的）+th→长度 

364. growth：[ɡroθ] n. 增长；发展；生长 

结构分析：growth=grow（生长）+th→生长 

365. youth：[jʊθ] n.青春；年轻；青少年时期 

结构分析：youth=you（=young，年轻的）+th→青春 

366. birth：[bɝθ] n. 出生 

结构分析：birth=bir（=born，出生）+th→出生 

367. death：[dɛθ] n. 死亡 

结构分析：death=dea（=die，死亡）+ th→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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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 health：[hɛlθ] n. 健康；卫生；保健 

结构分析：health=heal（痊愈，健康的）+th→健康 

369. strength：[strɛŋθ] n. 力量；力气；兵力；长处 

结构分析：strength=strong（强壮的）+th→力量 

370. truth：[trʊθ] n. 真理；事实 

结构分析：truth= tru(e)（真实的）+th→真理，事实 

371. warmth：[wɔrmθ] n. 温暖；热情 

结构分析：warmth=warm（温暖的）+th→温暖；热情 

372. wealth：[wɛlθ] n. 财富；大量；富有 

结构分析：wealth=weal（=well，良好的，幸福的）+th→福利→财富 

373. width：[wɪdθ] n. 宽度；广度 

结构分析：width=wid(e)（宽广的）+th→宽度，广度 

374. theft：[θɛft] n. 盗窃 

结构分析：theft=thef（=thief，盗窃）+t→盗窃 

375. weight：[wet] n. 重量 

结构分析：weight=weigh（称重，权衡）+ t→重量 

376. height：[haɪt] n. 高地；高度 

结构分析：height=heigh（=high，高的）+ t→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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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词根法 

使用范围：由词根加词缀组成的单词 

常见词根1. abil-（能够） 

来源：拉丁语形容词 habilis（能够），不发音的字母 h 后来脱落 

377. able：['ebl] adj.能够 

结构分析：able=ab(i)l（能够）+e→能够 

378. ability：[ə'bɪləti] n.能力 

结构分析：ability=abil（能够）+ity（名词后缀）→能力 

379. disability：[,dɪsə'bɪləti] n. 残疾；无能；无资格 

结构分析：disability=dis（反义）+abil（能够）+ity（名词后缀）→残疾；无能 

380. disable：[dɪs'ebl] vt. 使失去能力；使残废 

结构分析：disable= dis（反义）+able（能够）→使失去能力 

381. disabled：[dɪs'ebld] adj. 残废的 

结构分析：disabled=disabl(e)（使残废）+ed（过去分词）→残废的 

382. enable：[ɪ'nebl] vt. 使能够，使成为可能 

结构分析：enable=en（使）+able（能够）→使能够 

383. unable：[ʌn'ebl] adj. 不会的，不能的；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结构分析：unable=un（反义）+able（能够）→不能的 

常见词根2. ac-（尖锐的） 

来源：原始印欧语词根 ak-（尖的） 

384. acid：['æsɪd] adj.酸的；讽刺的；刻薄的 n.酸 

结构分析：acid=ac（尖锐的）+id（形容词后缀）→尖锐的→酸的，刻薄的，讽刺的 

385. acute：[ə'kjut] adj.急性的；严重的；敏锐的 



巧记英语四级词汇——钱磊博士著 

微信公众号：钱博士英语     33 

结构分析：acute=ac（尖锐的）+ute（=ate，动词和形容词后缀）→急性的 

常见词根3. aer-（空气） 

来源：希腊语名词 aer（空气）及其属格形式 aeros 

在辅音字母前常加 o 变为 aero- 

386. air：[ɛr] n.空气 

词源解释：由 aer 演变而成，其中的元音字母 e 音变为 i 

387. aero：['ɛro] adj. 航空的；飞机的；飞行的 

388. aeroplane：[ˈɛrəˌplen] n. 飞机（等于 airplane） 

结构分析：aeroplane=aero（空气）+plan（平面，滑翔）+e→在空中滑翔之物→飞机 

词源解释：原本是个生物学术语，指甲虫翅膀的平整表面。当人类开始研制飞行器时，

该词被用来表示飞行器的翼。直到 1873 年，该词首次被用来表示人类研发的飞行器。20 世

纪初，该词被 airplane 一词替代，后者后来进一步简化为 plane（飞机）。 

常见词根4. ag-/act-（动作，行动，活动，驱动） 

来源：拉丁语动词 agere（驱动，行动）及其完成分词 actus 

389. act：[ækt] v.行动；扮演；起作用 

390. action：['ækʃən] n.行动；活动 

结构分析：action=act（行动）+ion（名词后缀）→行动 

391. active：['æktɪ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 

结构分析：active=act（行动）+ive（形容词后缀）→活跃的 

392. activity：[æk'tɪvəti] n.活跃度 

结构分析：activity=activ(e)（活跃的）+ity（名词后缀）→活跃度 

393. actor：['æktɚ] n.男演员 

结构分析：actor=act（扮演）+or（者）→男演员 

394. actress：['æktrɪs] n.女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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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actress=act(o)r（男演员）+ess（阴性名词后缀）→女演员 

395. actual：['æktʃuəl] adj.真实的，实际的 

结构分析：actual=act（行动）+ual（形容词后缀）→与行动有关的→实际的 

396. actually：['æktʃuəli] adv. 实际上；事实上 

结构分析：actually=actual（实际的）+ly（副词后缀）→实际上 

397. exact：[ɪɡ'zækt] adj.精确的 

结构分析：exact=ex（出来）+act（做，驱使）→驱使出来，使彻底完成→精确地满足要

求→精确的 

398. exactly：[ɪɡ'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 

结构分析：exactly=exact（精确的）+ly（副词后缀）→正是 

399. examine：[ɪg'zæmɪn] v. 检查；检测；考试 

结构分析：examine=ex（出来）+amin（=act，驱使）+e→驱使（隐患）出来→检测 

400. examination：[ɪg'zæmə'neʃən] n. 考试；检查，缩写为 exam 

结构分析：examination=examin(e)（考试）+ation（动名词后缀）→考试 

401. interaction：[,ɪntə'rækʃən] n. 相互作用 

结构分析：interaction=inter（相互）+act（作用）+ion（名词后缀）→相互作用 

402. react：[ri'ækt] v.反应；反抗；起反作用 

结构分析：react=re（反）+act（行动）→反应 

403. reaction：[rɪ'ækʃən] n. 反应，反作用 

结构分析：reaction=react（反应）+ion（名词后缀）→反应 

404. agency：['edʒənsi] n.代理处；经销处；中介 

结构分析：agency=ag（做事）+ency（名词后缀）→（替人）做事的机构→代理 

405. agent：['edʒənt] n.代理人；代理商；特工 

结构分析：agent=ag（做事）+ent（形容词后缀）→（替人）做事的（人）→代理人 

406. agenda：[ə'dʒɛndə] n.议程；日常工作事项；日程表 

结构分析：agenda=ag（做事）+enda（应……的事物）→应去做的事→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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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词根5. al-/ult-（滋养，使生长，使长高） 

来源：拉丁语动词 alere（滋养，使生长，使长高）及其完成分词 ultus，最终源自原始

印欧语词根 al-。 

常见变体形式：ol-/alt- 

407. abolish：[ə'bɑlɪʃ] vt.废除 

结构分析：abolish=ab（偏离，不）+ol（使生长）+ish（动词后缀）→使不再生长→废

除 

近义辨析：abolish 和 cancel 都可以表示“取消”，区别在于，abolish 是正式用词，指彻

底废除某种制度、规章或习俗。cancel 比较通俗，多指取消债务、合同、证书、比赛、旅行、

计划或约会等。 

408. adolescence：[,ædə'lɛsns] n.青春期 

结构分析：adolescence=ad（去）+ol（滋养，使生长）+esc（表始形式）+ence（名词后

缀）→开始生长发育的时期→青春期 

409. adolescent：[,ædə'lɛsnt] adj.青春期的 n.青少年 

结构分析：adolescent=ad（去）+ol（滋养，使生长）+esc（表始形式）+ent（形容词后

缀）→开始生长发育的→青春期的 

410. adult：['ædʌlt] adj.成年的 n.成年人 

结构分析：adult=ad（去）+ult（滋养，使生长）→已经长大的（人）→成年的，成年人 

411. altitude：['æltɪtud] n.高度；海拔；高地 

结构分析：altitude=alt（长高，变高）+itude（名词后缀）→高度 

常见词根6. al-/alter-（另一个，其他的，彼处；变化） 

来源：原始印欧语词根 al-（彼处，那边，另外的）及其比较级形式 alter 

常见变体形式：el-/all- 

412. else：[ɛ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结构分析：else=el（=al，其他的）+se→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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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alter：['ɔltɚ] v.改变；更改，修改 

414. alternative：[ɔl'tɝnətɪv] adj.可选择的；可替换的；另外的；替代的；二选一的 

结构分析：alternative=alter（另一个）+n+ative（形容词后缀）→另一个的→二选一的 

415. other：['ʌðɚ]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结构分析：other=alter（另一个），其中 o 对应 al，ther 对应 ter 

416. another：[ə'nʌðɚ] adj.另一；另外的 pron.另一个 

结构分析：another=an（一个）+other（其他的）→另一个 

常见词根7. am-（爱，恋爱，喜爱，友爱） 

来源：拉丁语动词 amare（爱）及其完成分词 amatus 

常见变体形式：em- 

417. amateur：[ˈæmətər] n.业余爱好者；外行 

结构分析：amateur=am（爱）+at（动词后缀）+eur（=er，者）→爱好者 

418. enemy：['ɛnəmi] n.敌人 

结构分析：enemy=en（=in，不）+em（友爱）+y（名词后缀）→不友爱之人→敌人 

常见词根8. amb-（四处，围绕） 

来源：原始印欧语词根 ambhi-（四处，围绕） 

常见变体形式：emb- 

419. ambassador：[æm'bæsədɚ] n.大使；使节 

结构分析：ambassador=amb（四处）+ass（奔波）+ador（=ator，者）→四处奔波者→信

使→大使，使节 

420. ambassadress：[æm'bæsədrɛs] n.大使夫人；女大使 

结构分析：ambassadress=ambassad(o)r（大使）+ess（阴性名词后缀）→大使夫人 

421. embassy：['ɛmbəsi] n.大使馆；大使馆全体人员 

结构分析：embassy=emb（四处）+ass（奔波）+y（名词后缀）→大使职务→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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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ambiguous：[æm'bɪɡjuəs] adj.模棱两可的；引起歧义的 

结构分析：ambiguous=amb（四处）+ig（移动）+uous（形容词后缀）→四处动的→向

多个方向引申的→模棱两可的 

423. ambition：[æm'bɪʃən] n.野心，雄心；抱负 

结构分析：ambition=amb（四处）+it（走）+ion（名词后缀）→四处奔走（拉选票）→

为竞选公职四处活动→野心，雄心 

词源解释：源自拉丁语，原本指古罗马人为了竞选公职而四处奔走拉选票的行为，引申

为人的政治野心，现可表示一般的抱负、志向。 

助记窍门：ambition 谐音“俺必胜” 

424. ambulance：['æmbjələns] n.救护车 

结构分析：ambulance=amb（四处）+ul（走，去）+ance（名词后缀）→四处走的东西→

救护车 

词源解释：在 18 世纪之前，ambulance 指的是战场上的流动医院。后来，在拿破仑发动

的对欧战争中，他手下有位随军外科大夫 Dominique Jean Larry 设计了一种用于急救的快速

运载工具。随后，英国军队也采用了类似的伤员救护及运载工具，人们用英语 ambulance cart

或 ambulance cargo 来表示这种伤员救护及运载工具，进而将它们简称为 ambulance。从此以

后，ambulance 可以用来表示各种用于急救的交通工具，如救护车、急救船或急救飞机。当

然，用的最多还是“救护车”之意。 

助记窍门：ambulance 谐音“俺不能死” 

常见词根9. ampl-（大的，广阔的） 

来源：拉丁语形容词 amplus（大的，广阔的） 

425. ample：['æmpl] adj.丰富的；宽敞的 

结构分析：ample=ampl（大的，广阔的）+e→丰富的，宽敞的 

426. amplify：['æmplɪfaɪ] v.放大，扩大；增强 

结构分析：amplify=ampl（大的）+i+fy（使，变得）→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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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词根10. ang-/ank-（弯折，弯钩） 

来源：原始印欧语词根 ang-/ank-（弯折，弯钩） 

427. angle：['æŋɡl] n.角；角度 

结构分析：angle=ang（弯折，弯钩）+le（名词后缀）→弯折→角度 

428. triangle：['traɪæŋɡl] n.三角；三角形 

结构分析：triangle=tri（三）+angle（角）→三角 

429. ankle：['æŋkl] n.踝关节 

结构分析：ankle=ank（弯折，弯钩）+le（名词后缀）→（人体的）弯折部位→踝关节 

430. anchor：['æŋkɚ] n.锚 v.抛锚，固定 

结构分析：anchor=anch（弯折，弯钩）+or（者）→有弯钩之物→锚 

常见词根11. ang-/anxi-（勒紧，使变窄，使憋屈） 

来源：原始印欧语词根 angh-（勒紧，使变窄，使憋屈） 

431. anger：['æŋɡɚ] n.愤怒 v.激怒，发怒 

结构分析：anger=ang（勒紧，使变窄）+er→勒人脖子，使人难受→使人恼怒，激怒 

432. angry：[ˈæŋgrɪ] adj.愤怒的 

结构分析：angry=ang(e)r（愤怒）+y（形容词后缀）→愤怒的 

433. anxiety：[æŋ'zaɪəti] n.焦虑；渴望；挂念；令人焦虑的事 

结构分析：anxiety=anxi（勒紧，使变窄）+ety（=ity，名词后缀）→被人勒住脖子透不

过气来→焦虑 

434. anxious：['æŋkʃəs] adj.焦虑的；担忧的；渴望的；急切的 

结构分析：anxious=anxi（勒紧，使变窄）+ous（形容词后缀）→被人勒住脖子的→焦虑

的；急切的 

常见词根12. ann-（年） 

来源：拉丁语名词 annus（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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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常加元音字母 u 或 i 

435. annual：['ænjuəl] adj.年度的；每年的 

结构分析：annual=annu（年）+al（形容词后缀）→年度的 

436. anniversary：[,ænɪ'vɝsəri] n.周年纪念日 

结构分析：anniversary=anni（年）+vers（转）+ary（形容词后缀）→每年都会转到的（日

子）→周年纪念日 

常见词根13. ant-/anti-（在前面，正对着，对抗） 

来源：原始印欧语词根 anti-（在前面，正对着） 

常见变体形式：anc-/anci- 

437. ancient：[ˈe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 

结构分析：ancient=anci（在前面）+ent（形容词后缀）→（很久）以前的→古代的 

438. antique：[æn'tik] adj.古老的 n.古董，古玩；古风 

结构分析：antique=ant（在前面）+ique（=ic，形容词后缀）→（很久）以前的→古老的

（东西）→古董 

439. advance：[əd'væns] n.发展；前进；预先 v.（使）前进；领先 

结构分析：advance=adv（=ad，趋近）+anc（向前，在前）+e→前进；领先 

440. advanced：[əd'vænst] adj. 先进的；高级的 

结构分析：advanced=advan(e)（前进，领先）+ed（过去分词形式）→先进的 

441. advantage：[əd'væntɪdʒ] n.优势；有利条件 

结构分析：advantage=advant（=advance，领先）+age（名词后缀）→优势 

442. disadvantage：[,dɪsəd'væntɪdʒ]  n. 缺点；不利条件 

结构分析：disadvantage=dis（反义）+advantage（优势，有利条件）→缺点，不利条件 

常见词根14. ap-/apt-（贴近，结合） 

来源：拉丁语动词 apere（贴近，结合）及其完成分词 ap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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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adapt：[ə'dæpt] vt.使适应；改编 vi.适应 

结构分析：adapt=ad（去，趋近）+apt（贴近，结合）→贴到一起→（使）适应 

444. adaptation：[,ædæp'teʃən] n.适应；改编；改编本 

结构分析：adaptation=adapt（适应）+ation（动名词后缀）→适应；改编 

445. attitude：['ætɪtʊd] n.态度；看法；意见；姿势 

结构分析：attitude=att（=apt，贴近）+itude（名词后缀）→倾向，靠近→态度 

常见词根15. arm-（武器，武装） 

来源：拉丁语名词 arma（武器，武装） 

446. arm：[ɑrm] n.武器，装备 v.武装起来 

447. army：['ɑrmi] n.陆军，军队 

结构分析：army=arm（武装）+y（形容词后缀）→武装的（力量）→武装力量→军队 

448. alarm：[ə'lɑrm] n.警报，警告器；闹钟 

结构分析：alarm=al（=ad，去，趋向）+arm（武器）→快去拿武器！→警报 

词源解释：来自意大利语，原本是哨兵发现敌军来袭时发出的叫喊声，引申为“警报” 

常见词根16. aster-/astr-（星星） 

来源：希腊语名词 aster/astron（星星），最终源自原始印欧语词根 ster-（星星），和 star

（星星）同源。 

后面接辅音字母时，常加上字母 o，变为 astero-或 astro-。 

449. astronomy：[ə'strɑnəmi] n.天文学 

结构分析：astronomy=astro（星星）+nomy（规则）→星星运行的规则→天文学 

450. astronomer：[ə'strɑnəmɚ] n.天文学家 

结构分析：astronomer=astronom(y)（天文学）+er（者）→天文学家 

451. disaster：[dɪ'zæstɚ] n.灾难，灾祸；不幸 

结构分析：disaster=dis（偏离）+aster（星星）→星星偏离正常位置→凶兆→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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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源解释：古人相信星相学，认为星星能主宰人的命运。当星星偏离正常位置时，视为

凶兆，认为将有大祸降临。 

常见词根17. audi-（听） 

来源：拉丁语动词 audire（听）及其完成分词 auditus。 

著名德国汽车品牌奥迪（Audi）的含义就是“听”。它的创始人是德国人奥古斯特·霍希

（August Horch）。霍希这个姓氏在德语中就是“听”的意思，被他所创办的第一家汽车公司用

作了品牌，所以他创办第二家汽车公司时，不能再使用自己的姓氏，就改用拉丁语中表示“听”

的单词 audi 来作为品牌。 

常见变体形式：ey-/edi- 

452. audience：['ɔdɪəns] n.观众；听众；读者 

结构分析：audience=audi（听）+ence（名词后缀）→听的人→听众，观众 

453. obey：[ə'be] v.听从，服从 

结构分析：obey=ob（去）+ey（听）→听从 

454. obedient：[oˈbidiənt] adj. 听从的；服从的；顺从的 

结构分析：obedient=ob（去）+edi（听）+ent（形容词后缀）→听从的，服从的 

常见词根18. aut-（自己） 

来源：希腊语 autos（自己）。 

后面常加上字母 o 变为 auto-。 

455. authentic：[ɔ'θɛntɪk] adj.真正的，真实的；地道的，正宗的；可信的，可靠的 

结构分析：authentic=aut（自己）+hent（做）+ic（形容词后缀）→自主行事，自主表达

的→表达真实意愿的→真实的 

助记窍门：authentic→authent（看作 author，作者）+ic（形容词后缀）→原作者自己说

的→真正的 

456. auto：['ɔto] n. 汽车（等于 automobile） 

457. automatic：['ɔtə'mætɪk] adj.自动的；无意识的 



巧记英语四级词汇——钱磊博士著 

微信公众号：钱博士英语     42 

结构分析：automatic=auto（自己）+mat（思考、活动）+ic（形容词后缀）→自己会思

考并采取行动的→自动的 

458. automobile：[,ɔtəmə'bil] n. 汽车 

结构分析：automobile=auto（自己）+mobile（移动）→自己移动之物→汽车 

459. autonomous：[ɔ'tɑnəməs] adj.自治的；自主的；自发的 

结构分析：autonomous=auto（自己）+nom（治理）+ous（形容词后缀）→自治的 

常见词根19. aug-/auct-（创造，使生长） 

来源：拉丁语动词 augere（创造，使生长）及其完成分词 auctus 

常见变体：auth-/aux- 

460. augment：[ɔɡ'mɛnt] n.增加；增大 

结构分析：augment=aug（使生长）+ment（名词后缀）→增加；增大 

461. August：[ɔˈɡʌ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 

结构分析：August=aug（增加）+ust（最高级形式）→至高无上的→威严的 

词源解释：源自古罗马帝国的创始人屋大维（Octavian）的尊号 Augustus（奥古斯都）。

屋大维本是恺撒大帝的甥孙，后来被凯撒收为养子并指定为继承人。凯撒遇刺身亡后他开始

走上政治舞台。他结束了罗马国内的多年内战，统治罗马 40 多年，使罗马帝国进入了繁荣

发展时期。公元前 27 年 8 月罗马元老院授予他 Augustus（奥古斯都）的称号，意为“至尊

者”。公元 14 年，屋大维去世。罗马元老院决定将他列入神的行列。因为他是在 8 月被授

予 Augustus 尊号的，所以元老院决定用 Augustus 来命名八月，并将八月的天数增加 1 天，

使他与凯撒大帝平起平坐。所以现在的八月和七月都是 31 天。英语中的“August”（八月）

便来源于此。 

462. author：['ɔθɚ] n.作者；作家；创始人 

结构分析：author=auth（创造，使生长）+or（者）→作者，创始人 

463. authority：[ə'θɔrəti] n.权威；权力；当局 

结构分析：authority=author（作者，创始人）+ity（名词后缀）→作者和创始人的地位→

权威→权力，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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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auxiliary：[ɔːɡ'zɪlɪəri] n.辅助者，辅助物；附属机构 adj. 辅助的；副的；附加的 

结构分析：auxiliary=aux（增大）+ili（形容词后缀）+ary（名词后缀）→用来补充增大

之物→辅助物，辅助者 

常见词根20. b*nd（捆绑） 

来源：原始日耳曼语 bindan，最终源自原始印欧语词根 bhendh- 

465. band：[bænd] n.带，环；波段；乐队；一群 vi.用带绑扎；给...镶边 

词源解释：本意是“捆绑之物，布条”。古日耳曼人作战时常会在胳臂上绑上一块布条，

通过布条来区分敌我。因此 band 也就可以用来表示绑有相同布条的一群人，即同属于一个

集体的人，如一个乐队的所有成员。 

466. bandage：['bændɪdʒ] n.绷带 

结构分析：bandage=band（捆绑、包扎）+age（名词后缀）→用来包扎之物→绷带 

467. banner：['bænɚ] n. 旗帜，横幅 

词源解释：与 band（布条）同源，本意就是“用布做成的标识”，只是尺寸比 band 大一

些而已。 

468. bend：[bɛnd] v.（使）弯曲，（使）屈服，倾向 

词源解释：本意是“给弓绑上弓弦”。给弓绑弓弦的时候，弓会被压弯。所以 bend 的意

义后来逐渐演变为“使弯曲，使屈服”。 

469. bent：[bɛnt] adj.弯曲的；决心的 

词源解释：来自单词 bend（弯曲）的过去分词形式。 

470. bind：[baɪnd] vt.捆绑；约束；装订；包扎 

471. bond：[bɑnd] n. （情感）连接纽带；结合；债券；约定 v.（使）结合，团结 

472. bound：[baʊnd] adj.被绑的；有义务的；必定的；受约束的 

词源解释：源自单词 bind（捆绑、结合）的过去分词形式。 

473. bundle：['bʌndl] n. 束；捆 

结构分析：bundle=bund（=bind，捆）+le（名词后缀）→捆在一起的东西→束，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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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词根21. ball-（投掷，抛扔，舞蹈） 

来源：希腊语动词 ballein（投掷，抛扔） 

常见变体形式：bol-/ble- 

474. ball：[bɔl] n.舞会 

475. ballet：[bæ'le] n.芭蕾 

结构分析：ballet=ball（舞蹈）+et（指小名词形式）→小段舞蹈表演→芭蕾 

词源解释：原本指的是 15 世纪时流行于意大利宫廷中的一种舞蹈表演，在宫廷宴会中，

经常会有这种舞蹈表演来娱乐宾客。17 世纪时，芭蕾舞的狂热粉丝，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将

芭蕾舞发扬光大。 

476. symbol：['sɪmbl] n.象征；符号；标志 

结构分析：symbol=sym（一起）+bol（扔）→扔到一起的东西→象征 

477. problem：['prɑbləm] n.难题；问题 

结构分析：problem=pro（向前）+ble（扔）+m（名词后缀）→向前扔出来的东西→难

题，问题 

常见词根22. ban-（公告） 

来源：原始日耳曼语 bannan（公告） 

478. ban：[bæn] n.禁令 

词源解释：本意是“公告”。在欧洲封建社会，封建领主有权在自己领地发布公告，其

中很多是禁止平民从事某种业务，只能由领主特许经营。所以 ban 一词常用来表示“禁令”。 

助记窍门：ban 谐音“榜”，发榜就是发公告。 

479. abandon：[ə'bænd(ə)n] vt.抛弃，放弃，放纵 

结构分析：abandon=a（=at，处于）+ban（发公告，在这里引申为管辖）+don（=dom，

名词后缀）→处于（他人）管辖之下→放弃，不去管 

词源解释：来自法语词组 àbandon，其中的 a 等于 at，bandon 是“管辖权”的意思，字

母意思是“发布公告的权利”，源自词根 ban-（公告、禁令）。àbandon 合起来就是“在（别

人的）管辖权下”，也就是“放弃自主、任人摆布”的意思。所以 abandon 一词衍生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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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放纵、不再控制”之意。 

常见词根23. bank-（长凳，工作台） 

来源：原始日耳曼语名词 bankon（长凳，工作台） 

480. bench：[bɛntʃ] n. 长凳；工作台 

词源解释：来自古英语名词 benc，源自原始日耳曼语名词 bankon（长凳，工作台） 

481. bank：[bæŋk] n.银行 

词源解释：本意是“长凳”。古代货币兑换商将可供兑换的各种货币堆放在一条长凳上，

这就是最初的银行（bank）。 

482. bankrupt：['bæŋkrʌpt] adj.破产的 vt.使破产 

结构分析：bankrupt=bank（长凳）+rupt（断裂）→摆放货币的长凳被折断→破产的 

词源解释：古代，当货币兑换商因资金缺乏而无法继续经营时，人们就会折断他们摆放

货币的长凳，宣布他们“破产”。 

常见词根24. bar-（栏杆，条棒，障碍物；阻拦） 

来源：拉丁语名词 barra（栏杆，条棒，障碍物） 

483. bar：[bɑr] n.条，棒；酒吧；障碍；法庭 

词源解释：来自古法语，源自拉丁语，本意是“横梁”、“横木”，最早表示用来固定大

门的长木棍或铁棍，后来表示用这种条棒做成的屏障物，如酒吧中的吧台、法庭上用来分割

庭上和观众席的栅栏。因此，bar 又衍生出“酒吧”、“法庭”之意。 

484. barrel：['bærəl] n. 桶；枪管，炮管 

结构分析：barrel=barr（条棒）+el（名词后缀）→条棒做成的物品→桶→炮管→枪管 

485. barrier：['bærɪɚ] n.障碍物，屏障 

结构分析：barrier=barr（=bar，阻碍）+ier（名词后缀）→用于阻碍之物→障碍 

486. embarrass：[ɪm'bærəs] vt. 使局促不安；使困窘；阻碍 

结构分析：embarrass=em（=in，对其）+barra（阻拦）+ss→阻拦→使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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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词根25. bas-（底部，基础，基座；低的） 

来源：拉丁语名词 basis（底部，基础，基座）及形容词 bassus 

487. base：[bes] n.基础；底部；垒 

488. basement：['besmənt] n.地下室；地窖 

结构分析：basement=base（底部）+ment（名词后缀）→房屋的底部→地下室 

489. basis：['besɪs] n.基础；底部；主要成分；基本原则或原理 

结构分析：basis=bas（基础）+is（名词后缀）→基础 

近义辨析：base 和 basis 都可以表示“基础”，区别在于：base 主要表示具体事物如房屋

的基础，而 basis 常比喻抽象事物如思想、友谊的基础。 

490. basic：['besɪk] adj.基本的；基础的 

结构分析：basic=bas（基础）+ic（形容词后缀）→基础的 

491. basically：['besɪkli] adv. 主要地，基本上 

结构分析：basically=bas（基础）+ical（形容词后缀）+ly（副词后缀）→基本上 

常见词根26. bat-/batt-（击打） 

来源：拉丁语动词 battuere（击打） 

492. bat：[bæt] n.球棒 v.用球棒击球。本意为“用来击打之物” 

493. beat：[bit] v.打；打败；拍打；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拍子 

结构分析：beat=b(e)at=bat（击打）→击打 

494. battery：['bæt(ə)rɪ] n.电池，蓄电池 

结构分析：battery=batt（击打）+ery（名词后缀）→连续猛击 

词源解释：battery 最初表示“连续重击”，后来衍生出“轰炸”之意，后来又被用来表

示火炮组或炮台，因为包含多门火炮的火炮组能够不间断地发射炮弹。1749 年，美国著名

科学家富兰克林利用当时刚发明的贮电装置莱顿瓶进行了一系列电学实验，发现了正电和负

电以及电荷守恒定律。他将多个莱顿瓶串联起来，并将其称为 battery，因为它们能像火炮组

一样连续发射电荷。1799 年，意大利物理学家伏打用锌片与铜片夹以盐水浸湿的纸片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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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堆产生了电流，由于这种电堆和富兰克林在试验中使用的串联莱顿瓶一样，也能连续发射

电荷，所以也被称为 battery，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池。 

495. battle：['bætl] n.战役；斗争 

结构分析：battle=batt（击打）+le（名词后缀）→击打敌人→战役 

496. debate：[dɪ'bet] v. 辩论，争论，讨论 

结构分析：debate=de（加强语气）+bat（击打）+e→（言语）击打→辩论 

常见词根27. bell-（战争，作战） 

来源：拉丁语名词 bellum（战争） 

常见变体形式：bel- 

497. rebel：[rɪ'bɛl]  vi. 反叛；反抗；造反 n. 反叛者 adj. 反抗的；造反的 

结构分析：rebel=re（相反）+bel（作战）→反过来作战的→反叛，反抗 

498. rebellion：[rɪ'bɛljən] n. 叛乱；反抗；谋反；不服从 

结构分析：rebellion= re（相反）+bell（作战）+ion（名词后缀）→反过来作战→叛乱 

常见词根28. bene-/bon-（好的，好地） 

来源：拉丁语副词 bene（好地）和形容词 bonus（好的） 

499. beneficial：[,bɛnɪ'fɪʃl] adj.有益的，有利的 

结构分析：beneficial=bene（好）+fic（做）+ial（形容词后缀）→做好事的，产生好的

作用的→有益的 

500. benefit：['bɛnɪfɪt] vt.有益于 vi.受益，得益 n.利益，好处 

结构分析：benefit=bene（好）+fit（做）→做好事→有益于 

501. bonus：['bonəs] n.奖金；红利；额外津贴 

结构分析：bonus=bon（好的）+us（名词后缀）→（额外的）好处→奖金，红利 



巧记英语四级词汇——钱磊博士著 

微信公众号：钱博士英语     48 

常见词根29. bi-（生物，生命） 

来源：希腊语名词 bios（生物，生命） 

后面接辅音字母时，常加字母 o 变为 bio- 

502. biology：[baɪ'ɑlədʒi] n.生物学 

结构分析：biology=bio（生物）+logy（学科）→生物学 

503. biochemistry：['baɪo'kɛmɪstri] n.生物化学 

结构分析：biochemistry=bio（生物）+chemistry（化学）→生物化学 

504. biography：[baɪ'ɑɡrəfi] n.传记 

结构分析：biography=bio（生命，人生）+graph（写）+y（名词后缀）→对人一生的描

写→传记 

常见词根30. bin-（二） 

来源：拉丁语副词 bini（两个一组地），源自 bi-（二） 

505. combine：[kəm'baɪn] v.联合，结合；化合 

结构分析：combine=com（一起）+bin（二）+e→合二为一→联合 

506. combination：[,kɑmbɪ'neʃən]  n. 结合；组合；联合；化合 

结构分析：combination=combin(e)（组合）+ation（动名词后缀）→组合 

其他不常见词根 

507. absurd：[əbˈsɝd] adj.荒谬的；可笑的 

结构分析：absurd=ab（离开，在此加强语气）+surd（聋哑的，迟钝的）→跑调的，杂

乱无章的→不合常理的，荒谬的 

508. alphabet：['ælfə'bɛt] n.字母表，字母系统 

结构分析：alphabet=alpha（希腊字母α）+bet（=希腊字母β）→字母表，字母系统 

509. aluminium：[,æljə'mɪnɪəm] n.铝 

结构分析：aluminium=alumin（=alumina，矾土，氧化铝）+ium（名词后缀，常表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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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从矾土中提炼出的化学元素→铝 

词源解释：19 世纪，英国化学家戴维（HumphryDavy）从矾土（alumina）中提炼出高

纯度铝，因此将其命名为 aluminum，最后被英国编辑修改为 aluminium，以符合化学元素的

命名习惯。矾土是一种氧化铝矿石，是炼铝的主要原料，因为外形类似矾（alum）而被称为

alumina。 

510. arithmetic：[ə'rɪθmətɪk] n.算术 

结构分析：arithmetic=arithm（计数）+etic（形容词后缀）→计数的（学问）→算术 

511. Arctic：['ɑrktɪk] adj.北极的 n.北极圈 

结构分析：Arctic=arct（熊）+ic（形容词后缀）→正对着大熊星座的→北极的 

词源解释：arct-（熊）来自希腊语 arktos（熊），引申为“大熊星座”。中国的古人用北斗

七星来辨别北方，西方人则用包含了北斗七星的“大熊星座”来辨识北方。 

512. astonish：[ə'stɑnɪʃ] vt.使惊讶 

结构分析：astonish=as（=ex，出来）+ton（雷击）+ish（动词后缀）→雷击得灵魂出窍

→使惊讶 

513. Atlantic：[ət'læntɪk] n.大西洋 adj.大西洋的 

结构分析：Atlantic=atlant（=Atlas，阿特拉斯）+ic（形容词后缀）→阿特拉斯的（海洋）

→大西洋 

词源解释：在古希腊神话中，阿特拉斯（Atlas）被罚在西边擎天，痛苦不堪。有一天，

英雄帕尔修斯砍下美杜莎的头颅后经过此地，厌倦了擎天的阿特拉斯就请求帕尔修斯用美杜

莎的眼睛正对他，将他变成了石头。因为阿特拉斯特别高大，因而变成一座高山，这座山就

是非洲北部的阿特拉斯山脉，这条山脉西边的大海就被称为 Atlantic（大西洋）。 

514. aural：['ɔrəl] adj. 听觉的；耳的 

结构分析：aural=aur（耳）+al（形容词后缀）→耳的，听觉的 

515. Australia：[ɔ'streljə] n. 澳大利亚，澳洲 

结构分析：Australia=austr（南方的）+al（形容词后缀）+ia（名词后缀）→南方的大陆

→澳洲，澳大利亚 

词源解释：荷兰殖民者发现澳大利亚时，将其称为 new holland（新荷兰）。1814 年，曾

经环澳大利亚航行并确认澳大利亚为一块新大陆的英国航海家 Matthew Flinders 建议用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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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中的南风神奥斯忒耳的名字 Auster 为澳大利亚命名，将其称为 Australia，意思就是“南

方的大陆”。 

516. Australian：[ɑ'strelɪən] adj. 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的 n. 澳大利亚人 

结构分析：Australian=Australia(n)（澳大利亚）+an（形容词后缀）→澳大利亚的，澳大

利亚人的；澳大利亚人 

517. average：['ævərɪdʒ] n.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平均的；普通的 

结构分析：average=aver（海损）+age（名词后缀）→平均分摊海损→平均 

词源解释：源自阿拉伯语，本意是“损坏的货物”。在海运活动中，当船只遇到恶劣天

气等危险，往往会抛弃一部分货物以减轻载重，避免船只倾覆。单词 average 原本指的就是

这种海运货物损失。海损由相关各方平均分摊，这在古代西方已经形成习惯。在古罗马的《十

二铜表法》中就已有明文规定。后来欧洲各国沿用这一惯例，形成本国的法律。因为这个缘

故，average 在 17 世纪时引申出“平均分摊”之意，又从中引申出“平均”、“普通”之意。

但在保险业中，它依然保留了“海损”这一原意。 

518. bachelor：['bætʃəlɚ] n.学士，单身汉 

结构分析：bachelor=bachel（棍棒）+or（者）→拿棍棒的人 

词源解释：来自古法语，原本指“见习骑士”，比较年轻，跟随正式骑士一起作战积累

战斗经验。该词很可能源自拉丁语 baculum（棍棒），因为见习骑士一般使用棍棒来训练。由

于见习骑士比较年轻，一般还没有结婚，所以引申出“单身汉”之意。在教育领域，学士也被

称为 bachelor，因为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意味着可以进入教师同业行会，招徒授课，而学士

学位仅仅表示成为教授的候选者，还处于见习阶段，尚不能招徒授课，这跟“见习骑士”的

含义一样，所以学士就用 bachelor 一词来表示。 

519. bacterium：[bæk'tɪrɪəm] n.细菌；杆菌属。常用复数形式 bacteria 

结构分析：bacterium=bacter（细棍）+ium（名词后缀）→像细棍一样的东西→细菌 

词源解释：1828 年，德国科学家埃伦伯格（Ehrenberg）首次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细菌的

存在。他将其用拉丁语命名为 bacterium，来自希腊语 bakterion，是 baktron（棍子）的指小

形式，字面意思就是“小棍子”。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埃伦伯格最初观察到的都是杆状

细菌。 

520. balance：['bæləns] n.平衡；余额 v.使平衡，保持平衡；结算，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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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balance=ba（=bi，两）+lance（盘子）→有两个盘子的东西→天平→平衡→

余额 

词源解释：该词原本指“天平”，由此衍生出“平衡”的比喻之意。在财会领域中，该

词由“财务平衡表的差值”衍生出“余额”之意。 

521. balcony：['bælkənɪ] n.阳台；包厢；戏院楼厅，楼座 

结构分析：balcony=balc（木架，横梁）+ony（指大形式）→大木架子→阳台，包厢 

522. boundary：['baʊndri] n.边界；范围；分界线 

结构分析：boundary=bound（边界）+ary（名词后缀）=边界 

523. brilliant：['brɪljənt] adj.灿烂的，闪耀的；杰出的；有才气的；精彩的，绝妙的 

结构分析：brilliant=brilli（发光、闪耀）+ant（形容词后缀）→灿烂的，闪耀的 

助记窍门：brilliant=bril（=bring，带来）+liant（=liang，亮）→带来光亮的→灿烂的 

524. catastrophe：[kə'tæstrəfi] n.大灾难；大祸；惨败 

结构分析：catastrophe=cata（向下）+strophe（转）→向下翻转，颠覆→急转直下，惨败

→大灾难，大祸 

词源解释：原本是个戏剧术语，表示戏剧的颠覆性结局。希腊古典戏剧通常由四部分组

成：冲突产生、冲突发展、高潮和结局。其中，结局要求要出乎意料，主人公一般会突然沦

入与开始时完全不同的境地，这种结局就叫做 catastrophe。这个词进入英语后，应用范围逐

渐拓展，除了指戏剧的结尾外，还可以引申为各种事情的结局，并且又倾向于指不好的结局，

即从顺境急转直下落入极其糟糕的境地，所以也就具有了“大灾难，大祸”的含义。 

525. category：['kætəɡɔri] n.种类，分类；范畴 

结构分析：category=cate（从上往下）+gory（公开说，宣称）→当众宣称的东西 

词源解释：源自希腊语，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哲学著作中使用了该词来表

示哲学术语“范畴”，指的是“可用来描述、断言一个主体的最基本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总

结了十种“范畴”（基本概念）：本质、量、质、关系、地点、时间、位置、状态、活动、遭

受。由于 category 经常用来表示某一类事物，所以在非哲学领域，该词常用来表示“种类”。 

526. cathedral：[kə'θidrəl] n. 大教堂 

结构分析：cathedral=cathedr（座位）+al（形容词后缀）→有（主教）座位的（教堂） 

词源解释：Cathedral 的准确含义是“主教座堂”，是指在主教制的基督教会中，设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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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座位的教堂，是教区主教的正式驻地，因而被视为教区的中心，其建筑大多比堂区的其他

普通教堂更加宏美壮观。 

527. ceremony：[ˈsɛrəˌmoʊni] n.典礼，仪式 

结构分析：ceremony=cere（仪式）+mony（名词后缀）→仪式 

词源解释：来自古法语 ceremonie←中古拉丁语 ceremonia←caerimonia，很可能源自伊

特鲁利亚语，指古代伊特鲁利亚祭司在罗马附近的 Caere 这个地方举行的宗教仪式。 

528. chaos：['keɑs] n.混沌，混乱 

结构分析：chaos=cha（裂开，空洞）+os（名词后缀）→空洞之物，虚空→混沌 

词源解释：来自希腊语，字面意思是“虚空”。在古希腊神话中，卡俄斯（Chaos）是原

始神之一，代表宇宙形成之前模糊一团的景象。根据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赫西奥德（Hesiod）

的《神谱》和早期希腊神话记载，宇宙之初只有卡俄斯，他是一个无边无际、一无所有的虚

空。随后他依靠无性繁殖从自身内部诞生了大地女神、深渊神、黑暗神、黑夜女神和爱神等

五大创世神，世界由此开始。人们经常用 chaos 一词来表示秩序诞生之前的宇宙，从而引申

出“混沌、混乱”之意。 

529. collar：['kɑlɚ] n.衣领；颈圈 

结构分析：collar=coll（颈部）+ar（形容词后缀）→颈部的（衣服）→衣领 

530. complain：[kəm'plen] v. 投诉；控诉；抱怨；发牢骚 

结构分析：complain=com（加强语气）+plain（悲叹，捶胸顿足）→抱怨 

531. complaint：[kəm'plent] n. 抱怨；诉苦；牢骚 

结构分析：complaint=complain（抱怨）+t（名词后缀）→抱怨，牢骚 

532. contempt：[kən'tɛmpt] n. 轻视，蔑视 

结构分析：contempt=con（加强语气）+tempt（蔑视）→蔑视 

533. council：['kaʊnsl] n. 委员会；会议；理事会；地方议会；顾问班子 

结构分析：council=coun（=con，一起）+cil（喊）→喊到一起（开会）→委员会 

534. county：['kaʊnti] n. 郡，县 

结构分析：county=count（伯爵）+y（名词后缀）→伯爵的辖区→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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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解法 

535. afternoon：[,æftɚ'nun] n.午后，下午 

结构分析： afternoon=after（在……后面）+noon（正午）→午后 

536. aircraft：['ɛr'kræft] n.飞机，航空器 

结构分析：aircraft=air（空中）+craft（工艺品，小艇）→空中的小艇→航空器，飞机 

537. airline：['ɛrlaɪn] n.航空公司；航线 

结构分析：airline=air（空中）+line（直线）→空中的直线→航线→航空公司 

538. airmail：['ɛrmel] n.航空邮件 

结构分析：airmail=air（空中）+mail（邮件）→航空邮件 

539. airplane：[ˈɛrplen] n.飞机 

结构分析：airplane=air（空中）+plane（平面，扁平之物）→空中的扁平之物→带宽大

翅膀的飞机→飞机 

540. airport：['ɛrpɔrt] n.机场；航空站 

结构分析：airport=air（空中）+port（港口）→空中的港口，空港→机场 

541. airspace：['ɛr'spes] n.空域；领空；空间 

结构分析：airspace=air（空中）+space（空间）→空域，领空 

542. alongside：[ə'lɔŋ'saɪd] adv.在旁边 prep.在……的旁边 

结构分析：alongside=along（沿着）+side（旁边）→在旁边 

543. anybody：['ɛnɪbɑdi]pron.任何人 

结构分析：anybody=any（任何）+body（人）→任何人 

544. anyhow：['ɛnɪ'haʊ] adv.总之；无论如何；不管怎样 

结构分析：anyhow=any（任何）+how（如何）→无论如何 

545. anyone：['ɛnɪ'wʌn]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结构分析：anyone=any（任何）+one（一个）→任何一个 

546. anything：['ɛnɪ'θɪŋ]pron.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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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anything=any（任何）+thing（事）→任何事 

547. anyway：['ɛnɪ'we]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总之 

结构分析：anyway=any（任何）+way（方式）→无论如何 

548. anywhere：['ɛnɪwɛr] adv.在任何地方；无论何处 n.任何地方 

结构分析：anywhere=any（任何）+where（地方）→任何地方 

549. armchair：['ɑrmtʃɛr] n.扶手椅 

结构分析：armchair=arm（手臂）+chair（椅子）→带扶手的椅子→扶手椅 

550. backache：[ˈbækˌeɪk] n.背痛 

结构分析：backache=back（后背）+ache（疼痛）→背痛 

551. background：['bækɡraʊnd] n.背景 

结构分析：background=back（背后的）+ground（地面）→背景 

552. baseball：['besbɔl] n.棒球运动 

结构分析：baseball=base（垒）+ball（球）→垒球→棒球 

词源解释：从字面上来说，baseball 应该翻译为“垒球”，但由于“垒球”一词已经被用

来表示 softball（一种类似 baseball 的运动，所用的球比较软，更加安全），所以人们就用“棒

球”来表示 baseball，意思是“用棒击球的运动”。 

553. basketball：['bæskɪtbɔl] n.篮球运动 

结构分析：basketball=basket（篮子）+ball（球）→篮球 

554. bathroom：['bæθrum] n.浴室；厕所；盥洗室 

结构分析：bathroom=bath（洗澡）+room（房间）→浴室 

555. bathtub：[bæθtʌb] n.浴缸 

结构分析：bathtub=bath（洗澡）+tub（缸）→浴缸 

556. bathrobe：['bæθrob] n.浴袍 

结构分析：bathrobe=bath（洗澡）+robe（长袍）→浴袍 

557. bedroom：['bɛdrum] n.卧室 

结构分析：bedroom=bed（床）+room（房间）→卧室 



巧记英语四级词汇——钱磊博士著 

微信公众号：钱博士英语     55 

558. birthday：['bɝθde] n.生日 

结构分析：birthday=birth（出生）+day（日子）→生日 

559. blackboard：['blækbɔrd] n. 黑板 

结构分析：blackboard=black（黑色的）+board（木板）→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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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书覆盖了全国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所要求掌握的 6240 多个英语单词，是由全国高考

英语大纲词汇、全国英语四级考试大纲词汇和全国考研英语大纲词汇组成的合集。本书对这

些单词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整理，根据其构成情况划分为不同类别，并为不同类别的单词提供

了针对性的记忆方法。 

 分类法 

这 6240 多单词中，包含了 1900 多个独体词，通常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简单

词。对于这种单词，根据其描述对象所关联的主题及应用场景来分类，分门别类地学习和记

忆是个不错的方法。本书将这些单词划分为 40 多个类别。 

 词缀法 

为了帮助读者学习常见词缀，本书整理了 500 多个由简单独体词加词缀组成的单词，将

其分配到对应的常见前缀或后缀名下。利用已经掌握的简单独体词，读者可以快速掌握这些

派生单词的含义，并熟悉各常见前缀或后缀的含义和用法。 

 词根法 

本书整理出了 3300 多个包含词根的单词，按照其词根的衍生能力分为三种情况，分别

采取不同的讲解方法： 

情况一：该词根属于衍生能力较强常见词根，且在本书内有两个以上同根词。本书归纳

了 467 个这样的常见词根，对其来源和常见变体形式进行了介绍，并将其同根词编排到一

起。这些常见词根覆盖了 3000 多个单词。大学生要想利用词根法来快速拓展词汇量，首先

就应该掌握这 467 个重点词根。 

情况二：该词根属于常见词根，但在本书内仅出现一次，在出国留学考试等更高难度的

词汇表中出现多次。对于这些单词，本书在讲解它的组成结构的同时，进一步罗列了一些更

多常见同根词，以便读者参考，增加对该词根的理解。大学生可以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继

续学习掌握这些常见词根，为将来的词汇拓展打下基础。 

情况三：该词根属于不常见词根，在本书内仅出现一次。对于这些单词，本书仅对它的

组成结构进行讲解。读者仅需要了解这种词根的含义从而理解单词。 

 分解法 

本书还包含了 300 多个由多个独体词组合而成的复合词。对于这种单词，学习起来很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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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只需要了解组成它的独体词的含义，然后推导出整体含义。 

 词源法 

有些单词，由于词意发生了较大变化，仅从其组成部分无法推导出它的现在含义。这种

情况下，就需要对它的来龙去脉即所谓的“词源”进行研究。本书对于 480 多个比较难以理

解的单词，从词源方面进行了解释，以便促进读者对该单词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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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类法 

适用范围：无法拆分为多个有意义部分的独体词 

类别1. 天文星体 

1. sun：[sʌn] n.太阳 

2. moon：[mun] n.月亮 

3. earth：[ɝθ] n.地球；大地 

4. star：[stɑr] n.星星 

5. planet：['plænɪt] n.行星 

词源解释：来自希腊语，本意是“四处漫游的” 

6. satellite：['sætəlaɪt] n.卫星 

词源解释：来自拉丁语，本意是“随从”。天文学家开普勒最早用它来表示人类最早发

现的木星的卫星，后来被用来泛指各种卫星。 

7. orbit：['ɔrbɪt] n.轨道 v.绕轨道运行 

8. sky：[skaɪ] n.天空 

9. galaxy：['ɡæləksi] n.银河；银河系；星系 

词源解释：来自希腊语 galaxias（milky，乳汁的），是 galaxias kyklos（milky circle，乳

汁之环）的缩写。在古希腊神话中，据说天后赫拉的乳汁具有神奇的力量，吃后可以长生不

老。一天，趁赫拉熟睡之际，宙斯将自己和凡人所生的私生子赫拉克勒斯抱到赫拉身旁，让

他吮吸赫拉的乳汁。没想到赫拉克勒斯吮吸时用力过猛，惊醒了赫拉。赫拉猛地把孩子推开，

但一些乳汁飞溅到天上，形成了银河。所以银河被人称为“乳汁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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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2. 地理地形 

10. land：[lænd] n.陆地；大地；土地 v.登陆；着陆 

11. ground：[ɡraʊnd] n.地面 

12. horizon：[hə'raɪzn] n.地平线；视野；眼界；范围 

13. field：[fild] n.旷野；田地；领域 

14. clay：[kle] n.粘土 

15. soil：[sɔɪl] n.土壤 

16. mud：[mʌd] n.泥 

17. stone：[ston] n.石头 

18. pebble：['pɛbl] n.卵石 

19. rock：[rɑk] n.岩石 

20. sand：[sænd] n.沙子 

21. forest：['fɔrɪst] n.森林 

22. jungle：['dʒʌŋɡl] n.丛林；蛮荒之地 

近义辨析：单词 forest 和 jungle 都可以表示森林，区别在于：jungle 常表示原始丛林，

比喻蛮荒之地，如短语 jungle law（丛林规则，弱肉强食）。 

23. prairie：['prɛri] 草原 

词源解释：来自法语，源自拉丁语，1773 年进入英语，原本特指北美洲的大草原。 

助记窍门：prairie=pr+air（空气）+ie（法语名词后缀），大草原中有好多新鲜空气（air）。 

24. meadow：['mɛdo] n. 草地；牧场 

25. hill：[hɪl] n.丘陵 

26. peak：[pik] n.山峰；山顶；最高点；顶点 

27. valley：['væli] n.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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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cliff：[klɪf] n. 悬崖；绝壁 

29. pit：[pɪt] n.深坑；凹陷 

30. volcano：[vɑl'keno] n.火山 

词源解释：来自意大利语名词 vulcano（火山），源自拉丁语名词 Vulcanus，古罗马神话

中的火及锻造之神伏尔甘（Vulcan）。伏尔甘是主神朱庇特的儿子，相貌丑陋，被父亲嫌弃，

终身躲在地下打铁，为众神锻造兵器和工具。传说火山就是他的打铁铺。如果看到火山冒烟

冒火，那其实就是伏尔甘在下面开工了。 

31. sea：[si] n.海 

32. ocean：['oʃən] n.海洋 

33. bay：[be] n.海湾 

34. gulf：[ɡʌlf] n. 海湾 

35. beach：[bitʃ] n.海滩 

36. coast：[kost] n.海岸 

37. shore：[ʃɔr] n.海滨 

38. tide：[taɪd] n. 潮汐；潮流；趋势 

39. brook：[brʊk] n.小溪；小河 

40. stream：[strim] n.溪流 

41. bank：[bæŋk] n.河岸 

42. lake：[lek] n.湖泊 

43. swamp：[swɑmp] n. 沼泽；湿地 

44. pond：[pɑnd] n.水塘 

45. pool：[pul] n.池塘 

46. well：[wɛl] n.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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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3. 环境气候 

47. weather：['wɛðɚ] n.天气 

48. hot：[hɑt] adj.热的 

49. warm：[wɔrm] adj.温暖的 

50. mild：[maɪld] adj.温和的；清淡的 

51. cool：[kul] adj.凉爽的 

52. cold：[kold] adj.寒冷的 

53. chill：[tʃɪl] n. 寒冷；寒意 adj. 寒冷的 vt.冷藏；使感到冷 vi. 冷藏；变冷 

54. wind：[wɪnd] n.风 

55. breeze：[briz] n. 微风 

56. hurricane：[ˈhʌrɪken] n. 飓风，暴风 

词源解释：来自美洲玛雅神话中的创世神之一的雷暴与旋风之神 Hurakan（胡拉坎）之

名。在玛雅神话中，当世界还混沌未开之时，Hurakan 朝水面用力吹了一口气，吹开了水，

露出了干燥的大地。后来，Hurakan 又施展魔法，引来暴雨和洪水毁灭了人类。生活在加勒

比海的土著人用 Hurakan 称呼当地的强热带风暴，认为这种风暴是 Hurakan 在施展魔法。西

班牙殖民者来到加勒比海地区后，将 Hurakan 一词带入西班牙语，用来表示飓风。该词进入

英语后拼写变成了 hurricane。 

57. typhoon：[taɪ'fʊn] n.台风 

词源解释：来自希腊语 Typhon，是古希腊神话中怪物提丰之名。宙斯率领奥林巴斯诸

神战胜泰坦诸神后，对参与谋反的泰坦诸神进行了严厉了惩罚。大部分泰坦神被关押在无底

深渊中，擎天神阿特拉斯被罚在西天擎天。对泰坦神的严厉惩罚引发了大地女神盖亚的不满。

因此，盖亚与深渊神塔尔塔罗斯交配，生下了一个体格无比庞大的怪物提丰（Typhon），前

来挑战奥林巴斯诸神。提丰上身似人，下身似蛇，身高比世界上最高的山峰还要高。它长有

100 个脑袋，眼睛能喷火，口中能发出各种骇人的吼叫声。宙斯和奥林巴斯诸神费了九牛二

虎之力才制服了提丰。提丰的名字 Typhon 在希腊语中就是“狂风、旋风”的意思，英语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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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typhoon（台风）便来源于此。 

58. light：[laɪt] n.光 

59. bright：[braɪt] adj. 明亮的，鲜明的；聪明的；愉快的 

60. dazzle：['dæzl] v.照耀；发出耀眼的光；（使）目眩 n.灿烂；耀眼的光 

61. flare：[flɛr] v.（使）闪耀；闪光；突然发怒 n.闪光；耀斑 

62. flash：[flæʃ] n.v.闪光，闪现 

63. shine：[ʃaɪn] v.闪耀；照射 

64. twinkle：['twɪŋkl] n.v.闪烁；闪耀 

65. dim：[dɪm] adj.昏暗的；模糊不清的 

66. fire：['faɪr] n.火 

67. flame：[flem] n. 火焰 

68. blaze：[blez] v.燃烧；照耀，发光；在树皮上刻路标 n. 火焰，烈火；光辉 

词源解释：来自古英语，源自原始日耳曼语，原本是个名词，本意是“火焰、火光、亮

光”，后来还可以表示马或牛脸上的白色斑点。在 17 世纪时，北美的殖民者在丛林中开辟道

路时，常用斧头在树干上砍掉一块树皮，露出里面白色的树干，用作指示道路的标志。由于

这种白色标志看起来有点像马脸上的白色斑点，故也被称为 blaze。由于这个缘故，用作动

词时，blaze 除了表示“燃烧、闪耀”以外，还可以表示“在树干上刻或画路标”。单词 blazer

就表示“在树干上刻或画路标的人”，而短语 trail blazer 指的就是在丛林中开辟道路，并在

树干上刻或画路标的人，即“开拓者”。 

69. spark：[spɑrk] n. 火花；闪光 v 闪烁；发火花；激发；鼓舞 

70. heat：[hit] n.热 v.加热 

71. burn：[bɝn] v.燃烧；烧毁，灼伤 

72. water：[ˈwɔtɚ] n.水 

73. cloud：[klaʊd] n.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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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rain：[ren] n.雨 v.下雨 

75. shower：['ʃaʊɚ] n.阵雨，淋浴 v.下阵雨，淋浴 

76. storm：[stɔrm] n.暴风雨 v.起风暴 

77. flood：[flʌd] n.洪水 

78. snow：[sno] n.雪 v.下雪 

79. ice：[aɪs] n.冰 

80. hail：[hel] v.下冰雹 n.冰雹 

81. frost：[frɔst] n.霜，冰冻 

82. freeze：[friz] v.冻结，结冰 

83. dew：[du] n.露水；水滴 

84. wet：[wɛt] adj.湿的 

85. damp：[dæmp] adj.潮湿的 

86. moist：[mɔɪst] adj. 潮湿的 

87. dry：[draɪ] adj.干的 

88. drought：[draʊt] n. 干旱 

词源解释：来自古英语，与形容词 dry（干的）同源，相当于 dryness。 

89. fog：[fɔɡ] n.雾 

90. mist：[mɪst] n.薄雾 

91. smoke：[smok] n.烟 

92. smog：[smɑːɡ] n.烟雾 

词源解释：由单词 smoke（烟）和 fog（雾）合成，1905 年科学家杜撰了该词来形容英

国伦敦的空气污染。 

93. fume：[fjum] n.烟；愤怒 v.冒烟；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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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steam：[stim] n.蒸汽 

95. ash：[æʃ] n.灰；灰烬 

96. dust：[dʌst] n.灰尘 

97. dirt：[dɝt] n.污垢 

98. pollute：[pə'lut] vt.污染 

99. junk：[dʒʌŋk] n.垃圾；破旧物品 

100. rubbish：['rʌbɪʃ] n.垃圾；废物 

101. trash：[træʃ] n.垃圾；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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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4. 世界各地 

102. world：[wɝld] n.世界 

103. Africa：[ˈæfrɪkə] n.非洲 

词源解释：来自拉丁语，在古罗马时期指的仅仅是北非靠近意大利的部分区域，相当于

现在的突尼斯。古罗马通过三次战争消灭北非强国迦太基后，在北非建立了 Africa（阿非利

加）行省。后来，Africa（阿非利加）这个名称逐渐被用来表示整个非洲大陆。 

104. Asia：[ˈeɪʃn] n.亚洲 

词源解释：由古代腓尼基人所起。他们把爱琴海以东的地方称为 Asu，意即“日出之地”；

而把爱琴海以西的地方称为 Ereb，意为“日没之地”。Asia 一词便是由腓尼基语 Asu 演化来

的，最初指的仅仅是安纳托利亚半岛的西部，后来含义逐渐扩大，包括现今整个亚洲地区。 

105. Europe：['jʊrəp] n.欧洲 

词源解释：源自古希腊神话中被宙斯拐走的腓尼基公主欧罗巴（Europa）之名。神话中，

欧罗巴长得美丽动人。主神宙斯看见了，动了春心，化作公牛来到欧罗巴玩耍的草坪上。等

欧罗巴骑上后，公牛就奔入海中，游到另一块大陆。在这块大陆上，宙斯化身为一帅哥，与

公主相恋，生了三个儿子。后人就以欧罗巴公主的名字来命名这片大陆。 

106. America：[əˈmɛrɪkə] n.美洲；美国 

词源解释：源自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哥（意大利语为 Amerigo，拉丁语为 Americus）的

名字。美洲虽然是哥伦布首次发现的，但他并未意识到这是一块新大陆，一直以为自己到的

是亚洲，并将其土著居民称为“印度人”（Indian，印第安人）。亚美利哥首次提出这块大陆

是一块新的大陆，并出书对新大陆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所以人们将他看作是发现新大陆的第

一人，并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块新大陆。 

107. foreign：['fɔrən] adj. 外国的 

108. China：[ˈtʃaɪnə] n.中国 

109. Japan：[dʒə'pæn] n.日本 

词源解释：源于古时中国沿海居民口中的“日本”二字，随着东西方贸易而流传至欧洲。 

110. Korea：[kə'rɪr] n. 朝鲜，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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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源解释：源自中国对朝鲜的古称“高丽”。13 世纪中期抵达中国的传教士鲁布鲁克首

次将高丽标记为 Caule。从此以后，欧洲人曾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用 Core、Cory、Caoli、Corai

等单词表示朝鲜。被人熟知的 Corea 首次出现在欧洲文献中是在 1571 年。葡萄牙传教士维

列拉在当时写给耶稣教会总长的信中表示：“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有一个叫做 Corea 的王国。”

现在使用的 Korea 一词最初出现在 1671 年德国出版的《哈梅尔漂流记》当中，是在将 Corea

写成德语的过程中用字母“K”取代了“C”。19 世纪末，美国在外交文件中连续多年使用

Korea 来表示朝鲜。二战后，Korea 作为朝鲜的称呼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 

111. India：['ɪndɪə] n.印度 

112. Egypt：['idʒɪpt] n.埃及 

113. Russia：['rʌʃə] n.俄罗斯 

词源解释：由单词 Rus（罗斯人）衍生而成，字面意思就是“罗斯人的国家”。元朝时，

蒙古人由于发不清 R 这个音，就在前面增加了一个元音，将“罗斯”读成了“俄罗斯”。该

中文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114. Soviet：['sovɪ'ɛt] adj. 苏维埃的；苏联的；苏联人的 n. 苏维埃；苏联政府；苏联人 

115. Britain：['brɪtn] n.英国；不列颠 

词源解释：在罗马入侵不列颠之前，统治不列颠地区的是凯尔特人。分批移入不列颠地

区的凯尔特人中，其中的一支名为 Briton（布列吞人）。也有人认为，布列吞人是移入不列

颠地区的凯尔特人和不列颠的早期居民伊比利亚人混合后形成的民族。罗马人则称他们为

Brittani（布列塔尼），将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 Brittania（布列塔尼亚），即“布列吞人的土地”，

单词 Britain（不列颠）就来源于此。 

116. France：[frɑːns] n.法国；法兰西 

词源解释：源自 Frank（法兰克人、自由的人）之名。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的分支之一，

在蛮族大迁移时代从北欧南下，散居在莱茵河下游一带。公元 3 世纪末，法兰克人开始越过

莱茵河入侵高卢。五世纪末，法兰克一部落首领克洛维占领了北方高卢，建立了法兰克王国，

拉丁语称为 Francia。843 年，法兰克王国分裂成三部分，其中的西法兰克王国发展成为现在

的法国。France 一词就是从法兰克王国的拉丁名称 Francia 演变而来。 

117. French：[frentʃ] adj.法国的；法国人的；法语的 n.法国人；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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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Germany：['dʒɝməni] n.德国 

119. German：['dʒɜːmən] n.德国人；德语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词源解释：从约公元前 4 世纪起，大量原本居住在北欧地区、金发碧眼、身材高大的居

民陆陆续续向南进入欧洲大陆。大约在公元前半个世纪时，这些从北欧南下者已经占据了莱

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和北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原本占据欧洲大陆的凯尔特人将这些人称为

Germani（日耳曼人），意思是“邻居”，也有人认为意思是“嘶叫者”，因为他们战斗时会发

出可怕的喊叫声。古罗马的凯撒大帝征伐高卢时，在他的《高卢战记》中将高卢人对日耳曼

人的称呼带入了拉丁语，拼作 Germanus，复数为 Germani，将日耳曼人所居住的地区称为

Germania（日耳曼尼亚）。英语单词 German（德国人）和 Germany（德国）都来源于此。德

国人称自己为 Deutsch，意思是“人民”。中文译名“德意志”来自 Deutsch 而非 German。 

120. Italy：['ɪtəlɪ] n.意大利 

121. Spain：[spen] n.西班牙 

122. Swiss：[swɪs] n.瑞士人 adj.瑞士的；瑞士人的 

123. Norway：['nɔrweɪ] n. 挪威 

词源解释：来自古英语，等于 north way（向北的路）。挪威地处北欧，是前往北极之路。 

124. Belgium：['bɛldʒəm] n.比利时 

125. Greece：[ɡriːs]希腊 

126. Greek：[grik] n.希腊语；希腊人 adj.希腊的；希腊人的，希腊语的 

127. Canada：['kænədə] n.加拿大 

词源解释：Canada 一词源自北美土著所说的伊洛魁语，原意就是“村庄”。据说 16 世

纪初，法国探险家卡蒂埃乘船横渡大洋驶抵加拿大的圣劳伦斯海湾。他沿着圣劳伦斯河逆流

而上，到达魁北克地区。登陆后，在一个印第安人村庄里，卡蒂埃向当地印第安人打听这个

地方叫什么。也许是因为语言不通的缘故，当地人指着村庄高声说道“Canada”，意思是“村

庄”。卡蒂埃以为说的是地名，赶紧将发音记录下来。从此以后，欧洲殖民者们便将该地区

称为 Canada，所包含范围越来越广，最终变成了对整个加拿大的称呼。 

128. Mexico：['mɛksɪko] n.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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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Brazil：[brə'zil] n. 巴西 

词源解释：来自葡萄牙语。葡萄牙殖民者到达巴西时，在海岸发现了一种纹路细密、色

彩鲜艳、坚固耐用的树木，不仅可用来制造各种精巧的家具，还可提取宝贵的染料。染料为

白色，暴露于空气中变成红色。这种红木（即巴西红木）在葡萄牙语中被称为 pau-brasil，其

中 brasil 意思是“像炭火一样红”。贩卖红木的葡萄牙商人多将此地称为“Terra de Brasil”

（Land of Brazil），这一名称最终取代了原来的官方名称，成为了巴西的正式国名。Brasil 进

入英语后拼写变为 Brazil。 

130. London：[ˈlʌndən] n.伦敦 

131. Paris：['pærɪs] n.巴黎 

132. Tokyo：['tokjo] n.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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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5. 动物相关 

133. ant：[ænt] n.蚂蚁 

134. bat：[bæt] n.蝙蝠 

135. bull：[bʊl] n.公牛 

136. bear：[bɛr] n.熊 

137. bee：[bi] n.蜜蜂 

138. bird：[bɝd] n.鸟 

139. camel：['kæml] n.骆驼 

140. cat：[kæt] n.猫 

141. chick：[tʃɪk] n.小鸡 

142. cock：[kɑk] n.公鸡 

143. coral：['kɔrəl] n.珊瑚，珊瑚虫 

144. cow：[kaʊ] n.奶牛 

145. crab：[kræb] n.螃蟹 

146. crane：[kren] n. 鹤；吊车，起重机 

147. crow：[kro] n.乌鸦；鸡鸣 vi. 啼叫 

词源解释：拟声词，模拟乌鸦的啼叫声。 

148. deer：[dɪr] n.鹿 

149. dog：[dɔɡ] n.狗 

150. donkey：[ˈdɑŋkɪ] n. 驴子 

151. dove：[dʌv; dov] n.鸽子，特指白鸽，和平鸽 

152. duck：[dʌk] n.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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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eagle：['igl] n.鹰 

154. elephant：[ˈɛləfənt] n.大象 

155. fish：[fɪʃ] n.鱼 

156. fox：[fɑks] n.狐狸 

157. frog：[frɔɡ] n.青蛙 

158. giraffe：[dʒəˈræf] n.长颈鹿 

159. goat：[gəʊt] n.山羊 

160. goose：[ɡus] n.鹅 

161. hare：[hɛr] n.野兔 

162. hawk：[hɔk] n.鹰 

163. hen：[hɛn] n.母鸡 

164. horse：[hɔrs] n.马 

165. hound：[haʊnd] n.猎犬；猎狗 

166. kangaroo：[,kæŋɡə'ru] n.袋鼠 

167. lamb：[læm] n.羔羊 

168. lion：['laɪən] n.狮子 

169. locust：['lokəst] n.蝗虫，蚱蜢 

170. monkey：['mʌŋki] n.猴子 

171. owl：[aʊl] n. 猫头鹰 

词源解释：来自古英语，拟声词，模拟猫头鹰的嚎叫声。 

172. ox：[ɑks] n.公牛 

173. panda：['pændə] n.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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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parrot：['pærət] n.鹦鹉 

175. pig：[pɪɡ] n.猪 

176. pigeon：['pɪdʒɪn] n. 鸽子 

177. poultry：['poltri] n.家禽；家禽肉 

178. rabbit：['ræbɪt] n.兔子 

179. rat：[ræt] n.耗子，大家鼠 

180. rooster：['rustɚ] n.公鸡 

181. seal：[sil] n.海豹 

182. shark：[ʃɑrk] n.鲨鱼 

183. sheep：[ʃip] n.绵羊 

184. snake：[snek] n.蛇 

185. sparrow：['spæro] n.麻雀 

186. spider：['spaɪdɚ] n. 蜘蛛 

187. squid：[skwɪd] n.乌贼，鱿鱼 

188. squirrel：[ˈskwɜ:rəl] n.松鼠 

189. swallow：['swɑlo] n.燕子 

190. swan：[swɑn] n. 天鹅 

191. swift：[swɪft] n. 褐雨燕 

192. tiger：['taɪɡɚ] n.老虎 

193. tortoise：[ˈtɔrtəs] n.乌龟 

词源解释：可能来自希腊语 Tartarus（塔耳塔洛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深渊，常被人等

同于地狱。西方古人见乌龟长相丑陋怪异，认为是来自地狱的生物，因此将其称为 tortoise，

意思是“来自地狱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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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turkey：['tɝki] n.火鸡 

词源解释：来自单词 Turkey（土耳其）。原本指一种被称为“土耳其鸡”（Turkey cock）

的大型鸟类。当英国人来到美洲大陆殖民时，发现当地也出产一种体型巨大的鸟类，长相与

土耳其鸡很像，误以为是土耳其鸡的一种，便也将这种鸟称为 turkey。其实，这种鸟与土耳

其鸡并非同类，而是北美特有的火鸡，后来成为北美感恩节上的常见佳肴。 

195. whale：[wel] n.鲸 

196. wolf：[wʊlf] n.狼 

197. worm：[wɝm] n.蠕虫 

198. zebra：[ˈzibrə] n.斑马 

199. beast：[bist] n.野兽；畜生 

200. brute：[brut] n.畜生；残暴的人 adj.残忍的 

近义辨析： beast 和 brute 都可以表示“野兽”，区别在于：beast 仅指不同于爬行动物或

昆虫的大型四脚兽类；仅表明它是“兽”。而 brute 强调其野蛮和残忍，常用来比喻残暴的人。

电影“美女和野兽”是 beauty and beast 而非 beauty and brute。 

201. pest：[pɛst] n.害虫 

202. pet：[pɛt] n.宠物 

203. antenna：[æn'tenə]n. 触角，触须；天线 

词源解释：来自拉丁语。中世纪有位名叫 Theodorus Gaza 的学者在将亚里士多德的著

作《动物志》从希腊语翻译为拉丁语时，遇到一个希腊语 keraia （触角）找不到对应的拉

丁单词。由于该希腊词兼有“帆桁端”之意，所以他将其译为拉丁语 antenna （帆桁）。 

antenna 从此被赋予了“触角”一义。现在常表示“天线”，因为天线就相当于是电视机等设

备的触角。 

204. claw：[klɔ] n. 爪；螯 

205. paw：[pɔ] n.爪子；手 v.抓；扒；翻找 

206. feather：['fɛðɚ] n. 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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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bristle：['brɪsl] n.猪鬃；刚毛 

208. fur：[fɝ] n.皮子；毛皮 

209. scale：[skel] n.鳞；刻度；天平；数值范围；规模；比例 

210. tail：[tel] n. 尾巴 

211. trunk：[trʌŋk] n. 象鼻；树干；躯干 

212. horn：[hɔrn] n. 角；号角；喇叭 

213. shell：[ʃɛl] n. 壳，贝壳；炮弹 

214. wing：[wɪŋ] n.翅膀 

215. gallop：['ɡæləp] n.v.（马）疾驰；飞奔；骑马疾驰 

216. bark：[bɑrk] v.狗叫 n.狗的吠叫 

217. howl：[haʊl] n.v.嚎叫，咆哮 

词源解释：拟声词，模拟动物嚎叫的声音。 

218. hatch：[hætʃ] n.v.孵化 

219. hover：['haʊzɪŋ] n.v.盘旋；徘徊 

220. soar：[sɔr] n.v.高飞；翱翔 

221. breed：[brid] v.繁殖；饲养 n.品种 

222. brood：[brud]  vt. 孵；沉思 n. 一窝；一伙 

223. fierce：[fɪrs] adj. 凶猛的 

224. wild：[waɪld] adj. 野生的；野蛮的 

225. tame：[teɪm] adj.驯服的；顺从的 adj.驯养；（使）变得驯服 

226. hive：[haɪv] n.蜂巢 

227. nest：[nɛst] n.鸟巢 

228. web：[wɛb] n. 网；蜘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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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6. 植物相关 

229. bamboo：[,bæm'bu] n.竹 

230. bush：[bʊʃ] n.灌木 

231. grass：[ɡræs] n.草 

232. graze：[ɡrez] v.吃草；放牧；擦伤 n.擦伤 

词源解释：来自古英语，与单词 grass（草）同源，本意是“吃草”。 

233. weed：[wid] n.杂草，野草 

234. hay：[heɪ] n.干草 

235. herb：[ɝb] n. 香草，药草 

236. moss：[mɔs] n.苔藓 

237. tree：[tri] n. 树 

238. wood：[wʊd] n. 木材；木制品；树林 

239. maple：['mepl] n. 枫树 

240. oak：[ok] n. 橡树 

241. pine：[paɪn] n.松树 

242. reed：[rid] n. 芦苇 

243. rose：[roz] n. 玫瑰 

244. vine：[vaɪn] n. 藤；葡萄树 

词源解释：来自拉丁语，与单词 wine（葡萄酒）同源，因为 wine 就是用 vine 上的果实

酿成的。 

245. violet：['vaɪələt] n. 紫罗兰；紫色 

246. branch：[bræntʃ] n.树枝，分支 

247. bough：[baʊ] n. 大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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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root：[rut] n. 根；根源 

249. stalk：[stɔk] n.茎；秆；梗 v.潜行跟踪 

250. n. （植物的）茎，秆 

251. stem：[stɛm] n. 干；茎 

252. leaf：[lif] n. 叶子 

253. fruit：[frut] n. 果实；水果；产物 

254. seed：[sid] n. 种子 

255. bud：[bʌd] n. 芽，萌芽；蓓蕾 vi. 发芽，萌芽 vt. 使发芽 

256. germ：[dʒɝm] n. 胚芽，萌芽；细菌 

257. thorn：[θɔrn] n. 刺；荆棘 

258. bloom：[blum] n. 花；开花期；兴旺 v.（使）开花；（使）茂盛 

259. blossom：['blɑsəm] n.花；开花期；兴旺 vi.开花；兴旺 

近义辨析：单词 flower、bloom 和 blossom 都含义“花”、“开花”之意，区别在于：flower

是个通俗用语，常用来表示具体的花；bloom 是个书面词，常用来比喻人的青春、某事繁荣

兴旺。blossom 则比 bloom 更加古典，现在基本比 bloom 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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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7. 矿物材料 

260. ore：[ɔr] n. 矿；矿石 

261. carbon：['kɑrbən] n.碳；碳棒 

262. coal：[kol] n.煤炭；木炭 

263. jewel：['dʒuəl] n. 宝石；珠宝 

264. diamond：['daɪəmənd] n. 钻石，金刚石 

265. quartz：[kwɔrts] n.石英 

266. pearl：[pɝl] n.珍珠 

267. ruby：['rubi] n.红宝石 

词源解释：来自拉丁语，本意是“红色的”，与单词 red（红色的）同源。 

268. marble：['mɑrbl] n. 大理石 

269. gas：[ɡæs] n. 气体；瓦斯 

270. oil：[ɔɪl] n. 油；石油 

271. tar：[tɑr] n. 焦油；柏油 

词源解释：源自原始日耳曼语，与单词 tree（树）同源，最早指松柏科植物所分泌的一

种树脂。 

272. metal：['mɛtl] n. 金属 

273. gold：[ɡold] n. 金，黄金；金色 

274. silver：['sɪlvɚ] n. 银；银器 

275. copper：['kɑpɚ] n. 铜；铜币 

276. brass：[bræs] n. 黄铜；黄铜制品 

277. bronze：[brɑnz] n.青铜；古铜色；青铜制品 adj.青铜色的；青铜制的 

278. iron：['aɪɚn] n. 铁；熨斗；烙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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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steel：[stil] n. 钢铁；钢制品 

280. tin：[tɪn] n. 锡 

281. lead：[lid; lɛd] n.铅 

282. nickel：['nɪkl] n. 镍；镍币 

词源解释：来自德语，是男子名 Nicholas（尼可拉斯）、Nick（尼克）等的昵称，字面意

思是“小尼克”，在德语口语中常用来称呼“小精灵”。很早以前，德国的矿工在采铜矿时，

常常发现有些矿石看起来像铜矿石，但其实并不含铜。他们将这种矿石称为 Kupfer nickel，

由德语 Kupfer（copper，铜）和 nickel（小精灵）构成，意思就是“用铜来戏弄人的小精灵”。

这种矿石其实就是红砷镍矿。科学家后来从这种矿石中提炼出了一种新的金属，便根据德国

矿工对这种矿石的称呼，将这种新金属称为 nickel，中文音译为“镍”。 

283. zinc：[zɪŋk] n.锌 

284. lime：[laɪm] n. 石灰 

285. magnet：['mægnɪt] n. 磁铁；磁石；磁体 

词源解释：古代希腊人在马格尼西亚（Magnesia）地区发现了一种神奇的矿石，这种矿

石可以吸引金属。希腊人将这种矿石称为“Magnes lithos”（the Magnesian stone），意思是

“马格尼西亚的石头”。英语单词 magnet 就来自希腊语 Magnes，由马格尼西亚的地名转换

而来。 

286. pitch：[pɪtʃ] n.沥青；树脂 

287. sponge：[spʌndʒ] n.海绵；海绵状物 

288. sulphur：['sʌlfə] n. 硫；硫磺，=sulfur 

289. wax：[waks] n. 蜡；蜡状物 

290. fossil：['fɑsl] n.化石 

词源解释：来自拉丁语，本意是“从地里挖出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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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8. 数量数字 

291. score：[skɔ] n. 分数；得分；刻痕 

词源解释：来自古英语，与单词 scar（伤痕）同源，本意是“刻痕”。古人用刻痕来计

数，所以引申出“分数、得分”之意。 

292. zero：[ˈzɪro] n.num.零 

293. one：[wʌn] n.num.一 

294. two：[tu] n.num.二 

295. three：[θri] n.num.三 

296. four：[fɔr] n.num.四 

297. five：[faɪv] n.num.五 

298. six：[sɪks] n.num.六 

299. seven：['sɛvn] n.num.七 

300. eight：[et] n.num.八 

301. nine：[naɪn] n.num.九 

302. ten：[tɛn] n.num.十 

303. eleven：[ɪ'lɛvn] n.num.十一 

304. twelve：[twɛlv] n.num.十二 

305. hundred：['hʌndrəd] n.num.百 

306. thousand：['θaʊznd] n.num.千 

307. billion：['bɪljən] n.num.十亿 

308. half：[hæf] n.一半 

309. pair：[pɛr] n. 一对，一双，一副 



巧记英语考研词汇——钱磊博士著 

微信公众号：钱博士英语     24 

310. dozen：['dʌzn] n. 十二个，一打 

311. first：[fɝst] adj.adv. 第一；首先 

312. third：[θɝd] n.num. 第三；三分之一 adj. 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313. a：[ə; e] art.一个 

314. both：[boθ] adj. 两个的 adv. 并；又；两者皆 pron.两者都 

315. all：[ɔl] n.adj.adv.全部 

316. whole：[hol] adj. 完整的 n. 整体；全部 

317. many：['mɛni] adj. 许多的 

318. much：[mʌtʃ] adv. 非常，很 adj. 大量的 

319. more：[mɔr] adv. 更多；此外；更大程度地 adj. 更多的；附加的 

320. most：[most] adv. 最 adj. 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321. some：[sʌm] adj. 一些 

322. any：['ɛni] adj. 任何的 

323. few：[fju] adj. 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324. little：['lɪtl] adj. 小的；很少的 

325. less：[lɛs] adv. 较少地；较小地 adj. 较少的；较小的 

326. least：[list] adj. 最小的；最少的 adv. 最小；最少 n. 最小；最少 

327. rare：[rɛr] adj. 稀有的；稀薄的 

328. scarce：[skɛrs] dj. 缺乏的，不足的；稀有的 adv. 仅仅；几乎不；几乎没有 

329. slight：[slaɪt] adj. 轻微的，少量的 

330. enough：[ɪ'nʌf] adj.足够的 adv. 足够地，充足地 

331. lack：[læk] n.v.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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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each：[itʃ] adj. 每；各自的 adv. 每个；各自 

333. either：['iðɚ] adj. 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on.任一个 

334. every：['ɛvri] adj. 每一的，每个的 

335. odd：[ɑd] adj.奇数的；古怪的；剩余的；零散的 

336. odds：[ɑdz] n.差异；不平等；可能性；概率；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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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词缀法 

适用范围：由独体词加词缀组成的单词 

常见前缀1. a-（位于，处于……的状态；在动词前加强语气） 

337. aboard：[ə'bɔrd] adv.在飞机上；在船上；在火车上 prep.在…上 

结构分析：aboard=a（位于）+board（木板，甲板，引申为船或其他交通工具）→在（船、

飞机、火车）上 

338. abroad：[ə'brɔd] adv.在国外；到海外 adj.往国外的 

结构分析：abroad=a（位于）+broad（辽阔的）→位于辽阔之地→在外面的广阔天地→

在国外，去国外 

339. again：[əˈɡen] adv.又，此外；再一次 

结构分析：again=a（位于）+gain（对着）→位于相反方向→返回来，重头再来→再一

次 

340. against：[əˈɡenst]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结构分析：against=a（位于）+gain（对着）+st（无意义成分）→位于相反方向→反对，

逆着 

341. ahead：[ə'hɛd]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预先 

结构分析：ahead=a（位于）+head（头，前头）→在前面→向前 

342. alike：[ə'laɪk] adj.相似的；相同的 adv.以同样的方式；类似于 

结构分析：alike=a（处于）+like（像，如同）→相似的 

343. alive：[ə'laɪv] adj.活着的；活泼的；有生气的 

结构分析：alive=a（处于）+live（活的）→活着的 

344. along：[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结构分析：along=a（位于）+long（长的）→在长度上→沿着，顺着（长路走） 

345. aloud：[ə'laʊd] adv.大声地；出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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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aloud=a（处于）+loud（大声）→大声地，出声的 

346. among：[ə'mʌŋ]prep.在…中间；在…之中 

结构分析：among=a（位于）+mong（混合，揉到一起）→混合其中→在……中间 

347. amongst：[ə'mʌŋst] prep. 在…之中；在…当中（等于 among） 

结构分析：amongst=a（位于）+mong（混合，揉到一起）+st（无意义成分）→混合其

中→在……中间 

348. around：[ə'raʊ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结构分析：around=a（位于）+round（圆，周围）→在……周围 

349. asleep：[ə'slip] adj.睡着的；麻木的；长眠的 adv.熟睡地；进入睡眠状态 

结构分析：asleep=a（处于）+sleep（睡觉）→处于睡觉的状态→睡着的 

350. ashore：[ə'ʃɔr] adv. 在岸上；向岸 adj. 在岸上的 

结构分析：ashore= a（位于）+shore（海岸）→在岸上，在岸上的 

351. aside：[ə'saɪd] adv.离开，撇开；在旁边 prep.在…旁边 

结构分析：aside=a（位于）+side（边）→在旁边 

352. away：[əˈwe]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结构分析：away=a（位于）+way（道路）→在路上→在远处，离去 

353. arouse：[ə'raʊz] v.唤醒；激发；引起；醒来；发奋 

结构分析：arouse=a（加强语气）+rouse（唤醒，激发）→唤醒，激发 

常见前缀2. ad-（趋近，去，驱使） 

拼写上，前缀 ad-中的字母 d 常常变化为紧随其后的那个字母 

354. await：[ə'wet] vt. 等候，等待；期待 

结构分析：await=a（=ad，去）+wait（等待）→等待 

355. awake：[ə'wek] v.唤醒，醒来 adj.醒着的 

结构分析：awake=a（=ad，去）+wake（醒）→唤醒，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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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前缀3. ant-/anti-（反对，正对着） 

356. Antarctic：[æntˈɑrktɪk] adj.南极的 n.南极洲 

结构分析：Antarctic=ant（相对，相反）+arctic（北极）→与北极相对的→南极 

常见前缀4. be-（挨着，凭借，使变成，加强语气） 

357. beside：[bɪ'saɪd]prep.在旁边 

结构分析：beside=be（在）+side（边）→在旁边 

358. besides：[bɪ'saɪdz]prep.除……以外 

词源解释：衍生自单词 beside（在旁边），原本拥有 beside 的所有释义，现在仅用来表

示“除……之外”、“此外”。 

359. behind：[bɪ'haɪnd]prep.在后面；落后于 adv.在后地 

结构分析：behind=be（在）+hind（后面）=在后面 

360. below：[bɪ'lo]prep.在下面，在较低处 

结构分析：below=be（在）+low（低下的）→在下面 

361. beneath：[bɪˈniːθ]prep.在下面 adjv.在下方 

结构分析：beneath=be（在）+neath（下方）→在下方 

362. beyond：[bɪ'jɑnd]prep.超过 

结构分析：beyond=be（在）+yond（那边，远处）→在远处，在彼处 

助记窍门：上世纪著名香港乐队 Beyond。 

363. become：[bɪ'kʌm] v.变成；变得 

结构分析：become=be（加强语气）+come（到来）→到来→变成 

364. behalf：[bɪ'hæf] n.代表；利益 

结构分析：behalf=be（在）+half（边）→站在（某人）一边→代表 

词源解释：on behalf of 其实应该写成 on half of（=on side of），里面的 be-是误加上的，

是当时人们受到古英语单词 behalve（=by side of，在旁边）的影响，把短语 on half of 中的

half 误写为 behalf，从而创造了 behalf 这个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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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behave：[bɪ'hev] vi.表现；运转；举止端正；起某种作用 vt.使守规矩；使表现得… 

结构分析：behave=be（加强语气）+have（持有，在此取其本意“保持”，引申为“自我

控制”、“举止表现”）→举止表现 

366. belong：[bɪ'lɔŋ] vi.属于，应归入 

结构分析：belong=be（加强语气）+long（一起走）→一起走→属于 

367. beloved：[bɪ'lʌvd] adj. 心爱的；挚爱的 n.心爱的人 

结构分析：beloved=be（加强语气）+lov(e)（爱）+ed（过去分词形式）→心爱的 

常见前缀5. dis-（不，相反，去掉） 

368. dislike：[dɪs'laɪk] vt. 不喜欢，厌恶 

结构分析：dislike=dis（不）+like（喜欢）→不喜欢 

369. disguise：[dɪs'ɡaɪz] vt. 掩饰；假装；隐瞒 n. 伪装；假装；用作伪装的东西 

结构分析：disguise=dis（去掉）+guise（装束，外观）→改变装束和外观→伪装，掩饰 

370. dishonour：[dɪs'ɑnɚ] n.不名誉；羞耻 vt.使丢脸；拒绝承兑，不履行 

结构分析：dishonour=dis（不）+honour（荣誉，尊敬）→不名誉，使丢脸 

371. dismay：[dɪs'me] vt.使沮丧；使惊慌 n.沮丧；惊慌 

结构分析：dismay=dis（反义）+may（能够）→使丧失能力→使沮丧 

常见前缀6. en-（使具有，使变得） 

372. enlarge：[ɪn'lɑrdʒ] v.扩大，放大 

结构分析：enlarge=en+large（大的）→扩大，放大 

373. enlighten：[ɪn'laɪtn] vt. 启发，启蒙；教导，开导；照耀 

结构分析：enlighten=en+lighten（变亮，照亮）→使变亮→启发，教导 

374. enrich：[ɪn'rɪtʃ] vt.充实；丰富；使富足 

结构分析：enrich=en+rich（富有的）→使富足，丰富 

375. entitle：[ɪn'taɪtl] vt. 称做…；定名为…；给…称号；使…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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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entitle=en+title（头衔）→使具有某头衔 

常见后缀1. -age（名词后缀） 

376. baggage：['bæɡɪdʒ] n.行李；辎重 

结构分析：baggage=bagg（=bag，袋子）+age→用袋子装的东西→行李 

377. garbage：['ɡɑrbɪdʒ] n.垃圾 

结构分析：garbage=garb（废弃的）+age→垃圾 

378. package：['pækɪdʒ] n.包裹 

结构分析：package=pack（包装）+age→包裹 

379. postage：['postɪdʒ] n. 邮资，邮费 

结构分析：postage=post（邮递）+age（名词后缀）→邮资 

380. shortage：['ʃɔrtɪdʒ] n. 缺乏，缺少；不足 

结构分析：shortage=short（不足的）+age→缺乏 

381. village：['vɪlɪdʒ] n.村庄 

结构分析：village=vill（乡村房屋）+age→村庄 

382. voltage：['voltɪdʒ] n.电压；伏特数 

结构分析：voltage=volt（伏特，电压的度量单位）+age→电压，伏特数 

常见后缀2. -al（名词后缀） 

383. burial：['bɛrɪəl] n.葬礼；埋葬 

结构分析：burial=buri（=bury，埋葬）+al→葬礼 

384. trial：['traɪəl] n. 试验；审讯 

结构分析：trial=tri（=try，尝试）+al→试验；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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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后缀3. -dom（名词后缀） 

385. freedom：['fridəm] n. 自由 

结构分析：freedom=free（自由的）+dom→自由 

386. kingdom：['kɪŋdəm] n. 王国 

结构分析：kingdom=king（国王）+dom→国王的领地→王国 

387. random：['rændəm] n.随意 adj.随机的 

结构分析：random=ran（=run，奔跑）+dom→四处奔跑→随意 

常见后缀4. -et/-ette/let-/-ling/-ie/-el（名词后缀，指小形式） 

388. blanket：['blæŋkɪt] n.毛毯 

结构分析：blanket=blank（白色的）+et→白色的小东西→带细毛的白色呢绒→毛毯 

词源解释：blanket 原本指一种带有细毛的白色呢绒。据传，1320 年，在英国最早的纺

织工业中心布里斯托尔市，一位毛纺品制造商在寒冷的冬夜里用这种白色呢绒铺床取暖，意

外发现这种呢绒的保暖效果特别好，于是开始使用这种白色呢绒制作御寒用的毛毯，并在市

场上取得了很好的销量。这种用白色呢绒做成的毛毯就被称为 blanket，后来该词演变成对

所有毛毯的总称。 

389. budget：['bʌdʒɪt] n.预算 v.编预算 

结构分析：budget=budg（皮包）+et→小皮包 

词源解释：过去，英国财政大臣到议会提请审批财政预算时，通常将预算材料装在一个

小皮包中，在会场上再从皮包中掏出来。所以当时的人们就用“openthebudget”（打开皮包

拿出预算材料）来表示“提出预算”。时间长了，budget 一词的意思就逐渐从“装预算材料

的小皮包”转变为“预算”本身了。 

390. cabinet：[ˈkæbənət] n. 内阁；橱柜；小陈列室 

结构分析：cabinet=cabin（小屋）+et→极小的房间→小陈列室，橱柜 

词源解释：cabinet（内阁）是由中世纪英国国王的顾问机构枢密院（the Privy Council）

中的外交委员会演变而来的。1066 年的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以后，实行中央集权

统治，设立了中央管理机关“御前会议”，御前会议是国王的咨询机构和办事机构。到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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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国王的御前会议更加固定和完善，发展成为枢密院，以后枢密院中又分设若干个委员

会，分管各项事务，其中外交委员会地位最显要，也最得英王的信任。从查理二世、威廉三

世到安娜女王，在庞大的枢密院会议上讨论政务之前，英王总要与外交委员会的少数亲信大

臣聚集于一个小房间，秘密开会讨论。因此人们便该委员会称为 cabinet council，后来简化

为 cabinet，用于表示政府中的核心成员组成的群体。 

391. carpet：['kɑrpɪt] n.地毯；地毯状覆盖物 

结构分析：carpet=carp（撕扯）+et→拆散的碎布料 

词源解释：原本指一种用拆散的碎布料制成的粗布，常用作桌布或床罩。15 世纪时，有

位贵妇人发现，把这种粗布铺在冰冷的地板上有御寒效果，并且既可以坐也可以跪。从此以

后，将 carpet 铺在地板上成为了一种时尚潮流。carpet 因而就产生了“地毯”的含义。 

392. jacket：['dʒækɪt] n.夹克，短上衣 

结构分析：jacket=jack（古代一种束腰外衣）+et→较短的外衣→夹克，短上衣 

393. leaflet：['liflət] n. 小叶；传单 

结构分析：leaflet=leaf（树叶）+let→小叶 

394. packet：['pækɪt] n. 小包；数据包 

结构分析：packet=pack（包）+et→小包 

395. tablet：[ˈtæblɪt] n. 碑；药片；写字板；小块；平板电脑 

结构分析：tablet=tabl（桌子，平板）+et→小平板 

396. ticket：['tɪkɪt] n. 票；入场券 

结构分析：ticket=tick（=stick，贴纸，便签条）+ et→小纸条 

词源解释：源自古法语，最早表示粘贴在法庭、兵营等场所墙壁上的关于礼仪和行为举

止要求的小告示。在中世纪，法国宫廷礼节繁琐，每次盛宴之前宾客都会收到一张小纸条，

上面列出了入宫后应该遵守的礼节以及着装方面的要求。这种小纸条也被称为 ticket。这种

小纸条还可以用来作为收到邀请的凭证，等同于门票，因此 ticket 一词衍生出“门票”之意。 

397. trumpet：['trʌmpɪt] n. 喇叭；小号；喇叭声 

结构分析：trumpet=trump（喇叭）+et→喇叭 

398. cigarette：[ˌsɪɡəˈrɛt] n.香烟；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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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cigarette=cigar（雪茄）+ette→小雪茄→香烟 

399. darling：['dɑrlɪŋ] n. 心爱的人；亲爱的 

结构分析：darling=dar（=dear，亲爱的）+ling→亲爱的 

助记窍门：常音译为“达令” 

400. cookie：['kʊki] n.小饼干；曲奇饼 

结构分析：cookie=cook（=cake，饼干）+ie→小饼干 

401. panel：['pænl] n.仪表板；嵌板 

结构分析：panel=pan(e)（面，边，窗格）+el→小面板→仪表板，嵌板 

常见后缀5. -hood（名词后缀） 

402. childhood：['tʃaɪldhʊd] n.童年时期；幼年时代 

结构分析：childhood=child（孩子）+hood→孩提时代→童年 

403. likelihood：['laɪklɪhʊd] n. 可能性 

结构分析：likelihood=likeli（=likely，可能的）+hood→可能 

404. neighbourhood：[nebɚˌhʊd] n. 邻近；周围；邻居关系；附近一带 

结构分析：neighbourhood=neighbour（邻居）+hood→邻居关系 

常见后缀6. -ion/-ation（名词和动名词后缀） 

405. pollution：[pə'luʃən] n.污染 

结构分析：pollution=pollut(e)（污染）+ion→污染 

406. invitation：[,ɪnvɪ'teʃən]  n. 邀请 

结构分析：invitation=invit(e)（邀请）+ation→邀请 

407. dramatization：[,dræmətɪ'zeʃən] n. 编剧；改编成戏剧 

结构分析：dramatization=dramat（=drama，戏剧）+iz（动词后缀）+ation→改编成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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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后缀7. -ment（名词后缀） 

408. argument：['ɑrɡjumənt] n.争论，争吵；论证 

结构分析：argument=argu(e)（争论）+ment→争论 

409. equipment：[ɪ'kwɪpmənt] n. 设备，装备 

结构分析：equipment=equip（配备）+ment→设备，装备 

410. government：['ɡʌvɚnmənt] n. 政府；政体；管辖 

结构分析：government=govern（统治）→ment→管辖；政府 

411. harassment：[hə'ræsmənt] n.骚扰 

结构分析：harassment=harass（骚扰）+ment→骚扰 

412. pavement：['pevmənt] n. 人行道；路面 

结构分析：pavement=pave（铺设）+ment→铺设好的东西→人行道 

413. payment：['pemənt] n.支付；付款；报酬；报答；偿还 

结构分析：payment=pay（支付）+ment→支付 

414. refreshment：[ri'frɛʃmənt] n. 点心；起提神作用的东西；精力恢复 

结构分析：refreshment=refresh（恢复精力）+ment→起提神作用的东西→茶点 

415. shipment：['ʃɪpmənt] n.装货；运货；满载的货物；一次的运载量；负载 

结构分析：shipment=ship（船运）+ment→运货，装货 

常见后缀8. -ness（名词后缀） 

416. business：[ˈbɪznɪs] n.商业；生意；公务；交易；事情 

结构分析：business=busi（=busy，忙碌的）+ness（名词后缀）→忙碌之事→生意 

417. darkness：['dɑrknəs] n. 黑暗 

结构分析：darkness=dark（黑暗的）+ness→黑暗 

418. goodness：[ˈgʊdnɪs] n.善良；优秀 

结构分析：goodness=good（好的）+ness→善良，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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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happiness：['hæpɪnəs] n. 幸福 

结构分析：happiness=happi（=happy，幸福的）+ness→幸福 

420. illness：['ɪlnəs] n.疾病 

结构分析：illness=ill（生病的）+ness→疾病 

421. kindness：['kaɪndnəs] n. 仁慈；好意；友好的行为 

结构分析：kindness=kind（仁慈的）+ness→仁慈 

422. sadness：['sædnəs] n. 悲哀 

结构分析：sadness=sad（悲哀的）+ness→悲哀 

423. sickness：['sɪknəs] n. 疾病 

结构分析：sickness=sick（生病的）+ness→疾病 

424. thickness：[ˈθɪknɪs] n. 厚度；层；浓度 

结构分析：thickness=thick（厚的，浓的）+ness→厚度，浓度 

425. weakness：['wiknəs] n. 弱点；软弱 

结构分析：weakness=weak（软弱的）+ness→软弱，弱点 

常见后缀9. -ery（名词后缀） 

426. brewery：['bruəri] n.啤酒厂 

结构分析：brewery=brew（酿造）+ery→酿酒场所→啤酒厂 

427. bakery：['bekəri] n.面包店；面包房 

结构分析：bakery=bak（=bake，烘烤）+ery→烘烤（面包）的场所→面包房→面包店 

428. bravery：['brevəri] n. 勇敢；勇气 

结构分析：bravery=brav(e)（勇敢的）+ery→勇敢，勇气 

常见后缀10. -ure（名词后缀） 

429. fixture：['fɪkstʃɚ] n.固定；固定装置；固定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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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fixture=fix（固定）+t+ure→固定，固定装置 

430. mixture：['mɪkstʃɚ] n. 混合；混合物 

结构分析：mixture=mix（混合）+t+ure（名词后缀）→混合，混合物 

431. moisture：['mɔɪstʃɚ] n.湿度；潮湿；降雨量 

结构分析：moisture=moist（潮湿的）+ure→湿度 

常见后缀11. -ship（名词后缀） 

432. fellowship：['fɛloʃɪp] n.伙伴关系；团体；协会；研究员群体；研究员职位；奖学金 

结构分析：fellowship=fellow（伙伴）+ship→伙伴关系，团体 

433. friendship：['frɛndʃɪp] n. 友谊 

结构分析：friendship=friend（朋友）+ship→友谊 

434. hardship：['hɑrdʃɪp] n. 困苦；苦难；艰难险阻 

结构分析：hardship=hard（困难的）+ship→困苦 

435. leadership：['lidɚʃɪp] n. 领导能力；领导阶层 

结构分析：leadership=leader（领导者）+ship→领导能力 

436. membership：['mɛmbɚʃɪp] n.会员资格；成员资格 

结构分析：membership=member（会员，成员）+ship→会员资格，成员资格 

437. ownership：['onɚʃɪp] n. 所有权；物主身份 

结构分析：ownership=owner（所有者，物主）+ship→所有权 

438. scholarship：['skɑlɚʃɪp] n. 奖学金；学识，学问 

结构分析：scholarship=scholar（学者）+ship→奖学金 

常见后缀12. -ine（名词后缀） 

439. cocaine：[ko'ken] n.可卡因；古柯碱 

结构分析：cocaine=coca（古柯）+ine→从古柯中提取的化学物质→古柯碱，可卡因 

440. routine：[rʊ'tin] n.程序；日常工作；例行公事 adj. 日常的；例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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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routine=rout(e)（路线）+ine（名词后缀）→日常工作 

常见后缀13. -ter/-ster（名词后缀） 

441. laughter：['læftɚ] n. 笑；笑声 

结构分析：laughter=laugh（笑）+ter→笑，笑声 

442. slaughter：['slɔtɚ] n.屠杀；屠宰；杀戮 

结构分析：slaughter=slaugh（=slay，屠杀）+ter→屠杀 

443. youngster：['jʌŋstɚ] n.年轻人；少年；青年 

结构分析：youngster=young（年轻的）+ster→年轻人 

常见后缀14. -th/-t（名词后缀） 

444. breadth：[brɛdθ] n. 宽度 

结构分析：breadth=bread（=broad，宽的）+th→宽度 

445. death：[dɛθ] n. 死；死亡；死神 

结构分析：death=dea（die，死亡）+th→死亡 

446. depth：[dɛpθ] n.深度 

结构分析：depth=dep（=deep，深的）+th→深度 

447. length：[lɛŋθ] n. 长度 

结构分析：length=leng（=long，长的）+th→长度 

448. growth：[ɡroθ] n. 增长；发展；生长 

结构分析：growth=grow（生长）+th→生长 

449. youth：[jʊθ] n.青春；年轻；青少年时期 

结构分析：youth=you（=young，年轻的）+th→青春 

450. birth：[bɝθ] n. 出生 

结构分析：birth=bir（=born，出生）+th→出生 

451. death：[dɛθ] n.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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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death=dea（=die，死亡）+ th→死亡 

452. health：[hɛlθ] n. 健康；卫生；保健 

结构分析：health=heal（痊愈，健康的）+th→健康 

453. strength：[strɛŋθ] n. 力量；力气；兵力；长处 

结构分析：strength=strong（强壮的）+th→力量 

454. truth：[trʊθ] n. 真理；事实 

结构分析：truth= tru(e)（真实的）+th→真理，事实 

455. warmth：[wɔrmθ] n. 温暖；热情 

结构分析：warmth=warm（温暖的）+th→温暖；热情 

456. wealth：[wɛlθ] n. 财富；大量；富有 

结构分析：wealth=weal（=well，良好的，幸福的）+th→福利→财富 

457. width：[wɪdθ] n. 宽度；广度 

结构分析：width=wid(e)（宽广的）+th→宽度，广度 

458. theft：[θɛft] n. 盗窃 

结构分析：theft=thef（=thief，盗窃）+t→盗窃 

459. weight：[wet] n. 重量 

结构分析：weight=weigh（称重，权衡）+ t→重量 

460. height：[haɪt] n. 高地；高度 

结构分析：height=heigh（=high，高的）+ t→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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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词根法 

使用范围：由词根加词缀组成的单词 

常见词根1. abil-（能够） 

来源：拉丁语形容词 habilis（能够），不发音的字母 h 后来脱落 

461. able：['ebl] adj.能够 

结构分析：able=ab(i)l（能够）+e→能够 

462. ability：[ə'bɪləti] n.能力 

结构分析：ability=abil（能够）+ity（名词后缀）→能力 

463. disability：[,dɪsə'bɪləti] n. 残疾；无能；无资格 

结构分析：disability=dis（反义）+abil（能够）+ity（名词后缀）→残疾；无能 

464. disable：[dɪs'ebl] vt. 使失去能力；使残废 

结构分析：disable= dis（反义）+able（能够）→使失去能力 

465. disabled：[dɪs'ebld] adj. 残废的 

结构分析：disabled=disabl(e)（使残废）+ed（过去分词）→残废的 

466. enable：[ɪ'nebl] vt. 使能够，使成为可能 

结构分析：enable=en（使）+able（能够）→使能够 

467. unable：[ʌn'ebl] adj. 不会的，不能的；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结构分析：unable=un（反义）+able（能够）→不能的 

常见词根2. ac-/acr-（尖锐的） 

来源：原始印欧语词根 ak-（尖的） 

468. acid：['æsɪd] adj.酸的；讽刺的；刻薄的 n.酸 

结构分析：acid=ac（尖锐的）+id（形容词后缀）→尖锐的→酸的，刻薄的，讽刺的 

469. acute：[ə'kjut] adj.急性的；严重的；敏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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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acute=ac（尖锐的）+ute（=ate，动词和形容词后缀）→急性的 

470. acrobat：['ækrəbæt] n. 杂技演员；特技演员 

结构分析：acrobat=acr（尖端，顶端）+o+bat（行走）→在最高点行走→走高空钢索者

→杂技演员 

常见词根3. aer-（空气） 

来源：希腊语名词 aer（空气）及其属格形式 aeros 

在辅音字母前常加 o 变为 aero- 

471. air：[ɛr] n.空气 

词源解释：由 aer 演变而成，其中的元音字母 e 音变为 i 

472. aero：['ɛro] adj. 航空的；飞机的；飞行的 

473. aerial：['ɛrɪəl] adj. 空中的，航空的；空气的 

结构分析：aerial=aer（空气）+ial（形容词后缀）→空中的 

474. aeroplane：[ˈɛrəˌplen] n. 飞机（等于 airplane） 

结构分析：aeroplane=aero（空气）+plan（平面，滑翔）+e→在空中滑翔之物→飞机 

词源解释：原本是个生物学术语，指甲虫翅膀的平整表面。当人类开始研制飞行器时，

该词被用来表示飞行器的翼。直到 1873 年，该词首次被用来表示人类研发的飞行器。20 世

纪初，该词被 airplane 一词替代，后者后来进一步简化为 plane（飞机）。 

常见词根4. ag-/act-（动作，行动，活动，驱动） 

来源：拉丁语动词 agere（驱动，行动）及其完成分词 actus 

475. act：[ækt] v.行动；扮演；起作用 

476. action：['ækʃən] n.行动；活动 

结构分析：action=act（行动）+ion（名词后缀）→行动 

477. active：['æktɪ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 

结构分析：active=act（行动）+ive（形容词后缀）→活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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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 activate：['æktə'vet] v.激活；使活跃；使活动 

结构分析：activate=activ(e)（活跃的）+ate（动词后缀）→激活 

479. activity：[æk'tɪvəti] n.活跃度 

结构分析：activity=activ(e)（活跃的）+ity（名词后缀）→活跃度 

480. actor：['æktɚ] n.男演员 

结构分析：actor=act（扮演）+or（者）→男演员 

481. actress：['æktrɪs] n.女演员 

结构分析：actress=act(o)r（男演员）+ess（阴性名词后缀）→女演员 

482. actual：['æktʃuəl] adj.真实的，实际的 

结构分析：actual=act（行动）+ual（形容词后缀）→与行动有关的→实际的 

483. actually：['æktʃuəli] adv. 实际上；事实上 

结构分析：actually=actual（实际的）+ly（副词后缀）→实际上 

484. exact：[ɪɡ'zækt] adj.精确的 

结构分析：exact=ex（出来）+act（做，驱使）→驱使出来，使彻底完成→精确地满足要

求→精确的 

485. exactly：[ɪɡ'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 

结构分析：exactly=exact（精确的）+ly（副词后缀）→正是 

486. examine：[ɪg'zæmɪn] v. 检查；检测；考试 

结构分析：examine=ex（出来）+amin（=act，驱使）+e→驱使（隐患）出来→检测 

487. examination：[ɪg'zæmə'neʃən] n. 考试；检查，缩写为 exam 

结构分析：examination=examin(e)（考试）+ation（动名词后缀）→考试 

488. interact：[,ɪntɚ'ækt] v.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结构分析：interact=inter（在之间，相互）+act（作用）→相互作用 

489. interaction：[,ɪntə'rækʃən] n. 相互作用 

结构分析：interaction=interact（相互作用）+ion（名词后缀）→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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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 react：[ri'ækt] v.反应；反抗；起反作用 

结构分析：react=re（反）+act（行动）→反应 

491. reaction：[rɪ'ækʃən] n. 反应，反作用 

结构分析：reaction=react（反应）+ion（名词后缀）→反应 

492. transaction：[træn'zækʃən] n.交易；事务；办理；处理 

结构分析：transaction=trans（贯穿）+act（做，驱使）+ion（名词后缀）→做到底→办

理，处理→交易，事务 

493. agency：['edʒənsi] n.代理处；经销处；中介 

结构分析：agency=ag（做事）+ency（名词后缀）→（替人）做事的机构→代理 

494. agent：['edʒənt] n.代理人；代理商；特工 

结构分析：agent=ag（做事）+ent（形容词后缀）→（替人）做事的（人）→代理人 

495. agenda：[ə'dʒɛndə] n.议程；日常工作事项；日程表 

结构分析：agenda=ag（做事）+enda（应……的事物）→应去做的事→议程 

496. agitate：[ˈædʒɪˌteɪt] v.煽动；摇动；使激动；骚动 

结构分析：agitate=ag（驱动）+it（反复动词形式）+ate（动词后缀）→反复驱动→煽动 

常见词根5. al-/ult-（滋养，使生长，使长高） 

来源：拉丁语动词 alere（滋养，使生长，使长高）及其完成分词 ultus，最终源自原始

印欧语词根 al-。 

常见变体形式：ol-/alt- 

497. abolish：[ə'bɑlɪʃ] vt.废除 

结构分析：abolish=ab（偏离，不）+ol（使生长）+ish（动词后缀）→使不再生长→废

除 

近义辨析：abolish 和 cancel 都可以表示“取消”，区别在于，abolish 是正式用词，指彻

底废除某种制度、规章或习俗。cancel 比较通俗，多指取消债务、合同、证书、比赛、旅行、

计划或约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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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 adolescence：[,ædə'lɛsns] n.青春期 

结构分析：adolescence=ad（去）+ol（滋养，使生长）+esc（表始形式）+ence（名词后

缀）→开始生长发育的时期→青春期 

499. adolescent：[,ædə'lɛsnt] adj.青春期的 n.青少年 

结构分析：adolescent=ad（去）+ol（滋养，使生长）+esc（表始形式）+ent（形容词后

缀）→开始生长发育的→青春期的 

500. adult：['ædʌlt] adj.成年的 n.成年人 

结构分析：adult=ad（去）+ult（滋养，使生长）→已经长大的（人）→成年的，成年人 

501. altitude：['æltɪtud] n.高度；海拔；高地 

结构分析：altitude=alt（长高，变高）+itude（名词后缀）→高度 

502. coalition：[ˌkoʊəˈlɪʃn] n. 联合；结合，合并 

结构分析：coalition=co（一起）+al（生长）+ition（动名词后缀）→生长到一起→结合 

常见词根6. al-/alter-（另一个，其他的，彼处；变化） 

来源：原始印欧语词根 al-（彼处，那边，另外的）及其比较级形式 alter 

常见变体形式：el-/all- 

503. else：[ɛ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结构分析：else=el（=al，其他的）+se→其他的 

504. alien：[ˈeliən] adj.外国的；相异的 n.外星人；外国人 

结构分析：alien=ali（其他的）+en→（来自）其他地方的→外星人，外国人 

505. alter：['ɔltɚ] v.改变；更改，修改 

506. alternate：[ˈɔltɚˌnet; ˈɔ:ltərnət] v.（使）交替；（使）轮流 adj.交替的；轮流的 

结构分析：alternate=alter（另一个）+n+ate（动词和形容词后缀）→换成另一个→交替，

交替的 

507. alternative：[ɔl'tɝnətɪv] adj.可选择的；可替换的；替代的 n.二选一；替换物 

结构分析：alternative=alternat(e)（交替）+ive（形容词后缀）→可替换的，替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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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 other：['ʌðɚ]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结构分析：other=alter（另一个），其中 o 对应 al，ther 对应 ter 

509. another：[ə'nʌðɚ] adj.另一；另外的 pron.另一个 

结构分析：another=an（一个）+other（其他的）→另一个 

常见词根7. am-（爱，恋爱，喜爱，友爱） 

来源：拉丁语动词 amare（爱）及其完成分词 amatus 

常见变体形式：em- 

510. amateur：[ˈæmətər] n.业余爱好者；外行 

结构分析：amateur=am（爱）+at（动词后缀）+eur（=er，者）→爱好者 

511. amiable：['emɪəbl] adj. 和蔼的；亲切的 

结构分析：amiable=am（喜爱）+i+able（可以）→令人喜爱的→和蔼可亲的 

512. enemy：['ɛnəmi] n.敌人 

结构分析：enemy=en（=in，不）+em（友爱）+y（名词后缀）→不友爱之人→敌人 

常见词根8. amb-（四处，围绕） 

来源：原始印欧语词根 ambhi-（四处，围绕） 

常见变体形式：emb- 

513. ambassador：[æm'bæsədɚ] n.大使；使节 

结构分析：ambassador=amb（四处）+ass（奔波）+ador（=ator，者）→四处奔波者→信

使→大使，使节 

514. ambassadress：[æm'bæsədrɛs] n.大使夫人；女大使 

结构分析：ambassadress=ambassad(o)r（大使）+ess（阴性名词后缀）→大使夫人 

515. embassy：['ɛmbəsi] n.大使馆；大使馆全体人员 

结构分析：embassy=emb（四处）+ass（奔波）+y（名词后缀）→大使职务→大使馆 

516. ambiguous：[æm'bɪɡjuəs] adj.模棱两可的；引起歧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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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ambiguous=amb（四处）+ig（移动）+uous（形容词后缀）→四处动的→向

多个方向引申的→模棱两可的 

517. ambition：[æm'bɪʃən] n.野心，雄心；抱负 

结构分析：ambition=amb（四处）+it（走）+ion（名词后缀）→四处奔走（拉选票）→

为竞选公职四处活动→野心，雄心 

词源解释：源自拉丁语，原本指古罗马人为了竞选公职而四处奔走拉选票的行为，引申

为人的政治野心，现可表示一般的抱负、志向。 

助记窍门：ambition 谐音“俺必胜” 

518. ambitious：[æm'bɪʃəs] adj. 野心勃勃的；有雄心的 

结构分析：ambitious= ambiti(on)（野心，雄心）+ous（形容词后缀）→野心勃勃的 

519. ambulance：['æmbjələns] n.救护车 

结构分析：ambulance=amb（四处）+ul（走，去）+ance（名词后缀）→四处走的东西→

救护车 

词源解释：在 18 世纪之前，ambulance 指的是战场上的流动医院。后来，在拿破仑发动

的对欧战争中，他手下有位随军外科大夫 Dominique Jean Larry 设计了一种用于急救的快速

运载工具。随后，英国军队也采用了类似的伤员救护及运载工具，人们用英语 ambulance cart

或 ambulance cargo 来表示这种伤员救护及运载工具，进而将它们简称为 ambulance。从此以

后，ambulance 可以用来表示各种用于急救的交通工具，如救护车、急救船或急救飞机。当

然，用的最多还是“救护车”之意。 

助记窍门：ambulance 谐音“俺不能死” 

常见词根9. ampl-（大的，广阔的） 

来源：拉丁语形容词 amplus（大的，广阔的） 

520. ample：['æmpl] adj.丰富的；宽敞的 

结构分析：ample=ampl（大的，广阔的）+e→丰富的，宽敞的 

521. amplify：['æmplɪfaɪ] v.放大，扩大；增强 

结构分析：amplify=ampl（大的）+i+fy（使，变得）→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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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amplifier：['æmplɪfaɪɚ] n.放大器，扩大器；扩音器 

结构分析：amplifier=amplifi（=amplify，放大）+er（者）→放大器 

常见词根10. ang-/ank-（弯折，弯钩） 

来源：原始印欧语词根 ang-/ank-（弯折，弯钩） 

523. angle：['æŋɡl] n.角；角度 

结构分析：angle=ang（弯折，弯钩）+le（名词后缀）→弯折→角度 

524. triangle：['traɪæŋɡl] n.三角；三角形 

结构分析：triangle=tri（三）+angle（角）→三角 

525. ankle：['æŋkl] n.踝关节 

结构分析：ankle=ank（弯折，弯钩）+le（名词后缀）→（人体的）弯折部位→踝关节 

526. anchor：['æŋkɚ] n.锚 v.抛锚，固定 

结构分析：anchor=anch（弯折，弯钩）+or（者）→有弯钩之物→锚 

常见词根11. ang-/anxi-（勒紧，使变窄，使憋屈） 

来源：原始印欧语词根 angh-（勒紧，使变窄，使憋屈） 

527. anger：['æŋɡɚ] n.愤怒 v.激怒，发怒 

结构分析：anger=ang（勒紧，使变窄）+er→勒人脖子，使人难受→使人恼怒，激怒 

528. angry：[ˈæŋgrɪ] adj.愤怒的 

结构分析：angry=ang(e)r（愤怒）+y（形容词后缀）→愤怒的 

529. anguish：['æŋɡwɪʃ] v.使极度痛苦；感到极度痛苦 n.痛苦 

结构分析：anguish=ang（勒紧，使变窄）+u+ish（名词后缀）→勒人脖子→使极度痛苦 

530. anxiety：[æŋ'zaɪəti] n.焦虑；渴望；挂念；令人焦虑的事 

结构分析：anxiety=anxi（勒紧，使变窄）+ety（=ity，名词后缀）→被人勒住脖子透不

过气来→焦虑 

531. anxious：['æŋkʃəs] adj.焦虑的；担忧的；渴望的；急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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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anxious=anxi（勒紧，使变窄）+ous（形容词后缀）→被人勒住脖子的→焦虑

的；急切的 

常见词根12. anim-（呼吸，生命，心意，精神） 

来源：拉丁语名词 anima(阴性)/animus(阳性)（呼吸，生命，心意，精神） 

532. animal：['ænɪml] n.动物 

结构分析：animal=anim（呼吸）+al（形容词后缀）→能呼吸的事物→动物 

533. animate：['ænɪmet] v.赋予生命；使有生气；使活泼 adj.有生命的 

结构分析：animate=anim（生命）+ate（动词和形容词后缀）→赋予生命，有生命的 

534. unanimous：[jʊ'nænəməs] adj. 全体一致的；意见一致的；无异议的 

结构分析：unanimous=un（统一）+anim（心意）+ous（形容词后缀）→心意统一的→

意见一致的 

常见词根13. ann-（年） 

来源：拉丁语名词 annus（年） 

后面常加元音字母 u 或 i 

535. annual：['ænjuəl] adj.年度的；每年的 

结构分析：annual=annu（年）+al（形容词后缀）→年度的 

536. anniversary：[,ænɪ'vɝsəri] n.周年纪念日 

结构分析：anniversary=anni（年）+vers（转）+ary（形容词后缀）→每年都会转到的（日

子）→周年纪念日 

常见词根14. ant-/anti-（在前面，正对着，对抗） 

来源：原始印欧语词根 anti-（在前面，正对着） 

常见变体形式：anc-/anci- 

537. ancient：[ˈe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 

结构分析：ancient=anci（在前面）+ent（形容词后缀）→（很久）以前的→古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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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antique：[æn'tik] adj.古老的 n.古董，古玩；古风 

结构分析：antique=ant（在前面）+ique（=ic，形容词后缀）→（很久）以前的→古老的

（东西）→古董 

539. advance：[əd'væns] n.发展；前进；预先 v.（使）前进；领先 

结构分析：advance=adv（=ad，趋近）+anc（向前，在前）+e→前进；领先 

540. advanced：[əd'vænst] adj. 先进的；高级的 

结构分析：advanced=advan(e)（前进，领先）+ed（过去分词形式）→先进的 

541. advantage：[əd'væntɪdʒ] n.优势；有利条件 

结构分析：advantage=advant（=advance，领先）+age（名词后缀）→优势 

542. disadvantage：[,dɪsəd'væntɪdʒ]  n. 缺点；不利条件 

结构分析：disadvantage=dis（反义）+advantage（优势，有利条件）→缺点，不利条件 

常见词根15. ap-/apt-（贴近，结合） 

来源：拉丁语动词 apere（贴近，结合）及其完成分词 aptus 

543. apt：[æpt] adj.有某种倾向的；有可能的；聪敏的；合适的 

544. adapt：[ə'dæpt] vt.使适应；改编 vi.适应 

结构分析：adapt=ad（去，趋近）+apt（贴近，结合）→贴到一起→（使）适应 

545. adaptation：[,ædæp'teʃən] n.适应；改编；改编本 

结构分析：adaptation=adapt（适应）+ation（动名词后缀）→适应；改编 

546. attitude：['ætɪtʊd] n.态度；看法；意见；姿势 

结构分析：attitude=att（=apt，贴近）+itude（名词后缀）→倾向，靠近→态度 

常见词根16. arch-（最初的，第一的；首领，统治者，统治） 

来源：希腊语形容词 arkhe（最初的，第一的），名词 arkhos（首领，统治者），动词 arkhein

（当首领，统治） 

547. hierarchy：['haɪərɑrki] n. 层级；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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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hierarchy=hier（宗教的，僧侣的）+arch（统治）+y（名词后缀）→僧侣的统

治制度→神职人员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 

548. monarch：['mɑnɚk] n. 君主，帝王；最高统治者 

结构分析：monarch=mon（唯一的）+arch（首领）→唯一的首领→君主 

常见词根17. arm-（武器，武装） 

来源：拉丁语名词 arma（武器，武装） 

549. arm：[ɑrm] n.武器，装备 v.武装起来 

550. army：['ɑrmi] n.陆军，军队 

结构分析：army=arm（武装）+y（形容词后缀）→武装的（力量）→武装力量→军队 

551. alarm：[ə'lɑrm] n.警报，警告器；闹钟 

结构分析：alarm=al（=ad，去，趋向）+arm（武器）→快去拿武器！→警报 

词源解释：来自意大利语，原本是哨兵发现敌军来袭时发出的叫喊声，引申为“警报” 

常见词根18. art-（艺术，手艺） 

来源：拉丁语名词 ars（手艺，艺术）的属格形式 artis 

552. art：[ɑrt] n.艺术；工艺；美术 

553. artist：['ɑrtɪst] n.艺术家；美术家（尤指画家） 

结构分析：artist=art（艺术）+ist→艺术家 

554. artistic：[ɑr'tɪstɪk] adj. 艺术的；风雅的；有美感的 

结构分析：artistic=artist（艺术家）+ic（形容词后缀）→艺术家的→艺术的，风雅的 

555. artificial：[,ɑrtɪ'fɪʃl] adj.人造的；仿造的；非原产地的 

结构分析：artificial=art（手艺）+i+fic（制造）+ial（形容词后缀）→靠人的手艺制造出

来的→人造的，仿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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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词根19. arti-（节，结合处） 

来源：拉丁语名词名词 artus 

556. article：['ɑrtɪkl] n.文章；物品；条款；冠词 

结构分析：article=arti（节）+cle（小东西）→一小节→文章，条款→物品，冠词 

557. articulate：[ɑr'tɪkjulet] adj.分节的；有关节的；发音清晰的 v.清晰地说；用关节连接 

结构分析：articulate=arti（节）+cul（小东西）+ate（动词和形容词后缀）→分节的，用

关节连接 

常见词根20. aster-/astr-（星星） 

来源：希腊语名词 aster/astron（星星），最终源自原始印欧语词根 ster-（星星），和 star

（星星）同源。 

后面接辅音字母时，常加上字母 o，变为 astero-或 astro-。 

558. astronomy：[ə'strɑnəmi] n.天文学 

结构分析：astronomy=astro（星星）+nomy（规则）→星星运行的规则→天文学 

559. astronomer：[ə'strɑnəmɚ] n.天文学家 

结构分析：astronomer=astronom(y)（天文学）+er（者）→天文学家 

560. disaster：[dɪ'zæstɚ] n.灾难，灾祸；不幸 

结构分析：disaster=dis（偏离）+aster（星星）→星星偏离正常位置→凶兆→灾难 

词源解释：古人相信星相学，认为星星能主宰人的命运。当星星偏离正常位置时，视为

凶兆，认为将有大祸降临。 

561. disastrous：[dɪ'zæstrəs] adj.灾难的；灾难性的；损失惨重的 

结构分析：disastrous=disast(e)r（灾难）+ous（形容词后缀）→灾难的，灾难性的 

常见词根21. aud-/audi-（听） 

来源：拉丁语动词 audire（听）及其完成分词 auditus。 

著名德国汽车品牌奥迪（Audi）的含义就是“听”。它的创始人是德国人奥古斯特·霍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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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Horch）。霍希这个姓氏在德语中就是“听”的意思，被他所创办的第一家汽车公司用

作了品牌，所以他创办第二家汽车公司时，不能再使用自己的姓氏，就改用拉丁语中表示“听”

的单词 audi 来作为品牌。 

常见变体形式：ey-/edi- 

562. audience：['ɔdɪəns] n.观众；听众；读者 

结构分析：audience=audi（听）+ence（名词后缀）→听的人→听众，观众 

563. audio：['ɔdɪo] adj. 声音的；音频的 n.音频 

结构分析：audio=audi（听）+o→与听有关的→声音的，音频的 

564. audit：['ɔdɪt] v.审计；查账；旁听 n.审计 

结构分析：audit=aud（听）+it（动词后缀）→听→审计，旁听 

565. auditorium：[,ɔdɪ'tɔrɪəm] n. 礼堂，会堂；观众席 

结构分析：auditorium=aud（听）+it（动词后缀）+ori（形容词后缀）+um（场所）→听

的场所→会堂 

566. obey：[ə'be] v.听从，服从 

结构分析：obey=ob（去）+ey（听）→听从 

567. obedience：[ə'bidjəns] n. 听从；服从；顺从；遵守 

结构分析：obedience= ob（去）+edi（听）+ence（名词后缀）→听从，服从 

568. obedient：[oˈbidiənt] adj. 听从的；服从的；顺从的 

结构分析：obedient=ob（去）+edi（听）+ent（形容词后缀）→听从的，服从的 

常见词根22. aut-（自己） 

来源：希腊语 autos（自己）。 

后面常加上字母 o 变为 auto-。 

569. authentic：[ɔ'θɛntɪk] adj.真正的，真实的；地道的，正宗的；可信的，可靠的 

结构分析：authentic=aut（自己）+hent（做）+ic（形容词后缀）→自主行事，自主表达

的→表达真实意愿的→真实的 

助记窍门：authentic→authent（看作 author，作者）+ic（形容词后缀）→原作者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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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正的 

570. auto：['ɔto] n. 汽车（等于 automobile） 

571. automatic：['ɔtə'mætɪk] adj.自动的；无意识的 

结构分析：automatic=auto（自己）+mat（活动）+ic（形容词后缀）→自动的 

572. automation：[,ɔtə'meʃən] n. 自动化；自动操作 

结构分析：automation=auto（自己）+mat（活动）+ion（名词后缀）→自动化 

573. automobile：[,ɔtəmə'bil] n. 汽车 

结构分析：automobile=auto（自己）+mobile（移动）→自己移动之物→汽车 

574. autonomy：[ɔ'tɑnəmi] n. 自治；自治权 

结构分析：autonomy= auto（自己）+nom（治理）+y（名词后缀）→自治 

575. autonomous：[ɔ'tɑnəməs] adj.自治的；自主的；自发的 

结构分析：autonomous=auto（自己）+nom（治理）+ous（形容词后缀）→自治的 

常见词根23. aug-/auct-（创造，使生长） 

来源：拉丁语动词 augere（创造，使生长）及其完成分词 auctus 

常见变体：auth-/aux- 

576. augment：[ɔɡ'mɛnt] n.增加；增大 

结构分析：augment=aug（使生长）+ment（名词后缀）→增加；增大 

577. August：[ɔˈɡʌ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 

结构分析：August=aug（增加）+ust（最高级形式）→至高无上的→威严的 

词源解释：源自古罗马帝国的创始人屋大维（Octavian）的尊号 Augustus（奥古斯都）。

屋大维本是恺撒大帝的甥孙，后来被凯撒收为养子并指定为继承人。凯撒遇刺身亡后他开始

走上政治舞台。他结束了罗马国内的多年内战，统治罗马 40 多年，使罗马帝国进入了繁荣

发展时期。公元前 27 年 8 月罗马元老院授予他 Augustus（奥古斯都）的称号，意为“至尊

者”。公元 14 年，屋大维去世。罗马元老院决定将他列入神的行列。因为他是在 8 月被授

予 Augustus 尊号的，所以元老院决定用 Augustus 来命名八月，并将八月的天数增加 1 天，

使他与凯撒大帝平起平坐。所以现在的八月和七月都是 31 天。英语中的“August”（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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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来源于此。 

578. auction：['ɔkʃən] n.v.拍卖 

结构分析：auction=auct（增长）+ion（名词后缀）→（价格）逐渐增长→拍卖 

579. author：['ɔθɚ] n.作者；作家；创始人 

结构分析：author=auth（创造，使生长）+or（者）→作者，创始人 

580. authority：[ə'θɔrəti] n.权威；权力；当局 

结构分析：authority=author（作者，创始人）+ity（名词后缀）→作者和创始人的地位→

权威→权力，当局 

581. auxiliary：[ɔːɡ'zɪlɪəri] n.辅助者，辅助物；附属机构 adj. 辅助的；副的；附加的 

结构分析：auxiliary=aux（增大）+ili（形容词后缀）+ary（名词后缀）→用来补充增大

之物→辅助物，辅助者 

常见词根24. b*nd（捆绑） 

来源：原始日耳曼语 bindan（捆绑），最终源自原始印欧语词根 bhendh- 

582. band：[bænd] n.带，环；波段；乐队；一群 vi.用带绑扎；给...镶边 

词源解释：本意是“捆绑之物，布条”。古日耳曼人作战时常会在胳臂上绑上一块布条，

通过布条来区分敌我。因此 band 也就可以用来表示绑有相同布条的一群人，即同属于一个

集体的人，如一个乐队的所有成员。 

583. bandage：['bændɪdʒ] n.绷带 

结构分析：bandage=band（捆绑、包扎）+age（名词后缀）→用来包扎之物→绷带 

584. banner：['bænɚ] n. 旗帜，横幅 

词源解释：与 band（布条）同源，本意就是“用布做成的标识”，只是尺寸比 band 大一

些而已。 

585. bend：[bɛnd] v.（使）弯曲，（使）屈服，倾向 

词源解释：本意是“给弓绑上弓弦”。给弓绑弓弦的时候，弓会被压弯。所以 bend 的意

义后来逐渐演变为“使弯曲，使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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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 bent：[bɛnt] adj.弯曲的；决心的 

词源解释：来自单词 bend（弯曲）的过去分词形式。 

587. bind：[baɪnd] vt.捆绑；约束；装订；包扎 

588. bond：[bɑnd] n. （情感）连接纽带；结合；债券；约定 v.（使）结合，团结 

589. bound：[baʊnd] adj.被绑的；有义务的；必定的；受约束的 

词源解释：源自单词 bind（捆绑、结合）的过去分词形式。 

590. bundle：['bʌndl] n. 束；捆 

结构分析：bundle=bund（=bind，捆）+le（名词后缀）→捆在一起的东西→束，捆 

常见词根25. ball-1（球，圆形物） 

来源：原始印欧语词根*bhel- (2)（圆，膨胀） 

常见变体形式：bull- 

591. ball：[bɔl] n.球 

592. balloon：[bə'lun] n.气球 

结构分析：balloon=ball（球）+oon（指大名词后缀）→膨大的球→气球 

593. ballot：['bælət] n.选票；投票用纸；投票总数 v.投票 

结构分析：ballot=ball（球）+ot（指小名词后缀）→小球→选票 

词源解释：古人用黑白双色小球来进行不记名投票，白球代表赞同，黑球代表反对。 

594. bullet：['bʊlɪt] n. 子弹 

结构分析：bullet=bull（=ball，球）+et（指小名词后缀）→小球→子弹 

595. bulletin：['bʊlətɪn] n. 公告，公报 

结构分析：bulletin=bullet（=ballot，投票用纸，在此指“公文”）+in（指小名词后缀）

→小型公文→战况快报→公报，公告 

常见词根26. ball-2（投掷，抛扔，舞蹈） 

来源：希腊语动词 ballein（投掷，抛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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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变体形式：bol-/ble- 

596. ball：[bɔl] n.舞会 

597. ballet：[bæ'le] n.芭蕾 

结构分析：ballet=ball（舞蹈）+et（指小名词形式）→小段舞蹈表演→芭蕾 

词源解释：原本指的是 15 世纪时流行于意大利宫廷中的一种舞蹈表演，在宫廷宴会中，

经常会有这种舞蹈表演来娱乐宾客。17 世纪时，芭蕾舞的狂热粉丝，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将

芭蕾舞发扬光大。 

598. symbol：['sɪmbl] n.象征；符号；标志 

结构分析：symbol=sym（一起）+bol（扔）→扔到一起的东西→象征 

599. problem：['prɑbləm] n.难题；问题 

结构分析：problem=pro（向前）+ble（扔）+m（名词后缀）→向前扔出来的东西→难

题，问题 

常见词根27. ban-（公告） 

来源：原始日耳曼语 bannan（公告） 

600. ban：[bæn] n.禁令 

词源解释：本意是“公告”。在欧洲封建社会，封建领主有权在自己领地发布公告，其

中很多是禁止平民从事某种业务，只能由领主特许经营。所以 ban 一词常用来表示“禁令”。 

助记窍门：ban 谐音“榜”，发榜就是发公告。 

601. abandon：[ə'bænd(ə)n] vt.抛弃，放弃，放纵 

结构分析：abandon=a（=at，处于）+ban（发公告，在这里引申为管辖）+don（=dom，

名词后缀）→处于（他人）管辖之下→放弃，不去管 

词源解释：来自法语词组 àbandon，其中的 a 等于 at，bandon 是“管辖权”的意思，字

母意思是“发布公告的权利”，源自词根 ban-（公告、禁令）。àbandon 合起来就是“在（别

人的）管辖权下”，也就是“放弃自主、任人摆布”的意思。所以 abandon 一词衍生出“放

弃、放纵、不再控制”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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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词根28. bank-（长凳，工作台） 

来源：原始日耳曼语名词 bankon（长凳，工作台） 

常见变体形式：bangu- 

602. bench：[bɛntʃ] n. 长凳；工作台 

词源解释：来自古英语名词 benc，源自原始日耳曼语名词 bankon（长凳，工作台） 

603. bank：[bæŋk] n.银行 

词源解释：本意是“长凳”。古代货币兑换商将可供兑换的各种货币堆放在一条长凳上，

这就是最初的银行（bank）。 

604. bankrupt：['bæŋkrʌpt] adj.破产的 vt.使破产 

结构分析：bankrupt=bank（长凳）+rupt（断裂）→摆放货币的长凳被折断→破产的 

词源解释：古代，当货币兑换商因资金缺乏而无法继续经营时，人们就会折断他们摆放

货币的长凳，宣布他们“破产”。 

605. banquet：['bæŋkwɪt] n.宴会；盛宴；款待 v.宴请；设宴款待；参加宴会 

结构分析：banquet=banqu（长凳）+et（指小名词后缀）→摆在长凳上的小点心 

词源解释：中世纪的西方正式宴会上，当吃完正餐后或在两顿正餐之间，主人会在长凳

上摆上各种小点心来款待客人，类似现在的饭后甜点。banquet 原本指的就是这种小点心，

而不是宴会。15 世纪后，banquet 的词义发生变化，用来表示宴会本身而不是宴会后的小点

心。 

常见词根29. bar-（栏杆，条棒，障碍物；阻拦） 

来源：拉丁语名词 barra（栏杆，条棒，障碍物） 

606. bar：[bɑr] n.条，棒；酒吧；障碍；法庭 

词源解释：来自古法语，源自拉丁语，本意是“横梁”、“横木”，最早表示用来固定大

门的长木棍或铁棍，后来表示用这种条棒做成的屏障物，如酒吧中的吧台、法庭上用来分割

庭上和观众席的栅栏。因此，bar 又衍生出“酒吧”、“法庭”之意。 

607. barrel：['bærəl] n. 桶；枪管，炮管 

结构分析：barrel=barr（条棒）+el（名词后缀）→条棒做成的物品→桶→炮管→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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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 barrier：['bærɪɚ] n.障碍物，屏障 

结构分析：barrier=barr（=bar，阻碍）+ier（名词后缀）→用于阻碍之物→障碍 

609. embarrass：[ɪm'bærəs] vt. 使局促不安；使困窘；阻碍 

结构分析：embarrass=em（=in，对其）+barra（阻拦）+ss→阻拦→使困窘 

常见词根30. bas-（底部，基础，基座；低的） 

来源：拉丁语名词 basis（底部，基础，基座）及形容词 bassus 

610. base：[bes] n.基础；底部；垒 

611. basement：['besmənt] n.地下室；地窖 

结构分析：basement=base（底部）+ment（名词后缀）→房屋的底部→地下室 

612. basis：['besɪs] n.基础；底部；主要成分；基本原则或原理 

结构分析：basis=bas（基础）+is（名词后缀）→基础 

近义辨析：base 和 basis 都可以表示“基础”，区别在于：base 主要表示具体事物如房屋

的基础，而 basis 常比喻抽象事物如思想、友谊的基础。 

613. basic：['besɪk] adj.基本的；基础的 

结构分析：basic=bas（基础）+ic（形容词后缀）→基础的 

614. basically：['besɪkli] adv. 主要地，基本上 

结构分析：basically=bas（基础）+ical（形容词后缀）+ly（副词后缀）→基本上 

其他常见词根 

615. absorb：[æbˈsɔrb; əbˈsɔrb] vt.吸收；吸引；承受；理解；使…全神贯注 

结构分析：absorb=ab（分离）+sorb（吸）→吸收 

更多同根词：absorption（n.吸收） 

616. accumulate：[ə'kjumjəlet] v.累积，积聚，积攒 

结构分析：accumulate=ac（=ad，去）+cumul（堆积）+ate（动词后缀）→堆积起来→累

积，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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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同根词：cumulus（n.积云，堆积物） 

617. adore：[ə'dɔr] v.崇拜，爱慕，喜爱，极喜欢 

结构分析：adore=ad（去）+or（祈祷，庄重地说，在此引申为敬拜）+e→崇拜→爱慕，

极喜欢 

更多同根词： orate（vi.演说）；adorable（adj.可爱的） 

618. agony：['æɡəni] n. 苦恼；极大的痛苦；临死的挣扎 

结构分析：agony=agon（竞赛，痛苦）+y（名词后缀）→极大的痛苦 

词源解释：古希腊人喜欢举行各种比赛，称之为“赛会”（agon），既包括体育竞技，如

古奥运会，也包括演讲、诗歌、绘画、戏剧等文艺比赛。古希腊人推崇“只有第一名才是胜

利者”的理念，在赛会中只设冠军，没有亚军和季军。在赛会中获得冠军将是至高无上的荣

誉，而比赛失败则一无所获。所以，参加赛会的人必须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竭尽全力来争

取赢得胜利。这种在“赛会”（agon）承受压力和痛苦，竭尽全力的努力奋斗在希腊语中就

称为 agonia，后来直接进入拉丁语，最终辗转演变为英语单词 agony。14 世纪时，英国神学

家威克里夫首次用 agony 来表示耶稣蒙难前的所遭受的巨大痛苦，以此形容耶稣为了自己的

理想而坚持到底，就像参加竞赛的选手一样从不放弃，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 agony 一

词现在常被人用来表示极度痛苦和挣扎，尤其是人临死前的痛苦挣扎。 

更多同根词：agonize（v.折磨，(使)极度痛苦）；protagonist（主角，主要选手）；antagonism

（对抗，对立） 

619. album：['ælbəm] n.唱片集；相簿；集邮簿；签名纪念册 

结构分析：album=alb（空白的）+um（名词后缀）→空白之物，待填写或填充内容之物

→相簿、集邮簿、签名册→唱片集 

词源解释：来自拉丁语，原本指古罗马时期的公告板，用白色蜡板做成，用来披露元老

院会议纪要。后来陆续用来表示签名纪念册、相册、集邮簿等物品，因为它们里面都是空白

的，等待填充内容。现在，该词常用来表示唱片集、音乐专辑，因为装唱片集的盒子与相册

等很像。 

更多同根词：albino（n.白化病人） 

620. arbitrary：[ˈɑːrbətreri] adj.任意的；武断的；专制的 

结构分析：arbitrary=arbitr（=arbiter，仲裁人）+ary（形容词后缀）→像仲裁人断案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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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武断的 

词源解释：arbiter 是古罗马时期被裁判官派遣去各地判案的仲裁人，拥有较大的自由裁

决权，可以凭个人对法律的理解来判案。 

更多同根词：arbiter（n.仲裁者）；arbitrate（vt.仲裁） 

621. aviation：[,evɪ'eʃən] n. 航空；飞行术；飞机制造业 

结构分析：aviation=avi（鸟，飞行）+ation（动名词后缀）→航空，飞行术 

更多同根词：avian（adj.鸟的）；aviate（v.飞行，驾驶飞机） 

622. brochure：[bro'ʃʊr] n.手册，小册子 

结构分析：brochure=broch（扎，缝）+ure（名词后缀）→装订之物→小册子，手册 

更多同根词：broach（n.凿子；钻头，胸针） 

623. code：[kod] n. 代码，密码；编码；法典；准则 v.编码；编法典 

结构分析：code=cod（法典，代码）+e→代码，法典 

词源解释：来自拉丁语，原本指古代一种用木板做成的书，类似中国的竹简。因为这种

书主要用来记录律法，所以 code 最初表示法典、准则。直到 19 世纪，code 一词才衍生出

“密码”之意，后来泛化成“代码”。 

更多同根词：codex（n. 法典，古抄本）；codify（v.编纂）；decode（vt.译码） 

624. conflict：['kɑnflɪkt] n.冲突，矛盾；斗争；争执 vi.冲突，抵触；争执；战斗 

结构分析：conflict=con（一起）+flict（击打）→相互击打→冲突 

更多同根词：afflict（vt.折磨） 

625. corner：['kɔrnɚ] n.角落，拐角处 

结构分析：corner=corn（角，突出物）+er（名词后缀）→角落，拐角处 

更多同根词：cornea（n.角膜）；unicorn（n.独角兽） 

626. cosmic：['kɑzmɪk] adj. 宇宙的 

结构分析：cosmic=cosm（宇宙，秩序，规则）+ic（形容词后缀）→宇宙的 

更多同根词：cosmos（n.宇宙）；cosmetic（adj.美容的） 

627. dormitory：['dɔrmətɔri] n. 宿舍，学生宿舍，常缩写为 dorm 

结构分析：dormitory=dorm（睡觉）+it（动词后缀）+ory（场所）→睡觉的场所→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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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同根词：dormant（adj.休眠的）；dormancy（n.休眠，冬眠） 

628. explore：[ɪk'splɔr] vt. 探索；探测；探险 

结构分析：explore=ex（出来）+plor（叫喊）+e→通过叫喊声驱赶出来 

词源解释：原本是个狩猎术语，指猎人通过叫喊声将猎物从灌木丛中赶出来，后来引申

为“探索” 

更多同根词：implore（n.恳求）；deplore（v.悲叹） 

629. furious：['fjʊrɪəs] adj. 激烈的；狂怒的；热烈兴奋的 

结构分析：furious=fur（狂怒）+i+ous（形容词后缀）→狂怒的 

更多同根词：fury（n.狂怒） 

其他不常见词根 

630. absurd：[əbˈsɝd] adj.荒谬的；可笑的 

结构分析：absurd=ab（离开，在此加强语气）+surd（聋哑的，迟钝的）→跑调的，杂

乱无章的→不合常理的，荒谬的 

631. aesthetic：[esˈθetɪk; ɛsˈθɛtɪk] adj. 美的；美学的；审美的，具有审美趣味的 

结构分析：aesthetic=aesthet（感觉，审美）+ic（形容词后缀）→审美的 

632. affiliate：[ə'fɪlɪet] v.（使）附属；加入；接纳 adj.附属的；分支的；n.分支机构 

结构分析：affiliate=af（=ad，变成，使）+fili（子女）+ate（动词和形容词后缀）→附

属，附属的，分支机构 

633. alphabet：['ælfə'bɛt] n.字母表，字母系统 

结构分析：alphabet=alpha（希腊字母α）+bet（=希腊字母β）→字母表，字母系统 

634. aluminium：[,æljə'mɪnɪəm] n.铝，=aluminum 

结构分析：aluminium=alumin（=alumina，矾土，氧化铝）+ium（名词后缀，常表化学

元素）→从矾土中提炼出的化学元素→铝 

词源解释：19 世纪，英国化学家戴维（HumphryDavy）从矾土（alumina）中提炼出高

纯度铝，因此将其命名为 aluminum，最后被英国编辑修改为 aluminium，以符合化学元素的

命名习惯。矾土是一种氧化铝矿石，是炼铝的主要原料，因为外形类似矾（alum）而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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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umina。 

635. amend：[ə'mɛnd] v.改正；修改；改进；改过自新 

结构分析：amend=a（=ex，出来）+mend（缺陷，故障，错误）→从错误中出来→改正 

636. arithmetic：[ə'rɪθmətɪk] n.算术 

结构分析：arithmetic=arithm（计数）+etic（形容词后缀）→计数的（学问）→算术 

637. Arctic：['ɑrktɪk] adj.北极的 n.北极圈 

结构分析：Arctic=arct（熊）+ic（形容词后缀）→正对着大熊星座的→北极的 

词源解释：arct-（熊）来自希腊语 arktos（熊），引申为“大熊星座”。中国的古人用北斗

七星来辨别北方，西方人则用包含了北斗七星的“大熊星座”来辨识北方。 

638. array：[ə're] vt.排列；部署 n.数组；阵列；排列 

结构分析：array=ar（=ad，去）+ray（按顺序排列好）→排列，部署 

639. arrogant：['ærəɡənt] adj. 自大的，傲慢的 

结构分析：arrogant=ar（=ad，去）+rog（问，索要）+ant（形容词后缀）→（过分）索

要的→耍大牌的→自大的，傲慢的 

640. assassinate：[ə'sæsn'et] vt. 暗杀；行刺 

结构分析：assassinate=assassin（阿萨辛，中世纪著名暗杀组织）+ate（动词后缀）→暗

杀 

词源解释：中世纪期间，在中东地区有一个伊斯兰暗杀组织，为首者是大名鼎鼎的“山

中老人”。据说，该组织为了培养刺客，专门修建了一个极乐园，并让受训者吸食一种麻醉

剂，使其误以为自己已到极乐世界。受训者吸食的毒品在阿拉伯语中叫做 hashish，所以该

组织被称为 Hashshashin，本意是“吸食 hashish 的人”。英语单词 assassin（刺客）就是由

阿拉伯语 Hashshashin 演变而来的。 

641. Atlantic：[ət'læntɪk] n.大西洋 adj.大西洋的 

结构分析：Atlantic=atlant（=Atlas，阿特拉斯）+ic（形容词后缀）→阿特拉斯的（海洋）

→大西洋 

词源解释：在古希腊神话中，阿特拉斯（Atlas）被罚在西边擎天，痛苦不堪。有一天，

英雄帕尔修斯砍下美杜莎的头颅后经过此地，厌倦了擎天的阿特拉斯就请求帕尔修斯用美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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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的眼睛正对他，将他变成了石头。因为阿特拉斯特别高大，因而变成一座高山，这座山就

是非洲北部的阿特拉斯山脉，这条山脉西边的大海就被称为 Atlantic（大西洋）。 

642. aural：['ɔrəl] adj. 听觉的；耳的 

结构分析：aural=aur（耳）+al（形容词后缀）→耳的，听觉的 

643. Australia：[ɔ'streljə] n. 澳大利亚，澳洲 

结构分析：Australia=austr（南方的）+al（形容词后缀）+ia（名词后缀）→南方的大陆

→澳洲，澳大利亚 

词源解释：荷兰殖民者发现澳大利亚时，将其称为 new holland（新荷兰）。1814 年，曾

经环澳大利亚航行并确认澳大利亚为一块新大陆的英国航海家 Matthew Flinders 建议用罗马

神话中的南风神奥斯忒耳的名字 Auster 为澳大利亚命名，将其称为 Australia，意思就是“南

方的大陆”。 

644. Australian：[ɑ'strelɪən] adj. 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的 n. 澳大利亚人 

结构分析：Australian=Australia(n)（澳大利亚）+an（形容词后缀）→澳大利亚的，澳大

利亚人的；澳大利亚人 

645. average：['ævərɪdʒ] n.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平均的；普通的 

结构分析：average=aver（海损）+age（名词后缀）→平均分摊海损→平均 

词源解释：源自阿拉伯语，本意是“损坏的货物”。在海运活动中，当船只遇到恶劣天

气等危险，往往会抛弃一部分货物以减轻载重，避免船只倾覆。单词 average 原本指的就是

这种海运货物损失。海损由相关各方平均分摊，这在古代西方已经形成习惯。在古罗马的《十

二铜表法》中就已有明文规定。后来欧洲各国沿用这一惯例，形成本国的法律。因为这个缘

故，average 在 17 世纪时引申出“平均分摊”之意，又从中引申出“平均”、“普通”之意。

但在保险业中，它依然保留了“海损”这一原意。 

646. bachelor：['bætʃəlɚ] n.学士，单身汉 

结构分析：bachelor=bachel（棍棒）+or（者）→拿棍棒的人 

词源解释：来自古法语，原本指“见习骑士”，比较年轻，跟随正式骑士一起作战积累

战斗经验。该词很可能源自拉丁语 baculum（棍棒），因为见习骑士一般使用棍棒来训练。由

于见习骑士比较年轻，一般还没有结婚，所以引申出“单身汉”之意。在教育领域，学士也被

称为 bachelor，因为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意味着可以进入教师同业行会，招徒授课，而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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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仅仅表示成为教授的候选者，还处于见习阶段，尚不能招徒授课，这跟“见习骑士”的

含义一样，所以学士就用 bachelor 一词来表示。 

647. bacterium：[bæk'tɪrɪəm] n.细菌；杆菌属。常用复数形式 bacteria 

结构分析：bacterium=bacter（细棍）+ium（名词后缀）→像细棍一样的东西→细菌 

词源解释：1828 年，德国科学家埃伦伯格（Ehrenberg）首次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细菌的

存在。他将其用拉丁语命名为 bacterium，来自希腊语 bakterion，是 baktron（棍子）的指小

形式，字面意思就是“小棍子”。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埃伦伯格最初观察到的都是杆状

细菌。 

648. balance：['bæləns] n.平衡；余额 v.使平衡，保持平衡；结算，抵销 

结构分析：balance=ba（=bi，两）+lance（盘子）→有两个盘子的东西→天平→平衡→

余额 

词源解释：该词原本指“天平”，由此衍生出“平衡”的比喻之意。在财会领域中，该

词由“财务平衡表的差值”衍生出“余额”之意。 

649. balcony：['bælkənɪ] n.阳台；包厢；戏院楼厅，楼座 

结构分析：balcony=balc（木架，横梁）+ony（指大形式）→大木架子→阳台，包厢 

650. beverage：['bɛvərɪdʒ] n. 饮料 

结构分析：beverage=bever（喝）+age（名词后缀）→喝的东西→饮料 

651. boundary：['baʊndri] n.边界；范围；分界线 

结构分析：boundary=bound（边界）+ary（名词后缀）=边界 

652. brilliant：['brɪljənt] adj.灿烂的，闪耀的；杰出的；有才气的；精彩的，绝妙的 

结构分析：brilliant=brilli（发光、闪耀）+ant（形容词后缀）→灿烂的，闪耀的 

助记窍门：brilliant=bril（=bring，带来）+liant（=liang，亮）→带来光亮的→灿烂的 

653. cardinal：['kɑrdɪnl] adj.主要的；基本的；深红色的 n.枢机主教；红衣主教 

结构分析：cardinal=cardin（门铰，枢机）+al（形容词后缀）→主要的；枢机主教 

词源解释：在天主教会中，协助教宗治理教会的高级教士被称为 cardinal，中文一般翻

译为“枢机”，其中的主教被称为“枢机主教”。枢机相当于“长老”，由教宗亲自册封，

协助教宗管理教会事务。当教宗空缺时，也只有他们有权选举下一任教宗。由于枢机主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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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都身穿红衣，戴红帽，所以在中文中枢机主教有时候也被称为“红衣主教”，原本仅表示

“枢机”的 cardinal 一词也因此衍生了“红色”的含义。 

654. catastrophe：[kə'tæstrəfi] n.大灾难；大祸；惨败 

结构分析：catastrophe=cata（向下）+strophe（转）→向下翻转，颠覆→急转直下，惨败

→大灾难，大祸 

词源解释：原本是个戏剧术语，表示戏剧的颠覆性结局。希腊古典戏剧通常由四部分组

成：冲突产生、冲突发展、高潮和结局。其中，结局要求要出乎意料，主人公一般会突然沦

入与开始时完全不同的境地，这种结局就叫做 catastrophe。这个词进入英语后，应用范围逐

渐拓展，除了指戏剧的结尾外，还可以引申为各种事情的结局，并且又倾向于指不好的结局，

即从顺境急转直下落入极其糟糕的境地，所以也就具有了“大灾难，大祸”的含义。 

655. category：['kætəɡɔri] n.种类，分类；范畴 

结构分析：category=cate（从上往下）+gory（公开说，宣称）→当众宣称的东西 

词源解释：源自希腊语，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哲学著作中使用了该词来表

示哲学术语“范畴”，指的是“可用来描述、断言一个主体的最基本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总

结了十种“范畴”（基本概念）：本质、量、质、关系、地点、时间、位置、状态、活动、遭

受。由于 category 经常用来表示某一类事物，所以在非哲学领域，该词常用来表示“种类”。 

656. cathedral：[kə'θidrəl] n. 大教堂 

结构分析：cathedral=cathedr（座位）+al（形容词后缀）→有（主教）座位的（教堂） 

词源解释：Cathedral 的准确含义是“主教座堂”，是指在主教制的基督教会中，设有主

教座位的教堂，是教区主教的正式驻地，因而被视为教区的中心，其建筑大多比堂区的其他

普通教堂更加宏美壮观。 

657. census：['sɛnsəs] n.人口普查 v.实施统计调查 

结构分析：census=cens（审查）+us（名词后缀）→对人口及其财产的调查和评估→人

口普查 

658. cereal：['sɪrɪəl] adj.谷类的 n.谷类；谷物；谷类食物 

结构分析：cereal=cere（=Ceres，刻瑞斯，古罗马神话中的谷物女神）+al（形容词后缀）

→谷物女神的→谷类的，谷物 

659. ceremony：[ˈsɛrəˌmoʊni] n.典礼，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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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ceremony=cere（仪式）+mony（名词后缀）→仪式 

词源解释：来自古法语 ceremonie←中古拉丁语 ceremonia←caerimonia，很可能源自伊

特鲁利亚语，指古代伊特鲁利亚祭司在罗马附近的 Caere 这个地方举行的宗教仪式。 

660. chaos：['keɑs] n.混沌，混乱 

结构分析：chaos=cha（裂开，空洞）+os（名词后缀）→空洞之物，虚空→混沌 

词源解释：来自希腊语，字面意思是“虚空”。在古希腊神话中，卡俄斯（Chaos）是原

始神之一，代表宇宙形成之前模糊一团的景象。根据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赫西奥德（Hesiod）

的《神谱》和早期希腊神话记载，宇宙之初只有卡俄斯，他是一个无边无际、一无所有的虚

空。随后他依靠无性繁殖从自身内部诞生了大地女神、深渊神、黑暗神、黑夜女神和爱神等

五大创世神，世界由此开始。人们经常用 chaos 一词来表示秩序诞生之前的宇宙，从而引申

出“混沌、混乱”之意。 

661. chronic：['krɑnɪk] adj. 慢性的；长期的 

结构分析：chronic=chron（时间）+ic（形容词后缀）→（长）时间的→慢性的 

662. collar：['kɑlɚ] n.衣领；颈圈 

结构分析：collar=coll（颈部）+ar（形容词后缀）→颈部的（衣服）→衣领 

663. comic：['kɑmɪk] adj. 喜剧的；滑稽的；有趣的 n.连环漫画；喜剧演员；滑稽人物 

结构分析：comic=com（喜庆的，滑稽的）+ic（形容词后缀）→喜剧的，滑稽的 

664. commence：[kə'mɛns] v.开始；着手；获得学位 

结构分析：commence=com（加强语气）+mence（初任神父）→获得入门资格，开始从

事某活动→开始；获得学位 

665. complain：[kəm'plen] v. 投诉；控诉；抱怨；发牢骚 

结构分析：complain=com（加强语气）+plain（悲叹，捶胸顿足）→抱怨 

666. complaint：[kəm'plent] n. 抱怨；诉苦；牢骚 

结构分析：complaint=complain（抱怨）+t（名词后缀）→抱怨，牢骚 

667. console：['kɑnsol] vt.安慰；慰藉 

结构分析：console=con（加强语气）+sol（安慰）+e→安慰 

668. contaminate：[kən'tæmɪnet] vt. 污染，弄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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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contaminate=con（一起）+tamin（接触）+ate（动词后缀）→接触到（污垢）

→污染，弄脏 

669. contempt：[kən'tɛmpt] n. 轻视，蔑视 

结构分析：contempt=con（加强语气）+tempt（蔑视）→蔑视 

670. county：['kaʊnti] n. 郡，县 

结构分析：county=count（伯爵）+y（名词后缀）→伯爵的辖区→郡县 

671. cricket：['krɪkɪt] n.蟋蟀 

结构分析：cricket=crick（creak，拟声词，咯吱声）+et（指小名词）→咯吱叫的小虫子

→蟋蟀 

672. crocodile：['krɑkə'daɪl] n.鳄鱼 

结构分析：crocodile=croco（卵石）+dile（爬虫）→喜欢在卵石上晒太阳的爬虫→鳄鱼 

词源解释：来自希腊语，首先出现于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名著《历史》中，

用来表示埃及尼罗河中的鳄鱼。鳄鱼得此名号显然是因为它们喜欢在卵石上晒太阳的生活习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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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解法 

673. afternoon：[,æftɚ'nun] n.午后，下午 

结构分析： afternoon=after（在……后面）+noon（正午）→午后 

674. aircraft：['ɛr'kræft] n.飞机，航空器 

结构分析：aircraft=air（空中）+craft（工艺品，小艇）→空中的小艇→航空器，飞机 

675. airline：['ɛrlaɪn] n.航空公司；航线 

结构分析：airline=air（空中）+line（直线）→空中的直线→航线→航空公司 

676. airmail：['ɛrmel] n.航空邮件 

结构分析：airmail=air（空中）+mail（邮件）→航空邮件 

677. airplane：[ˈɛrplen] n.飞机 

结构分析：airplane=air（空中）+plane（平面，扁平之物）→空中的扁平之物→带宽大

翅膀的飞机→飞机 

678. airport：['ɛrpɔrt] n.机场；航空站 

结构分析：airport=air（空中）+port（港口）→空中的港口，空港→机场 

679. airspace：['ɛr'spes] n.空域；领空；空间 

结构分析：airspace=air（空中）+space（空间）→空域，领空 

680. alongside：[ə'lɔŋ'saɪd] adv.在旁边 prep.在……的旁边 

结构分析：alongside=along（沿着）+side（旁边）→在旁边 

681. anybody：['ɛnɪbɑdi]pron.任何人 

结构分析：anybody=any（任何）+body（人）→任何人 

682. anyhow：['ɛnɪ'haʊ] adv.总之；无论如何；不管怎样 

结构分析：anyhow=any（任何）+how（如何）→无论如何 

683. anyone：['ɛnɪ'wʌn]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结构分析：anyone=any（任何）+one（一个）→任何一个 

684. anything：['ɛnɪ'θɪŋ]pron.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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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anything=any（任何）+thing（事）→任何事 

685. anyway：['ɛnɪ'we]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总之 

结构分析：anyway=any（任何）+way（方式）→无论如何 

686. anywhere：['ɛnɪwɛr] adv.在任何地方；无论何处 n.任何地方 

结构分析：anywhere=any（任何）+where（地方）→任何地方 

687. armchair：['ɑrmtʃɛr] n.扶手椅 

结构分析：armchair=arm（手臂）+chair（椅子）→带扶手的椅子→扶手椅 

688. backache：[ˈbækˌeɪk] n.背痛 

结构分析：backache=back（后背）+ache（疼痛）→背痛 

689. background：['bækɡraʊnd] n.背景 

结构分析：background=back（背后的）+ground（地面）→背景 

690. baseball：['besbɔl] n.棒球运动 

结构分析：baseball=base（垒）+ball（球）→垒球→棒球 

词源解释：从字面上来说，baseball 应该翻译为“垒球”，但由于“垒球”一词已经被用

来表示 softball（一种类似 baseball 的运动，所用的球比较软，更加安全），所以人们就用“棒

球”来表示 baseball，意思是“用棒击球的运动”。 

691. basketball：['bæskɪtbɔl] n.篮球运动 

结构分析：basketball=basket（篮子）+ball（球）→篮球 

692. bathroom：['bæθrum] n.浴室；厕所；盥洗室 

结构分析：bathroom=bath（洗澡）+room（房间）→浴室 

693. bathtub：[bæθtʌb] n.浴缸 

结构分析：bathtub=bath（洗澡）+tub（缸）→浴缸 

694. bathrobe：['bæθrob] n.浴袍 

结构分析：bathrobe=bath（洗澡）+robe（长袍）→浴袍 

695. bedroom：['bɛdrum] n.卧室 

结构分析：bedroom=bed（床）+room（房间）→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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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 beforehand：[bɪ'fɔrhænd] adv. 事先；预先 adj. 提前的；预先准备好的 

结构分析：beforehand=before（在前面）+hand（手）→在别人动手之前→预先，提前 

697. birthday：['bɝθde] n.生日 

结构分析：birthday=birth（出生）+day（日子）→生日 

698. blackboard：['blækbɔrd] n. 黑板 

结构分析：blackboard=black（黑色的）+board（木板）→黑板 

 

免费试读部分到此结束。欲购买完整版本请加个人微信号 qianlei217217 并标明“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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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根32. cap-/capit-（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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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根42. frater-（兄弟）

	PIE词根12. *ped-（足）
	词根43. pus-/pod-（足）
	词根44. ped-（足）

	PIE词根13. *pəter-（父）
	词根45. patr-/patern-（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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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根47. dent-（牙齿，长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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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前缀2. ad-（趋近，去，驱使）
	常见前缀3. ant-/anti-（反对，正对着）
	常见前缀4. be-（挨着，凭借，使变成，加强语气）
	常见前缀5. dis-（不，相反，去掉）
	常见前缀6. en-（使具有，使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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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词根法
	常见词根1. abil-（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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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词根3. aer-（空气）
	常见词根4. ag-/act-（动作，行动，活动，驱动）
	常见词根5. al-/ult-（滋养，使生长，使长高）
	常见词根6. al-/alter-（另一个，其他的，彼处；变化）
	常见词根7. am-（爱，恋爱，喜爱，友爱）
	常见词根8. amb-（四处，围绕）
	常见词根9. ampl-（大的，广阔的）
	常见词根10. ang-/ank-（弯折，弯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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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词根25. ball-1（球，圆形物）
	常见词根26. ball-2（投掷，抛扔，舞蹈）
	常见词根27. ban-（公告）
	常见词根28. bank-（长凳，工作台）
	常见词根29. bar-（栏杆，条棒，障碍物；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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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分解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