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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神话篇 

（一） 原始神 

1. 混沌之神卡俄斯 

古希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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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神”，他们分别是世界某一部分的拟人化，后来被以宙斯为

代表的奥林巴斯神族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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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赫西奥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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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和爱神等五大创世神，世界由此开始。虽然卡俄斯是世界之源，但祂在后来的希腊神话中

几乎没有什么戏份，仅仅起到序幕的作用。 

卡俄斯（Chaos）在希腊语中拼写为 khaos，本意是“虚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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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Chaos 代表的

是秩序诞生之前的宇宙，因此它含有“混乱、无秩序”之意。与它相对的单词是 cosmos（宇

宙），代表了秩序诞生之后的宇宙。从 chaos 衍生出形容词 chaotic（混乱的），已经找不到“虚

空”的本意，但从它的同源单词 chasm（裂口、深坑）中我们还能发现“虚空”的本意。 

chaos： ['keɪɒs] n.混沌、混乱 

cosmos：['kɑzmos] n.宇宙，和谐，秩序 

chaotic： [keɪ'ɒtɪk] adj.混乱的、无秩序的 

chasm：['kæzəm] n. 峡谷；裂口；分歧；深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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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世界的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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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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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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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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罗马神话中，大地女神被称为 Tellus（忒勒斯）或 Terra Mater（大地母亲）。在拉丁

语中，tellus 或 terra 的意思就是“陆地”（与“海洋”相对），等于英语单词 land（陆地）。

英语词根 tellu-/tellur-/terr-就来源于此，表示陆地（land），与表示“地球”的词根 geo-（earth）

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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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lu-/tellur-/terr-：陆地，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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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ritory：['terɪt(ə)rɪ] n.领土、领地 

terrain：[təˈreɪn] n.地形、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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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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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祂代表了世界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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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祂自己并不参与其中，也没有后代。这是因为，

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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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祂本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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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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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厄洛斯的名字 Eros 在希腊语中就是“性爱、爱欲”的意思。从祂的名字中产生了一些

与性爱有关的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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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os：['iərɔs] n.性爱，性欲，愿望 

erotic：[ɪ'rɒtɪk] adj.色情的，性欲的，性爱的 n.好色之徒 

erosion：[ɪ'rəʊʒ(ə)n] n.侵蚀，腐蚀（色情是对人的腐蚀） 

erotology：[,erə'tɒlədʒɪ] n.色情文学，色情艺术 

4. 深渊神塔耳塔洛斯 

在希腊神话中，塔耳塔洛斯（Tartarus，希腊语 Tartaros）是一个无穷深渊，位于世界的

最低层，祂是世界创始之初的创世五神之一。 

在赫西俄德《神谱》中这样描写“道路通阔的大地之下幽暗的塔耳塔洛斯....”：“其到

地面的距离，等于地面到天穹的距离,周围包裹着三重黑幕和三道铜墙，其铜门由波塞冬所

造，在提坦之战中战败的提坦被囚禁于此，由百臂巨人把守。”另外，第一代乌拉诺斯和第

二代神王克洛诺斯也曾将百臂巨人和独目巨人关入塔耳塔洛斯，因为担心他们可能会推翻自

己的统治。 

在古希腊俄耳甫斯密教的祷歌中，塔耳塔洛斯和冥界混淆， 但在荷马史诗中它们被严

格区分，冥界为死者魂魄的居住处，塔耳塔洛斯为战败的提坦囚禁处，由百臂巨人把守。 

在罗马神话里，被判有罪的魂魄被打入塔耳塔洛斯。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笔下，塔耳塔

洛斯是巨大的，四周被燃烧的炎河和三重铁墙团团围住，由有 50 个脑袋张着血盆大口的海

德拉把守。 

在英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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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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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则根据Tartarus一词将其称为Tartar

（鞑靼人），意思是“来自地狱的人”。1270 年法国人圣路易斯的一封书信中就写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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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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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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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黑暗神厄瑞玻斯 

在希腊神话中，厄瑞玻斯（Erebus）是另一位创世神，是永恒黑暗的象征，组成宇宙的

基本元素之一，位于大地女神和深渊神之间。希腊神话里人死去后，先要穿越厄瑞玻斯的黑

暗来到冥土，也许这就代表了人濒死时感受到的黑暗吧。 

厄瑞玻斯是混沌之神的儿子，是另一位创世神黑夜女神尼克斯的兄弟，并和她生了光辉

之神埃忒耳、白昼女神赫墨拉。 

厄瑞玻斯的名字 Erebus 直接来自希腊语，在希腊语中的含义就是“黑暗、玄冥”。它的

词干 ereb 有人认为来自闪族词，如希伯来语 erebh（日落、西方）。英语中表示欧洲的单词

Europa/Europe 据说也来自闪族词，与 ereb 同源，意思是“日落之地”，因为闪族人住在亚洲，

看向欧洲方向时是太阳西沉之方。 

Erebus：['eribəs] n.厄瑞玻斯，黑暗 

Europe：['jʊrəp] n.欧洲 

6. 黑夜女神尼克斯 

在希腊神话中，尼克斯（Nyx）是黑夜女神，五大创世神之意，是黑夜的象征。她是混

沌之神的女儿，黑暗神厄瑞玻斯的妹妹。她不仅诞生了光辉之神和白昼女神，还诞生了睡、

梦、死、命运、复仇、不和、争斗等等暗黑系列神祇。这一神族虽然还不能与奥林巴斯神族

平起平坐，但却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 

在古典艺术造型中，尼克斯是穿黑色星花纱衣的少妇，怀抱幼年的睡神或死神，在每天

傍晚乘黑马拉的车飞上天穹。 

Nyx：[niks] n.尼克斯，黑夜女神，黑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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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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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乌拉诺斯就自然成为了第一代神王。 

乌拉诺斯贪恋权力，把盖亚与他所生的所有孩子都关押在深渊内。盖亚十分愤怒，就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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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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到了天上，从此再不敢回到地上。天和地从此实现了分离。 

 

图：乌拉诺斯被儿子克洛诺斯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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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文学上，Uranus 表示“天王星”。天

王星的位置在土星（Saturn）外侧，而土星在木星（Jupiter）的外侧。在古罗马神话中，Saturn

（农神萨图恩，等于希腊神话中的克洛诺斯）是 Jupiter（天神朱庇特）的父亲，所以有科学

家便建议依序用克洛诺斯的父亲乌拉诺斯的名字 Uranus 来命名天王星。除此以外，化学元

素铀（uranium）也是以 Uranus 命名的。 

-uran-：天，天体 

Uranus：['juərənəs] n.天王星，天神乌拉诺斯 

uranium：[jʊ'reɪnɪəm] n.铀元素 

uranolite：['jʊrənəʊlaɪt] n.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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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泰坦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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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身材巨大的泰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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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刻阿洛斯、科俄斯、克利俄斯、许珀里翁、伊阿珀托斯、忒亚、瑞亚、忒弥斯、莫涅摩绪

涅、福柏、忒堤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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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乌拉诺斯的诅咒，

他们被克洛诺斯的儿子、奥林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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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第二代神王克洛诺斯/萨图恩 

希腊神话中，乌拉诺斯的儿子克洛诺斯（Cronus）推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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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把妻子瑞亚（Rhea）所生的子女一个接一个地吞进自己的肚子里，只有最小的宙斯由于

母亲的计谋才得以逃脱。 

由于克洛诺斯就像无情的时间一样吞噬一切，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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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语中，这两位神祇的名字拼写的确十分接近。

但在俄耳甫斯教派的希腊神话中，Chronus 是掌管时间的原始神，比混沌之神还要早，他的

名字 Chronus 在希腊语中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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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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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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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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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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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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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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第二代神后瑞亚/俄普斯 

希腊神话中，第二代神王克洛诺斯的妻子是瑞亚（Rhea）。她是大地女神盖亚与天空之

神乌拉诺斯所生的女儿，十二泰坦神之一，克洛诺斯的姐姐，按照希腊神话中近亲繁殖的惯

例成为了弟弟克洛诺斯的妻子，与他生育了三女三男六个孩子，分别是赫斯提亚、得墨忒耳、

赫拉和哈迪斯、波塞冬、宙斯。她的名字被用来命名土星的第二大卫星土卫五。 

在罗马神话中，与瑞亚对应的女神是播种和丰产女神俄普斯（Ops），是农神萨图恩的

妻子，大地女神的助手，负责保佑农产品的丰收，人们常常把她与掌管谷物的谷物女神刻瑞

斯搞混。在古罗马神庙中，俄普斯往往和农神萨图恩一道接受人们的祭祀。每年 8 月 25 日

是俄普斯的节日，人们在收获完毕后举行感恩庆祝。在拉丁语中，俄普斯的名字 ops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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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丰产、丰富”。英语单词 opulence、opulent 都来自俄普斯的名字。 

opulence：['ɑpjələns] n.富裕，丰富 

opulent：['ɒpjʊl(ə)nt] adj.丰富的，富裕的，大量的 

11. 大洋河流神俄刻阿诺斯 

大洋河流神俄刻阿诺斯（Oceanus）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泰坦巨神，象征着地球表面所

有的水域。他为大地女神盖亚与天神乌拉诺斯的儿子，第二代神王克洛诺斯的哥哥。俄刻阿

诺斯和他妻子忒堤斯一个生下了 3000 个儿子和 3000 个女儿，这就是世界各地的河神与大洋

神女。 

俄刻阿诺斯的名字 Oceanus 在希腊语中拼写为 okeanos，表示“大洋河”。所谓“大洋河”

是希腊人想象中环绕整个大地的巨大河流，代表了世界上的全部海域。英语中表示“海洋”

的单词 ocean 就来自俄刻阿诺斯的名字 Oceanus 的词干部分。 

Oceanus： [əu'siənəs] n.俄刻阿诺斯 

ocean：['əʊʃ(ə)n] n.海洋 

12. 光亮之神许珀里翁 

希腊神话中的许珀里翁（Hyperion）是大地女神盖亚和天神乌拉诺斯之子，十二泰坦之

一，掌管光亮，是太阳神、月亮女神和黎明女神的父亲。当天神乌拉诺斯要再次降临地表时，

大地之母要他的儿子们到世界四周阻挡天空，而许珀里翁就被分配到支撑东边。日后他的孩

子太阳、月亮和黎明总是从东部升起，便是为了纪念其父镇守的东边。天文学家用他的名字

来命名土卫七。 

许珀里翁的名字 Hyperion 在希腊语中的含义是“穿越高空者，从高空往下俯视者”。

其中词干 hyper-来源于原始印欧语词根 super-，表示“超过、高于”。英语词根 hyper-（超

过、高于、过多）就来源于此。 

Hyperion：[haɪ'pɪriən] n.许珀里翁 

hyperactive：[haɪpər'æktɪv] adj.过度活跃的 

hypersensitive：[haɪpə'sensɪtɪv] adj.过度敏感的 

hypercritical：[haɪpə'krɪtɪk(ə)l] adj.吹毛求疵的 

hypertension：[haɪpə'tenʃ(ə)n] n.高血压，过度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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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正义女神忒弥斯/朱斯提提亚 

在古希腊神话里，主持正义和秩序的女神是忒弥斯（Themis），是天神乌拉诺斯和大地

女神盖亚所生，十二泰坦神之一，宙斯的第二任妻子。在古罗马神话中，正义女神的名字叫

做“朱斯提提亚”（Justitia）。她的塑像经常出现在法院中，其形象通常是身披白袍，双眼

蒙布，左手提一秤，右手举一剑。白袍象征道德无瑕，刚直不阿；蒙眼代表理性判断，不受

感官和人情影响；秤象征公平；剑表示严厉制裁。造像的背面往往刻有古罗马的法谚：“为

实现正义，哪怕天崩地裂。” 

据传说，有一次众神失和，争论不休，没有人能够进行调解裁决。朱斯提提亚挺身而出，

用白布蒙眼，为众神进行裁决。从此以后她就成为了正义女神，专司律法裁决。 

朱斯提提亚的名字 Justitia 在拉丁语中就是“正义”的意思。英语词根 just-/jur-（法律、

正义）就来源于此。 

just：[dʒʌst] adj.公正的，公平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 adv.只是，仅仅，

刚刚，正好，恰好，实在 

justice：['dʒʌstɪs] n.正义，司法，法律制裁，法官，审判员 

justify：['dʒʌstɪfaɪ] vt.证明……是正确的，替……辩护 vi.证明合法 

jury：['dʒʊərɪ] n.陪审团 

injure：['ɪndʒə] vt.伤害，损害。记：in 表示否定，jure=just 公正的，对人不公正就是损

害他人 

juridical：[dʒʊ'rɪdɪk(ə)l] adj.司法的，法院的，裁判的 

jurisdiction：[,dʒʊərɪs'dɪkʃ(ə)n] n.司法权，审判权，管辖权 

14. 记忆女神莫涅莫绪涅 

莫涅莫绪涅（Mnemosyne）是希腊神话中的记忆女神。她是天神乌拉诺斯和大地女神盖

亚的女儿，十二泰坦神之一。她是宙斯的第五个妻子，和宙斯一起生了九个缪斯女神。她通

常被描绘成一个支着下巴沉思的女子；有时她在画笔下表现为一个接近成年的女性，发饰多

珍珠和宝石，用右手的两个前指持着耳垂。 

莫涅莫绪涅的名字 Mnemosyne 来自希腊语 mneme（记忆），英语单词 mnemonic、amnesia

也来源于此。 

mnemonic：[nɪ'mɒnɪk] adj.记忆的，助记的，记忆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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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nesia：[æm'niʒə] n.健忘症，失忆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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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世神

话中，他与光明神阿波罗逐渐混为一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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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利俄斯在凡间有个私生子叫做法厄同（Phaeton）。有天，法厄同向赫利俄斯哭诉，说

别人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还辱骂他。赫利俄斯为了安慰儿子，就答应满足他的一个愿望。

结果法厄同要求驾驶赫利俄斯的太阳车一天。赫利俄斯无法反悔，只得同意。法厄同启动太

阳车后，在天穹横冲直撞，距离大地越来越近，把大地几乎都烤焦了，江河湖泊的水都蒸发

干了，据说非洲受害最严重，人都晒成了黑炭，撒哈拉沙漠就是这样造成的。天神宙斯看到

这种情景，暴怒之下，一个霹雳就把法厄同劈了下来。这个调皮的倒霉孩子就这样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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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元素氦（helium）也是以赫利俄斯的名字命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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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ium：['hiːlɪəm] n.化学元素氦 

16. 星空之神阿斯特赖俄斯 

希腊神话中，阿斯特赖俄斯（Astraeus）是十二泰坦神之一的克利俄斯与女海神欧律比

亚的儿子。他掌管星辰，和黎明女神厄俄斯生下了四位风神和大量星辰之神。 

阿斯特赖俄斯的名字 Astraeus 在希腊语中就是“星辰”之意，英语中表示“星星”的词

根 astr-就来源于此，变体为 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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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r-/aster-：星星 

astrology： [ə'strɒlədʒɪ] n.占星术 

astronomy： [ə'strɒnəmɪ] n.天文学 

astronaut： ['æstrənɔːt] n.宇航员 

asterisk：['æstərɪsk] n.星号 vt.用星号标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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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却反悔不想擎天了，于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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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过此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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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也以阿特拉斯命名。 

阿特拉斯的名字 Atlas 在希腊语中的原意是“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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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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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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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lantean：[,ætlæn'ti:ən] adj.力大无比的，亚特兰蒂斯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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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在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是人类的创造者和保护神。他是泰坦神伊阿

珀托斯的儿子，是阿特拉斯和埃庇米修斯的兄弟。他非常聪明，又具有预言能力。在泰坦诸

神与奥林巴斯诸神之战中，他预见了泰坦诸神的失败，因而早早地和埃庇米修斯一道归顺了

宙斯。但作为泰坦神的后代，他并不受宙斯的待见。 

他按照神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传授给人类各种知识和技能。但宙斯并不喜欢这些由泰坦

神族创造出来的凡人，想毁掉人类，重新造人。在一次诸神和凡人共同参加的宴会上，普罗

米修斯负责为神和人类分配牛肉。他将牛骨头分为一堆，上面用肥肉盖起来，将上好的牛肉

分为一堆，上面用粗糙的牛胃盖起来，然后任由宙斯挑选。宙斯看破了普罗米修斯的诡计，

故意挑选了用肥肉盖起来的牛骨头。从此后，人类食用牛肉时，只需要向神灵供奉牛骨头。

但宙斯以普罗米修斯欺骗神灵为由，对人类进行惩罚，使来自雷电的火在自然界消失。普罗

米修斯为了人类的福利，盗取天火送给人类，因而受到宙斯的惩罚，被用铁链锁于高加索山

的悬崖上，每天被一只鹫鹰啄食肝脏，而第二天肝脏又再次长好。他就这样忍受常年的痛苦，

直到最后被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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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画《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作者：鲁本斯 

普罗米修斯的名字 prometheus 在希腊语中就是“先知先觉者”的意思，其中的词根 pro

表示“先、前”的意思。由于普罗米修斯创造了人类，并勇于挑战，为人类盗取火种，所以

由他的名字衍生出形容词 promethean，表示敢于挑战和创新的。 

pro-：前，向前，居先，提前 

Prometheus： [prəu'mi:θju:s; -θiəs] n.普罗米修斯 

promethean：[prə'mi:θjən] adj.如普罗米修斯一般的，敢于挑战和创新的，赋予生命的 

19. 后知后觉者埃庇米修斯 

希腊神话中，埃庇米修斯 Epimetheus 是普罗米修斯的弟弟。他被视为愚昧的象征。他

的名字的含义就是“后知后觉者”。传说在创造动物和人类时，他负责赋予每种动物一项本

能，他把勇敢赐给狮子，把快跑的能力给了兔子，把敏锐的眼力给了老鹰，这样一个一个把

所有好的才能都给了动物，轮到人类的时候，什么也没剩下来给他们作为生存的依靠。普罗

米修斯就是为了弥补弟弟的疏忽和过错，才传授给人类各种技能，并为人类盗取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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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庇米修斯的名字 Epimetheus 在希腊语中就是“后知后觉者”的意思，其中的词根 epi

表示在……后面，在……上，在……周围，等于单词 upon。 

epimetheus：[,epi'mi:θju:s; -θi:əs] n.埃庇米修斯，土卫十一 

epilogue：['epɪlɒg] n.结语，尾声。记：epi 后+logue 话→后面的话 

epidemic：[epɪ'demɪk] n.传染病，流行病 adj.传染的，流行的 

20. 胜利女神尼克/维多利亚 

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尼克（Nike）是胜利的化身。她是泰坦神帕拉斯和冥河女神斯堤克斯

的女儿。她的形象是长着一对翅膀的女性，身材健美，像从天徜徉而下，衣袂飘然。她所到

之处胜利也紧跟到来。她还是宙斯和雅典娜的从神。在泰坦战争中倒戈向奥林帕斯并助其获

胜。她不仅象征战争的胜利，而且代表希腊人日常生活中的许多领域尤其是竞技体育领域中

的成功。因此她被认为是带来好运的神祇，经常作为艺术作品所表现的对象。著名体育品牌

耐克（NIKE）就来自胜利女神的希腊名字 Nike。 

 

卢浮宫镇馆之宝：《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雕像 

在罗马神话中，胜利女神被称为维多利亚（Victoria），在拉丁语中就是“胜利”的意思，

源自拉丁动词 vincere（征服、战胜）的过去分词。英语词根 vinc-（征服）和单词 victory（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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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就来源于此。 

Victoria： [vɪk'tɔːrɪə] n.维多利亚 

victory： ['vɪkt(ə)rɪ] n.胜利 

vincible：['vɪnsəbl] adj.可征服的，易征服的 

convince：[kən'vɪns] vt.说服，使确信 

victor：['vɪktɚ] n.胜利者，维克托 

21. 竞争女神泽洛斯 

泽洛斯（Zelos）是希腊神话中的竞争女神，是拟人化的 “好胜”和“竞争”。她是泰

坦神帕拉斯（Pallas）和斯梯克斯（Styx）的女儿，也是尼克（胜利女神）、比亚（暴力之神）

和克拉托斯（力量之神）的姐妹。泽洛斯的名字 Zelos 在希腊语中表示“争强好胜”，往好

的方面说就是“热情、充满斗志、干劲十足”，往坏的方面说就是“嫉妒、攀比”。英语中不

少单词都来源于此，有时候褒义色彩较浓，如 zeal（热情、热忱），有时候贬义色彩较浓，

如 jealous（嫉妒的）。 

zeal： [ziːl] n.热情，热诚，热心 

zealous： ['zeləs] adj.热情的，热心的，狂热的 

zealot：['zelət] n.狂热者，犹太教狂热信徒 

jealous： ['dʒeləs] adj.妒忌的，猜疑的，唯恐失去的 

22. 运气女神堤喀/福尔图娜 

堤喀（Tyche）是希腊神话中的运气女神，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福尔图娜（Fortuna）。希

腊诗人赫西奥德把她说成是提坦神俄刻阿诺斯和他的妻子忒堤斯生的女儿；另一些作家则认

为她的父亲是最高的天神宙斯。她常常以长着翅膀，头戴皇冠，手持聚宝盆的形象出现；但

有时她又是蒙着眼睛的，代表各种欲望都存在着风险与不定。英语单词 tychism（偶然主义）

就来自堤喀的名字 Tyche。 

在罗马神话中，运气女神被称为“福尔图那”（Fortuna）。她的形象一般为一手执羊角，

象征丰饶和财富，一手执车轮，象征命运的变迁兴衰。幸运女神的名字 Fortuna 在拉丁语中

是“好运”的意思。英语单词 fortune（好运、财富）就来源于此。习语 wheel of fortune 的

字面意思是幸运女神的车轮，比喻命运或人生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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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chism：['taikizəm] n.偶然主义 

fortune：['fɔːtʃuːn; -tʃ(ə)n] n.财富，命运，好运 vt.给予财富 vi.偶然发生 

fortunate：['fɔːtʃ(ə)nət] adj.幸运的，侥幸的，带来好运的 

fortuity：[fɔː'tjuːɪtɪ] n.偶然事件，意外事件 

23. 四大风神阿涅弥伊 

阿涅弥伊（Anemii）是古希腊神话中四大风神的统称，包括北风神玻瑞阿斯（Boreas）、

南风神诺托斯（Notus）、东风神欧洛斯（Eurus）和西风神仄费洛斯（Zephyrus），皆为泰坦

神族中星空之神阿斯特赖俄斯与黎明女神厄俄斯的儿子。 

诺托斯（Notus）是希腊神话中的南风神，在罗马神话中叫做奥斯忒耳（Auster）。他的

形象为长有翅膀留有胡子的男人。在罗马神话中，朱庇特用大洪水毁灭人类时，派去降下暴

雨的就是南风神奥斯忒耳。奥斯忒耳的名字 Auster 在拉丁语中的含义是“南风、南国”。英

语单词 austral（南边的）就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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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边大陆”。 

玻瑞阿斯是（Boreas）是希腊神话中的北风神，居住在色雷斯的海摩斯山的山洞里。玻

瑞阿斯常被描绘成生有双翼、留有胡须、极为强壮的男子形象。 

据说，玻瑞阿斯爱上了雅典国王厄瑞克透斯的女儿俄瑞提亚（Oreithyia），但遭到国王

反对。一次，玻瑞阿斯趁着俄瑞提亚在伊利索斯河边同女伴们游戏之际，刮起北风掠走了俄

瑞提亚，他们生有二子二女。他的两个儿子仄忒斯、卡拉伊斯并称为玻瑞阿代，他们都有翅

膀，参加了阿耳戈英雄的远征。在旅途中他们帮助过去的特剌刻国王、盲人预言家菲纽斯驱

赶污损他食物的鹰身女妖，得到菲纽斯赠与关于他们冒险旅途的预言。 

为了向雅典人示好，玻瑞阿斯在色萨利欧玻亚岛摧毁了波斯国王薛西斯的舰队。作为回

报，雅典人在伊利索斯河畔为他修建了祭坛。 

英语单词 boreal（北方的、北风的）就来自玻瑞阿斯的名字 Boreas。 

泽费罗斯（Zephyrus）是希腊神话中的西风神。据传说，泽费罗斯和光明神阿波罗同时

爱上了一个美男子海辛瑟斯，但海辛瑟斯只与阿波罗亲近，让西风神十分嫉妒。有一次，阿

波罗和海辛瑟斯在一起掷铁饼，西风神暗中刮起西风，使阿波罗掷出的铁饼砸在海辛瑟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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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海辛瑟斯伤重而亡，阿波罗伤痛不已，就将爱人的尸体变成了一株风信子。 

由于在希腊，春季吹西风，所以西风就是春风。因此，从西风神泽费罗斯的名字 Zephyrus

中衍生出了表示“春风、和风”的英语单词 zephyr。 

austral：['ɒstr(ə)l; 'ɔː-] adj.南的，南方的，南部的，南风的 

Australia：[ɒ'streɪlɪə] n.澳大利亚 

boreal：['bɔːrɪəl] adj.北的，北方的，北风的 

zephyr：['zefə] n.西风，和风 

24. 花神克罗丽丝/芙罗拉 

希腊神话中的花神叫做克罗丽丝（Cloris），在罗马神话中叫做芙罗拉（Flora）。她是女

性祥和、青春、健康、性感、美好的代名词，世上对她女性之美的赞颂一直可以追溯到荷马

史诗里。早在古罗马时花神就受到萨宾人的崇拜。后来意大利人把每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3

日定为“花神节”。节日期间人民有非常放纵的竞技会，常用玫瑰花来装饰自己和动物。花

神这个形象也一直以年轻美女手持花束的姿态出现。 

西风神泽费罗斯爱上了花神，在她身后紧追不舍。花神拼命奔跑，但最终没能逃脱，被

西风神揽入怀中，从她口中溢出美丽的鲜花，大地上也鲜花盛开。花神最后嫁给了西风神。

结婚以后，西风神送给花神一座满是奇花异草的园子。春天到来的时候，花神和西风神亲密

地手挽着手在园子里漫步，他们一路上走过的地方百花齐放，代表着春天的到来。 

花神芙罗拉的名字 Flora 来自拉丁语名词 flos（花）。英语单词 flora 就来自芙罗拉的名

字，表示“植物群”。英语词根 flo-（花、植物）也来源于此。 

flora：['flɔrə] n.植物群，植物区系 

floral：['flɔːr(ə)l; 'flɒ-] adj.植物的，花的 

flower：['flaʊɚ] n.花，精华 v. 开花 

flour：['flaʊɚ] n.面粉 

flourish：[ˈflɜːrɪʃ] n.v.繁荣、兴旺 

（三） 奥林巴斯神族 

25. 十二大奥林巴斯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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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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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ympus）上，所以他们被称为“奥林巴斯神族”。奥林巴斯神族的主神共有 12 位，分

别如下： 

神祇 希腊神话中的名称 罗马神话中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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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灶神 赫斯提 Hastier 维斯塔 Vesta 宙斯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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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美神的情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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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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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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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宙斯与女神美雅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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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来纪念奥林巴斯神族。这个运动会就叫做“奥林匹克运动会”

（Olympic game）。值得注意的是，奥林巴斯山位于希腊北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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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巴斯山，希腊最高山 

Olympia：[əu'limpiə] n.奥林匹亚，希腊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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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ympian：[əu'limpiən] adj.威严的，奥运会的 n.奥运会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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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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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斯娶前几任妻子时都没有大操大办，唯独娶赫拉时，赫拉多留了个心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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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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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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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画《朱庇特与忒提斯》 作者：安格尔 

在罗马神话中，宙斯（Zeus）被翻译为 Jove，源自相同的原始印欧语词根。为了表示尊

重，罗马人又称其为 Jupiter（朱庇特），由 Jove+peter（父亲）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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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us： [zju:s] n.宙斯，希腊神话中的神王 

Jupiter：['dʒuːpɪtə] n.朱庇特，木星 

Jove：[dʒəuv] n.朱庇特，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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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强大的海神波塞冬/尼普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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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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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形象通常是手持三叉戟

的肌肉猛男。 

 

名画：《海神的凯旋》 作者：普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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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原始印欧语词根 poti-同源。英语中表示“能力”的词根 pos-/pot-也源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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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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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pot-：能力，强大 

Poseidon：[pɔ'saidən] n.波塞冬，海神 

possible: ['pɒsɪb(ə)l] adj.可能的 n.可能性 

potent：['pəʊt(ə)nt]  adj.有效的，强有力的 

impotent：['ɪmpət(ə)nt] adj.无效的，虚弱无力的，阳痿的。前缀 im 表示否定 

potential：[pəˈtenʃl] adj.潜在的，可能的 n.可能性，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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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富有的冥王哈迪斯/普鲁托 

希腊神话中，宙斯的大哥叫做哈迪斯（Hades），在罗马神话中则叫做普鲁托（Pl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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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珀尔塞福涅正在与其他女神在一个山谷中嬉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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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三颗石榴籽。这样，珀耳塞福涅每年不得不回到冥府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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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雕塑《哈迪斯的劫掠》 作者：贝尼尼 

科学家在 1930 年发现太阳系第九大行星后，依照惯例用罗马神话中的冥王的拉丁名字

Pluto 来命名它，故中文译为“冥王星”。 

由于地下埋藏着各种各样的宝藏，所以冥王拥有大量财富，成为了西方的财神爷。冥王

的拉丁名字 Pluto 来自希腊语 plouton，意思是“财富、富有”。英语词根 pluto-（财富、富

有）便来源于此。英语单词 hadal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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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uto： ['plʊto] n.冥王星，冥王 

plutonic：[plʊ'tɑnɪk] adj.冥王星的，深成的，深成岩的 

plutocrat：['pluːtəkræt] n.财阀，富豪 

plutocracy：[pluː'tɒkrəsɪ] n.财阀政治，金权统治，财阀统治集团 

plutolatry：[pluː'tɒlətrɪ] n.拜金主义，财富崇拜 

hadal： ['heɪdəl] adj.超深渊的，超过 6000 以下深水的，海沟的 

29. 高贵的天后赫拉/朱诺 

在希腊神话中，宙斯的妻子、天后叫做赫拉（Hera），而在罗马神话中，天后叫做朱诺

（Juno）。她是婚姻女神，掌管人类的婚姻。在拉丁语中，Juno 的意思是“年轻的”，与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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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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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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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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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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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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无私奉献的灶神赫斯提/维斯太 

在希腊神话中，赫斯提（Hestia）是宙斯的姐姐，奥林匹斯山上最年长、最神圣的女神。

她执掌灶火，是家庭的象征，又是磨坊工和面包师傅的保护神。她是位贞洁处女神，为了守

护圣火而拒绝了追求者，将其一生奉献给神殿。在罗马神话中，对应的灶神叫做维斯太

（Vesta），从古罗马时起就有她的公祭。在维斯太神庙中，负责确保圣火永不熄灭的六名处

女祭司被称为 Vestal virgin（维斯太贞女），必须从童年开始连续服务三十年，其间失贞要受

到活埋的处罚。因此，vestal 一词就衍生出“纯洁的、处女的”之意。 

vestal：['vest(ə)l] adj.纯洁的，处女的，女灶神的 n.处女，贞女，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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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思女心切的谷神德墨忒尔/刻瑞斯 

希腊神话中，德墨忒尔（Demeter）是神王宙斯的姐姐和第四个妻子，掌管农业、谷物

和丰产，被称为谷物女神。在罗马神话中，她被叫做刻瑞斯（Ceres）。 

据说冥王普鲁托看上了刻瑞斯的爱女科瑞（Core，即希腊神话中的珀尔塞福涅），把她

劫到了冥府当了冥后。刻瑞斯四处寻找女儿，不问农事，导致庄稼死亡，饥馑遍地。人们再

也没有祭品来供奉神灵。没办法，天神朱庇特命令冥王释放科瑞。冥王不敢违命，但又不甘

心，就在科瑞离开之际，偷偷让她吃下石榴籽，使得她无法断绝与冥府的联系。因此，科瑞

每年有 8 个月时间在人间陪伴母亲，4 个月时间重返冥府陪伴冥王。在有女儿陪伴的时期，

谷物女神心情愉快，世间万物蓬勃生长；而在女儿离开的 4 个月中，谷物女神心情低落，万

物枯竭，这就是人间的冬天。就这样，人间出现枯荣轮回，人类也不能再像黄金时代那样不

劳而获，坐等庄稼自己长出来，而是需要去播种耕耘。 

 

名画《珀耳塞福涅归来》 作者：弗雷德里克•列顿 

英语单词 cereal 就来自谷物女神的拉丁名字 Ceres，表示“谷物”。化学元素铈（cerium）

也是以谷物女神的名字命名的。 



英语词源故事集锦——钱磊博士编著 

                 新浪微博：weibo.com/qianlei888   昵称：钱博士趣味英语                26  

cereal：['sɪərɪəl] n.谷物，谷类植物，谷类食物，麦片 adj.谷物的，谷类的 

cerium：['sɪərɪəm] n.（化学元素）铈 

32. 智慧和勇气并存的女神雅典娜/密涅瓦 

希腊神话中，雅典娜（Athena）是奥林巴斯十二主神之一，是天神宙斯与聪慧女神墨提

斯的女儿。据说，宙斯推翻父亲成为神王后，大地女神盖亚和天神乌拉诺斯预言他会被墨提

斯所生的子女推翻。宙斯害怕预言成真，就把墨提斯整个吞入肚中。后来宙斯头疼难忍，就

叫火神劈开他的头颅。随后就见披甲持枪的雅典娜从宙斯的头中跳了出来。 

因为雅典娜的身上集合了母亲的智慧和父亲的威力，所以她既是智慧女神，又是女战神。

但她与战神艾瑞斯不同，她代表了战争的智慧与计谋。在特洛伊战场上，雅典娜曾经将战神

及其情人爱神打得屁滚尿流。 

 

名画《智慧女神密涅瓦和战神马尔斯的争斗》 作者：雅克•路易•大卫 

传说，希腊人在爱琴海边新建了一座城。雅典娜和海神波塞冬都想成为这座城的庇护神，

互不相让。宙斯裁定，每个人给这座城市送一件礼物。谁的礼物被选中，该城就归属谁。波

塞冬的礼物是象征战争利器的白马，而雅典娜的礼物是象征和平和财富的橄榄树。雅典人选

中了和平而不是战争，于是雅典娜就成为了雅典的庇护神。 

希腊城市雅典（Athens）的名字就来自雅典娜的名字 Athena。另外，表示“图书馆”的

单词 athenaeum 也来自雅典娜的名字，因为最早的图书馆其实就是雅典娜的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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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hena：[ə'θi:nə] n.雅典娜 

Athens：['æθɪnz]  n.雅典 

athenaeum：[,æθi'ni:əm] n.图书馆，阅览室，雅典娜神庙 

33. 头牌帅哥光明神阿波罗 

阿波罗（Apollo）是希腊神话中奥林巴斯十二主神之一，是天神宙斯与暗夜女神勒托所

生的儿子，月亮及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的孪生弟弟，全名为福玻斯·阿波罗（Phoebus Apollo），

意思是“光明”或“光辉灿烂”。阿波罗掌管光明、青春、音乐等。后人往往将他和最早的

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混为一谈。 

关于阿波罗的神话传说很多，比如：他替母复仇，在希腊的德尔斐杀死巨蟒，人们在德

尔斐修建了闻名于世的德尔斐神庙。赫尔墨斯偷了他的牛，把自己发明的竖琴赔给阿波罗，

使其成为音乐之神。 

 

名画《阿波罗在牧人中》 作者：希克 

擅长吹笛子的凡人马西亚斯（Marsyas）狂妄地挑战阿波罗。阿波罗把竖琴倒过来演奏，

马西亚斯无法将笛子倒过来吹，只能认输，结果被阿波罗剥皮处死。 

特洛伊公主卡珊德拉答应与他恋爱，获得他传授的预言能力，后来公主食言，于是阿波

罗诅咒她说出来的预言无人相信，因此在特洛伊战争中她的预言不被人们相信，特洛伊最终

遭到毁灭。 

阿波罗因为嘲笑小爱神，中了小爱神的爱情之箭，疯狂爱上了宁芙仙女达芙妮，但达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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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中了小爱神的铅箭，四处逃避他，最终被迫变成了月桂树。 

阿波罗是希腊神话中最多才多艺，也是最美最英俊的神祇，人们将他视为男性美的典范。

因此，在英语中，Apollo 成了“美男子”的代名词。 

Apollo：[ə'pɒləʊ] n.阿波罗，美男子 

apollonian：[,æpə'ləunjən] adj.阿波罗神的，高尚的 

like an Apollo：形容男子相貌堂堂，风度翩翩 

34. 草包战神阿瑞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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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人对希腊神话中的影响力极低，导致在希腊神话中战神屡屡被雅典娜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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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March）和火星（Mar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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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进军打仗的好

季节。从战神的名字中还产生了 martial（战争的）等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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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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h：[mɑːtʃ] n.三月 v.进军 

martial：['mɑːʃ(ə)l] adj.军事的，战争的，尚武的 

martial art：n.武艺 

35. 狡黠神使赫尔墨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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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商业、交通旅游和体育运动的神，还是小偷和骗子

所崇拜的保护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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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丘利聪明伶俐，机智狡猾，被视为欺骗之术的创造者。他还身怀偷窃之术，经常与众

神开玩笑，偷走了朱庇特的权杖、尼普顿的三股叉、阿波罗的金箭和银弓、战神的宝剑。他

还用乌龟壳、树枝和羊肠发明了竖琴（lyre）。 

墨丘利刚出生没多久，就偷走了阿波罗的 50 头牛。农夫巴图斯目击了此事。墨丘利要

巴图斯替他保守秘密，并答应给他好处。但巴图斯违背诺言，四处宣扬墨丘利偷牛的事。墨

丘利一生气，就把巴图斯变成了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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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知道是墨丘利偷了牛，上门来索赔。墨丘利答应还牛，却在阿波罗牵牛时用竖琴

奏出了美妙的音乐。阿波罗听得如痴如醉，竟然同意用牛群换墨丘利的竖琴，还把自己的魔

杖倒贴给他。所以墨丘利就成了小偷和商人的保护神，因为他偷了阿波罗的牛后又用竖琴与

他交换。 

墨丘利还利用自己高超的偷窃本领，帮了朱庇特很多忙。朱庇特曾被提丰打败并囚禁在

山洞里，墨丘利将其偷出。墨丘利还用音乐和故事催眠看守白牛的百眼巨人，将其在睡梦中

杀死。墨丘利还奉朱庇特之命，将襁褓中的酒神送到宁芙仙女那里抚养。 

墨丘利是竖琴和牧笛的发明者，是各种竞技比赛的保护神。他行走敏捷，被看作行路者

的保护神。 

由于墨丘利行动敏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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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他的名字还产生了词根-merc-，表示“商业，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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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魅力无穷的爱与美神阿芙洛狄忒/维纳斯 

阿芙洛狄忒（Aphrodite）是希腊神话中的爱与美之女神，奥林巴斯十二主神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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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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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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画《维纳斯的诞生》 作者：波提切利 

阿芙洛狄忒在罗马神话中被称为“维纳斯”（Venus）。金星就是用她的名字命名的。从

她的拉丁名字中还产生了一些跟性爱有关的单词，如 venereal diseases（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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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il：['eɪprəl] n.四月 

Venus：['viːnəs] n.金星，维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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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ereal diseases：性病，缩写为 VD 

37. 调皮的小爱神厄洛斯/丘比特 

在罗马神话中，小爱神丘比特（Cupid）是爱神维纳斯和战神的私生子，等同于希腊神

话中的厄洛斯（Eros）。他的形象常常是一个身披双翼，手持弓箭的胖乎乎的小男孩或英俊

少男。据说他有两种箭，金箭能让人产生爱情，铅箭能扑灭爱情。阿波罗曾经嘲笑他是个摆

弄弓箭的小屁孩，他就用这两支弓箭狠狠地教训了一顿阿波罗。维纳斯嫉妒凡人少女普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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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貌，命令丘比特前去惩罚。但是丘比特却爱上了普赛克并娶她为妻。 

丘比特的英文名字Cupid来自拉丁文 Cupido，意思是“欲望、爱”，等于英语中的 desire、

love。英语单词 cupidity 与它同源，表示“贪婪、贪欲”。 

Cupid：['kju:pid] n.丘比特 

cupidity：[kjuː'pɪdɪtɪ] n.贪心，贪欲 

concupiscence：[kən'kjuːpɪs(ə)ns] n.强烈的邪欲 

38. 戴绿帽子的火神赫淮斯托斯/伏尔甘 

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是希腊神话中的火及锻造之神，在罗马神话中叫做伏尔甘

（Vulcan）。他天生相貌丑陋，所以一出生就让老爸宙斯很不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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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正在床上偷情的阿芙洛狄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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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来求赫淮斯托斯打造武器的。自作多情的赫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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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巾什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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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淮斯托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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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赫淮斯托斯在下面开工了。因此，人们就用他的罗马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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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纯洁的月亮女神阿耳忒弥斯/戴安娜 

阿耳忒弥斯（Artemis）是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及狩猎女神，奥林巴斯十二主神之一，是

天神宙斯与暗夜女神勒托所生的女儿、阿波罗的孪生姐姐。她还是希腊神话中的三个处女神

之一，是女性纯洁的象征，因此深受闺中处女的崇拜。她热爱自然，喜欢狩猎，是身手敏捷

的女猎手。她的标志是戴在头上的一轮弯月。 

据说阿耳忒弥斯及阿波罗的母亲勒托生产时，花了 9 天 9 夜才生出阿耳忒弥斯，而她一

出生就帮助母亲接生了她的弟弟阿波罗。因此阿耳忒弥斯还是助产女神。 

在她三岁时，父亲宙斯要送她礼物，阿耳忒弥斯选择了永远的贞洁、箭囊、同弟弟一样

的神职，以及远离人间的山林等。正如阿波罗常常被人们与太阳神赫利俄斯混同，阿耳忒弥

斯也往往被人与满月女神塞勒涅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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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画《浴后的戴安娜》  作者：布歇 

传说有一回，阿耳忒弥斯狩猎后在一股清泉旁休憩沐浴。没想到一个名叫阿克特翁

（Actaeon）的猎人误闯了进来，看见女神迷人的胴体，惊得目瞪口呆。又羞又恼的女神将

他变成了一头鹿，被自己的猎犬咬死。 

在罗马神话中，月亮女神被叫做戴安娜（Diana）。在西方国家，Diana 是一个很常用的

女性名字，如著名的戴安娜王妃。这个名字往往使人联想到一位美丽、高贵的金发女性。 

戴安娜拒绝了众多求婚者，终生未嫁，所以在英语里，戴安娜的名字 Diana 就被人用来

表示“终身不嫁的女子”，be a Diana（是个戴安娜）表示“终身不嫁、小姑独处”。 

Diana：[daɪ'ænə] n.戴安娜，月亮女神，抱独身主义的女子 

40. 满月女神卢娜/塞勒涅 

罗马神话中，满月女神叫做“卢娜”（Luna），对应于希腊神话中的塞勒涅（Selene），

后人常常将她与戴安娜（Diana）合称为“月亮女神”。她是光亮之神的女儿，太阳神和黎

明女神的姐妹。她爱上了英俊的牧羊人恩底弥翁（Endymion）。每天夜间，卢娜都从空中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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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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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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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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的单词 lunatic 来表示“疯狂的、精神错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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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撒播欢乐和创造力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巴克斯 

狄俄尼索斯（Dionysus）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也是狂欢和放荡之神，在罗马神话中被

称为巴克斯（Bacchus）。他不仅握有葡萄酒醉人的力量，还给人们带来欢乐，在当时成为极

有感召力的神。关于他的身世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狄俄尼索斯是宙斯和忒拜公主塞墨勒的儿子。宙斯爱上了塞墨勒，天后赫

拉十分嫉妒，变成公主的保姆，怂恿公主向宙斯提出要求，要看宙斯真身。宙斯拗不过公主

的请求，现出原形，结果塞墨勒被雷火烧死，宙斯抢救出不足月的婴儿狄俄尼索斯，将他缝

在自己的大腿中，直到足月才将他取出，因他在宙斯大腿里时宙斯走路象瘸子，因此得名“狄

俄尼索斯”，意为“瘸腿的人”。 

第二种说法是狄俄尼索斯是宙斯与珀耳塞福涅的儿子。赫拉派提坦神将刚出生的狄俄尼

索斯杀害并毁掉尸身，却被宙斯抢救出他的心，并让他的灵魂再次投生到塞墨勒的体内重生。

于是，关于酒神重生不死的故事遍传希腊各地，使人们崇拜不已。 

狄俄尼索斯成年后赫拉仍不肯放过他，使他疯癫，到处流浪。在大地上流浪的过程中，

他教会农民们酿酒，因此成为酒神，周围聚集了众多信徒。他在信徒们的簇拥下，乘着四轮

马车四处游荡。无论走到哪里，就把歌声、笑声和喧闹带到哪里。他的信徒们尤其是女信徒

们一路狂饮狂欢，大声喧哗，举止放荡，在极度兴奋时甚至把不敬酒神的音乐家俄尔普斯撕

成了碎片。 

在古希腊伟大悲剧家欧里庇德斯的作品《酒神女信徒》中，年轻的底比斯国王潘修斯因

为蔑视和对抗酒神，被酒神施展法力，变成了一头狮子，被以其母亲为首的酒神信徒们在亢

奋中撕成了碎片。 

传说，酒神曾被一群海盗绑架。他施展法力，用葡萄藤把海盗的船桨和船帆都掩藏起来，

招来神兽，最后把海盗变成了海豚。为了报答米达斯国王送回他迷路的恩师，酒神赐予米达

斯点石成金的本领。希腊英雄忒修斯在克里特岛的阿里阿德涅公主帮助下，杀死了米诺斯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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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中的怪物米诺陶后，带着公主逃亡，途中因为相信命运女神的预言而抛弃了公主。酒神按

照命运的安排出现在公主面前，娶了公主为妻。 

酒神是古希腊人最喜欢的神明之一，是除普罗米修斯以外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神灵。

人们每年以酒神节来纪念他，并由此发展出古希腊悲剧和喜剧。酒神精神还激发了许多哲学

家的头脑，如德国的尼采。 

 

名画《酒神》 作者：卡拉瓦乔 

英语单词 Bacchanalia（酒神节）、bacchanal（饮酒狂欢的）和 bacchanalian（饮酒狂欢

的）都源自酒神的拉丁名字 Bacchus（巴库斯）。而单词 Dionysia（酒神节）则来自酒神的希

腊名字 Dionysus（狄奥尼索斯）。形容词 dionysian 表示“与酒神有关的”。由于酒神喜欢喝

酒，喝高后狂欢嬉闹，所以该词又可以表示“狂饮的、狂欢的”。 

Bacchanalia：[,bækə'neiljə] n.（古罗马）酒神节 

bacchanal： ['bækən(ə)l; -næl] adj.酒神节的，饮酒狂欢的 n.酒神节，饮酒狂欢 

bacchanalian：[,bækə'neiljən] adj.酒神节的，饮酒狂欢的 n.发酒疯的人 

Dionysus：[,daiə'naisəs] n.狄俄尼索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Dionysia：[,daiə'niʃən] n.（古希腊）酒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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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onysian：[,daiə'niziən] adj.酒神的，狂饮的，狂欢的 

42. 青春女神赫柏/尤文图斯 

尤文图斯（Juventas）是罗马神话中的青春女神，是神王朱庇特和天后朱诺所生的女儿，

相对应于希腊神话中宙斯和赫拉的女儿赫柏（Hebe）。尤文图斯掌管青春，拥有少女般的青

春和活力，她的双耳壶中盛有的长生不老酒拥有恢复青春美貌的神力。她是诸神的斟酒官，

在奥林匹斯圣山的神宴上侍候诸神，专门给他们斟酒。当凡人英雄升天成仙时，第一个出来

迎接的就是青春女神。她为他们奉上神酒，使他们立刻恢复青春年少并长生不老。 

尤文图斯还是青少年的守护神，所有罗马少年在即将成年之时都要前往神庙中祈求尤文

图斯的庇佑。尤文图斯后来嫁给了升天成仙的大英雄赫拉克勒斯，斟酒的工作交给了特洛伊

王子甘尼美提斯（Ganym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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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文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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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队名的

由来。可惜尤文图斯队球风沉闷保守，人们便赠了一个意思截然相反的绰号“老妇人”。 

青春女神尤文图斯是“青春”的化身，其名字 Juventus 来自拉丁语单词 juventas（青春）。

英语单词“young”（年轻的）、junior（年少的）和词根 juven（年轻）都来源于此。 

juven-：年轻 

young： [jʌŋ] n.年轻人 adj.年轻的 

youth：[juːθ] n.青年，青春 

junior：['dʒuːnɪə] adj.年少的，后进的，下级的，资格浅的 n.年少者，晚辈，三年级生 

juvenile：['dʒuːvənaɪl] n.青少年 adj.青少年的，幼稚的 

rejuvenate： [rɪ'dʒuːvəneɪt] vi.复原，变年轻 vt.使变年轻 

43. 战神的妻子和儿子 

贝罗纳（Bellona）是罗马神话中的女战神，是战神马尔斯（Mars）的妻子，和战神一

样代表了战争的残忍和血腥，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厄倪俄，但在罗马神话中地位远远高于希

腊神话中的厄倪俄，经常与战神相提并论。她的外号是“城市毁灭者”，常常与战神的两个

儿子以及纷争女神一道与战神一起驰骋战场。 

英语词根 bel-就源自贝罗纳的名字 Bellona，构成了众多与战争相关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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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神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做 Phobos（福波斯），一个叫做 Deimos（德摩斯），这哥俩的

名字在希腊语中都是“惊恐、恐惧”的意思，代表了战争的恐怖。英语单词 phobia 就源自

福波斯的希腊名字 phobos，表示“恐怖”之意，还可以作为词根，用来表示各种恐惧症。 

bel-：战争 

bellicose：['belɪkəʊs] adj.好战的 

rebel：['reb(ə)l] vi.反叛，造反 adj.反叛的，造反的 n.反叛者，叛徒 

belligerent：[bə'lɪdʒ(ə)r(ə)nt] adj.交战的，交战国的，好战的 n.交战国 

phobia：['fəʊbɪə] n.恐怖，恐惧症 

-phobe：……恐惧症患者 

44. 命运三女神 

在希腊神话中，宙斯和正义女神忒弥斯结合生下了命运三女神（the Fates），负责掌管

万物命运，分别是克罗索托（Clotho）、拉克西斯（Lachesis）和阿特罗波斯（Atropos）。她

们通过生命之线的长度决定人的寿命长短。其中，最大的克罗托负责纺织生命之线，老二克

拉西斯负责决定生命之线的长短，最小的阿特罗波斯负责切断生命之线。 

老大克罗托的名字在希腊语中是 Klotho，意思是“纺织者”，进入拉丁语后拼写变为

Clotho。英语单词 cloth、clothe、clothing 都源自“纺织者”克罗托的名字。 

老三阿特罗波斯的名字 Atropos 在希腊语中的本意是“不可改变”的，由 a（不）+trepein

（=turn，拐弯，转变）组合而成。英语单词 atrophy 就源自阿特罗波斯的名字 Atropos。因

为一旦生命之线被剪断，人的生命就截止，所以 atrophy 表示生命停止发育、萎缩。毒素颠

茄碱的英文名 atropine 也源自 Atropos。 

cloth：[klɔθ, klɔ:θ] n.布，织物 adj.布制的 

clothe：[kləʊð] vt.给……穿衣，覆盖 

clothing：['kləʊðɪŋ] n.（总称）服装 

atrophy：['ætrəfɪ] n.vi.萎缩，停止发育 

atropine：n.阿托品，颠茄碱，颠茄中含有的毒素 

45. 文艺女神缪斯 

缪斯（Muses）是希腊神话中主管科学和文艺的女神们的总称，为天神宙斯和记忆女神



英语词源故事集锦——钱磊博士编著 

                 新浪微博：weibo.com/qianlei888   昵称：钱博士趣味英语                39  

谟涅摩绪涅所生，共九位。由于缪斯女神主管文艺，所以在古代西方，人们往往将杰出的艺

术作品放在缪斯女神的神庙中，这就是博物馆（museum）的起源。单词 museum 由 muse（缪

斯）和表示“场所”的后缀-um，本意就是“缪斯的神庙”。同样，英语单词 music（音乐）

的本意是“art of the Muses”（缪斯的艺术），mosaic（马赛克、镶嵌艺术）的本意是“work 

of the Muses”（缪斯的作品），以前都是供奉给缪斯女神的。 

 

克利俄（Clio）是司掌历史的缪斯女神。她与马其顿国王皮埃罗斯生下美少年海辛瑟斯。

她的形象被描绘成一位拿着一卷羊皮纸或书写纸的女性。1865 年 8 月 25 日发现的小行星史

神星以克利俄的名字命名。她的名字在希腊语中拼写为 Kleio，意思是“宣告者”，在英语中

拼写为 clio，表示“历史”，如 cliometrics（计量历史学）。 

卡利俄佩（calliope）是掌管英雄史诗的缪斯女神，九位缪斯中的最年长者。她的名字

在希腊语中含义是“声音悦耳的”。在希腊神话中，卡利俄佩有两个儿子：俄耳甫斯（希腊

神话中最著名的歌手和竖琴手）和利诺斯（著名的乐手）。在冥后珀耳塞福涅与爱神阿芙洛

狄忒争夺绝世美少年阿多尼斯的争执中，卡利俄佩作出裁决：阿多尼斯每年分别陪珀耳塞福

涅和阿佛罗狄忒各自生活一段相等的时间。在艺术作品中，卡利俄佩的通常形象是手持蜡板

（有时是书卷）的妇女。 

汽笛风琴（calliope）是一种用水蒸气驱动发音的气鸣乐器。它的名字来源于卡利俄佩，

通常用于马戏团招揽顾客，因为它的声音可以传出好几公里。 

museum： [mjuː'zɪəm] n.博物馆 

music： ['mjuːzɪk] n.音乐，乐曲 

mosaic： [mə(ʊ)'zeɪɪk] n.马赛克，镶嵌，镶嵌图案 adj.摩西的，镶嵌的 

cliometrics：[,klaɪə(ʊ)'metrɪks] n.计量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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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iope：[kə'laiəpi] n.汽笛风琴，卡利俄佩 

46. 和谐女神哈耳摩尼亚 

哈耳摩尼亚（Harmonia）是希腊神话中代表和谐和协调的女神。在罗马神话中对应的神

祇为孔科耳狄亚（Concordia）。哈耳摩尼亚的对头是不和女神厄里斯。根据赫西俄德的《神

谱》，她是战神阿瑞斯和爱神阿芙洛狄忒私通所生的女儿。 

哈耳摩尼亚以其在婚礼所收的项链而为人熟悉。当雅典娜把底比斯交给卡德摩斯统治时，

宙斯把哈耳摩尼亚许给卡德摩斯。婚礼上，诸神齐来庆贺。爱神阿芙洛狄忒的丈夫、火神赫

淮斯托斯也来参加婚礼，并为新娘献上一件他亲手做的一件无袖长袍和一条项链。但出于对

爱神与战神的痛恨，赫淮斯托斯对项链施加了诅咒，凡是戴上该项链的人都会遭遇不幸。这

就是著名的“哈耳摩尼亚项链”。 

哈耳摩尼亚的名字 Harmonia 在希腊语中就是“和谐”的意思。英语单词 harmony（和

谐）就来源于此。 

harmony：['hɑːmənɪ] n.和谐，和睦，协调 

harmonic：[hɑː'mɒnɪk] adj.和谐的，和睦的，协调的，和声的 n.谐波，和声 

Harmonia’s necklace：不祥之物，祸根 

47. 和平女神厄瑞涅 

时序三女神（The Horae）是希腊神话中掌管自然秩序的三位女神，分别是狄刻（Dike，

正义）、欧诺弥亚（Eunomia，秩序）和厄瑞涅（Eirene，和平）。她们是三姐妹，都是宙斯

和正义女神忒弥斯的女儿。厄瑞涅（Eirene）是时序三女神之一的和平女神，对应于罗马神

话中的帕克斯（Pax）。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中，作者将她称为“鲜花怒放的厄瑞涅（Blooming 

Eirene）”。 

厄瑞涅是小财神普图鲁斯（Ploutos）的哺育者，也有的神话说是财神的母亲。对厄瑞涅

的崇拜在雅典特别流行。在罗马的奥古斯都时代的马尔斯广场上专门为她建有祭坛，每年都

会在这个地方为她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只是现在这一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只是在城内还放

置有她的大理石雕像，其形象是一位年轻的妇女怀抱着年幼的普图鲁斯。在钱币上，她是一

位少女，左手执象征丰饶的丰裕之角，右手持有象征和平的橄榄枝、赫耳墨斯的神杖或禾穗，

有时也怀抱着小财神普图鲁斯。人类发现的第 14 颗小行星—司宁星就是以厄瑞涅的名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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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 

和平女神厄瑞涅的名字 Eirene 在希腊语中的含义就是“和平”。英语单词 irenic/eirenic

就来自和平女神厄瑞涅的名字。 

irenic：[aɪ'renɪk; -'riː-] adj.和平（主义）的，促使和解的，等于 eirenic 

48. 婚礼之神许门 

在希腊神话中，许门（Hymen 或 Hymenaeus）是婚礼之神，负责婚礼事务。他是酒神

和爱与美神的儿子，其形象通常是一个年轻男子，身披鲜花制成的衣服，手持象征爱情的火

炬。他主持了神灵的所有婚礼。凡人举行婚礼的时候，也应该邀请他到场，否则婚姻就会不

幸。因此，古希腊人在举行婚礼时会大声歌唱致许门的颂歌，以邀请他参加婚礼。这种唱给

许门的颂歌就是 hymnos，源自许门的名字 Hymen，进入英语后拼写为 hymn。后来词义发

生泛化，可以表示任何一种赞美神灵或英雄的颂歌。 

关于许门的出身，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原本是雅典的一个凡人，长相俊美但出身低微。

他爱上了城中一位大富豪的女儿，但由于出身低微而没有机会接近她。在一次只允许女性参

加的宗教活动中，许门化装成女人偷偷混入其中。没想到来了一伙海盗，将参加活动的所有

人包括许门在内统统绑架走。许门鼓动其他女人反抗海盗，并设计巧妙地杀死了海盗。随后，

许门与这群女人达成协议，帮助她们返回雅典，条件是他可以挑选她们其中任意一位成为自

己的妻子。许门成功地将她们带回了雅典，并娶得了自己的意中人。为了纪念许门，雅典人

就将其神化，并在婚礼上对其进行纪念。 

hymen：['haɪmən] n.婚礼之神；处女膜 

hymeneal：[,haɪmɪ'niːəl] n.婚礼 adj.婚姻的 

hymn：[hɪm] n.颂歌，圣歌，赞美诗 v.唱颂歌 

the torch of Hymen：（比喻）爱情 

49. 神之使者彩虹女神伊里丝 

伊里丝（Iris）是希腊神话中的彩虹女神，海神波塞冬的女儿。她是神的使者，连接天

与地，负责将凡人的祈求传递给神，亦将神的旨意传递给凡人。她的职责与神使赫尔墨斯有

点类似，但她主要执行宙斯和赫拉的命令，并且缺乏赫尔墨斯的主动性。 

伊里丝的速度快得像风一样，可以在瞬间从世界的一端到达另一端，甚至是到大海和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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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深处。她在天空匆匆飞过时会留下一道道色彩，形成彩虹。她最常见的形象是个带有双

翅的少女，身着薄纱，在阳光下呈现出七种色彩，绚丽多姿。科学家用她的名字来命名人体

的虹膜以及鸢尾属植物。 

Iris：['aɪrɪs] n.虹膜，鸢尾属植物，彩虹女神 

irisation：[,aɪrɪ'seʃən] n.虹彩，虹色效果 

（四） 旁系神祇 

50. 狂怒的复仇三女神 

第一代神王乌拉诺斯被其子克洛诺斯阉割时，溅出的精血使大地女神盖亚受孕，诞生了

三位复仇女神，在希腊神话中被称为厄里倪厄斯（Erinys，常用复数形式 Erinyes），在拉丁

语中被称为 Furia。她们的形象为三个身材高大的妇女，头上长着蛇发，眼中流出血泪，双

肩生有翅膀，手执火把和蝮蛇鞭。她们永不停息地追逐杀人凶手，尤其是谋杀血亲的人，使

他们受到良心的煎熬，直到丧失理智。为了避免激怒她们，凡人不敢直呼她们的名字，只能

称她们为“温和的人”（the kindly ones）。 

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回国后被妻子谋杀。他的儿子俄瑞斯忒斯为了替

父亲报仇，杀死了自己的母亲，结果被复仇三女神追捕，一路逃到太阳神的神殿躲藏起来。

复仇女神们来到智慧女神雅典娜面前请求裁决，雅典娜召集众法官，对俄瑞斯忒斯进行了审

判。法官们投票表决相持不下。于是雅典娜投了至关重要的一票，判俄瑞斯忒斯无罪。复仇

女神们不肯善罢甘休，声称这个审判将会给雅典城带来灾难。最后，雅典民众承诺要为复仇

女神们建一座神庙，才使得复仇女神们放弃了复仇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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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画《俄瑞斯忒斯的痛悔》 作者：布格罗 

复仇女神的拉丁语名字 Furia 来自拉丁语动词 furere（狂怒），英语单词 fury（狂怒）与

其同源。 

fury：['fjʊərɪ] n.狂怒，暴怒，激怒者 

furious：['fjʊərɪəs] adj.狂怒的，激烈的，热烈兴奋的，喧闹的 

51. 制造不和的纷争女神厄里斯 

在希腊神话中，厄里斯（Eris）是专司不和的女神。她是黑夜女神的女儿。在罗马神话

中她被称为“狄斯科耳狄亚”（Discordia），就是“不和”的意思。与她有关的最著名传说

是“不和的金苹果”。传说有一回珀琉斯国王和海洋女神忒提斯结婚，众神都收到邀请，唯

独没有不和女神。不和女神心生不满，就在婚礼上扔下一个金苹果，上面写着“送给最美丽

的女神”。天后赫拉、爱与美女神阿芙洛狄忒和智慧女神雅典娜三人都认为自己是最美丽的

女神，争执不下。她们遇到牧羊人打扮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就决定请他来裁决。三人为了

得到金苹果，都向帕里斯许下好处。赫拉承诺让帕里斯成为天下最有权势的人，雅典娜承诺



英语词源故事集锦——钱磊博士编著 

                 新浪微博：weibo.com/qianlei888   昵称：钱博士趣味英语                44  

让帕里斯成为天下最有智慧的人，阿芙洛狄忒承诺让帕里斯得到天下最漂亮的美女。帕里斯

不爱江山爱美女，就把金苹果判给了阿芙洛狄忒。阿芙洛狄忒履行承诺，让帕里斯得到绝世

美女海伦的芳心，从而导致了特洛伊战争。就因为不和女神的一个金苹果，希腊和特洛伊之

间发生了十年的战争。 

 

名画《帕里斯的评判》 作者：鲁本斯 

在英语中，从不和女神的希腊名字 Eris 产生了单词 eristic，表示“争论的”；从不和女

神的拉丁名字 discordia 产生了单词 discord，表示“不和”。 

eristic：[e'rɪstɪk] adj.争论的 n.争论术，论客 

discord：['dɪskɔrd] n.不和，嘈杂声 

52. 惩恶扬善的报应女神涅墨西斯 

希腊神话中的涅墨西斯（Nemesis）一般被译为“报应女神”，黑夜神倪克斯之女，代

表着神对凡人的奖惩，她对好人给予奖赏，对坏人则会施加惩罚。 

据说天神宙斯爱上了涅墨西斯，想尽一切办法想占有她。又羞又怒的女神一直躲避，不

断变成不同动物。但宙斯穷追不舍。当女神变成一只天鹅时，宙斯也变成一只天鹅与其交配。

后来，女神下了一个蛋，从蛋中诞生了倾国倾城的美女海伦。 

由于受到了宙斯的奸污，女神心理失衡，把主要精力都放到了惩罚坏人上面。美少年那

喀索斯因为过分自恋，无情地拒绝了爱慕他的宁芙仙女艾柯，也遭到了涅墨西斯的惩罚，变

成了水仙花。 

涅墨西斯的名字 Nemesis 在希腊语中表示“义愤”，字面意思是“分配（应得的奖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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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希腊语动词 nemein（分配）。英语词根-nomo-/-nomy（治理、法则）与其同源，也来自

希腊语动词 nemein（分配）。 

nemesis：['nɛməsɪs] n.报应，天罚；主要敌人，强大对手 

-nomo-/-nomy：治理，管理，法则，秩序 

economy：[ɪ'kɒnəmɪ] n.经济，节约，理财 

astronomy：[ə'strɒnəmɪ] n.天文学 

agronomy：[ə'grɒnəmɪ] n.农学 

autonomy：[ɔː'tɒnəmɪ] n.自治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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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黑夜女神尼克斯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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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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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ato-：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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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atology：[,θænə'tɒlədʒɪ] n.死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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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mortal：[ɪ'mɔːt(ə)l] adj.不朽的，长生不死的，神仙的 n.神仙，不朽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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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tality：[mɔː'tælɪtɪ] n.死亡数，死亡率，必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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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睡神许普诺斯/索莫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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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兄弟。许普诺斯的性格温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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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后赫拉计划把宙斯催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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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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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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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n-：睡眠 

somnolent：['sɑmnələnt] adj. 催眠的，想睡的 

insomnia：[ɪn'sɒmnɪə] n.失眠，失眠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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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nambulate：[sɒm'næmbjʊleɪt] vi.梦游 

somnambulism：[səm'næmbjʊlɪzəm] n.梦游症 

55. 梦神摩尔甫斯 

摩尔甫斯（Morpheus）是希腊神话中的梦神，是睡神 Hypnos 的儿子，掌管人们的梦境。

摩尔甫斯能够形成、塑造人们的梦境，还能以各种形态出现在人们的梦境中。摩尔甫斯通过

梦，向人们传递神的旨意。摩尔甫斯的形象通常是一个背长双翼的俊美男子。由于太忙，摩

尔甫斯没有结婚，不过也有人说彩虹女神伊里丝跟他是两口子。 

梦神的名字 Morpheus 在希腊语中是“形态制造者”之意，来自希腊语 morphe（形态）。

英语单词 morphine（吗啡）就源自梦神的名字 Morpheus，因为吗啡具有梦境一样的止痛作

用。英语词根 morpho-/-morph（形态）同样源自希腊语 morphe（形态），在科学领域应用极

其广泛。 

morphine： ['mɔːfiːn] n.吗啡 

morphic：['mɔ:fik] adj.形态学的，语形学的 

morpho-/-morph：形态，态 

56. 丑陋吓人的牧神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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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山上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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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罗马神话中，与潘神对应的有两位神祇，一位叫做法乌努斯（Faunus），一位叫做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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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瓦努斯（Sylvanus），他们都掌管农林畜牧。与法乌努斯（Faunus）同源的英语单词有 fauna

（动物区系），与希尔瓦努斯（Sylvanus）同源的英语单词有 sylvan（森林的）、savage（野

人，森林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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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una：['fɔːnə] n.某区域的动物群，动物区系 

sylvan：['sɪlv(ə)n] adj.森林的，农村的 

savage：['sævɪdʒ] n.野人，未开化的人 adj.野蛮的，残酷的，荒凉的 

57. 美丽多情的宁芙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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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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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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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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变成月桂树的宁芙仙女达芙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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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桂树又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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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爱你在心口难开的宁芙仙女艾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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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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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hoic：[ɛ'koɪk] adj.拟声的，回声的 

60. 变成芦苇的宁芙仙女绪任克斯 

希腊神话中，丑陋的牧神潘（Pan）爱上了河神之女、美丽的宁芙仙女绪任克斯（Syrinx）。

可是，仙女被潘的丑陋吓得落荒而逃。潘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了。绝望的仙女就祈求父

亲河神，把她变成了一支芦苇。伤心的潘将这支芦苇做成了笛子，并把它命名为 Syrinx。 

英语单词 syringe（注射器）与 syrinx 同源，因为它的形状和 Syrinx 一样，都是一根中

空的管子。 

syrinx：['sɪrɪŋks] n.排箫，潘神萧，鸣管，耳管 

syringe：[sɪ'rɪn(d)ʒ; 'sɪ-] n.注射器，针筒，洗涤器 vt.注射，冲洗 

61. 被变为母熊的宁芙仙女卡利斯托 

卡利斯托（Callisto）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宁芙仙女，是月亮和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的

侍女。为了侍奉月亮女神，卡利斯托曾发誓终身不嫁。她总是身穿威武的猎装，肩背神弓，

手持金矛，紧随着阿尔忒弥斯，在高山密林中勇猛地追逐野兽，是阿尔忒弥斯最得力、最信

任的助手。 

有一回，宙斯偶遇美丽的卡利斯托，生性风流的神王立刻就情不自禁地迷恋上了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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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了卡利斯托的果断拒绝。狡猾的宙斯摇身一变，变成阿尔忒弥斯的模样来接近她，并与

她同床共眠，最终成功地诱奸了卡利斯托。卡利斯托怀孕后，被阿尔忒弥斯赶走。 

后来，卡利斯托生下了儿子阿尔卡斯（Arcas）。天后赫拉嫉恨卡利斯托，将其变成一只

母熊。失去母亲的阿尔卡斯被外祖父养大，在一次打猎中遇到母亲。思儿心切的母亲想拥抱

儿子，却忘了自己变成了一头熊。看到母熊扑来，阿尔卡斯惊慌失措，准备用长矛还击。就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目睹这一切的宙斯心有不忍，就将他们母子都升上天空，分别成为大熊

座和小熊座。 

在天文学上，科学家用卡利斯托的名字命名了木星的一颗卫星，即“木卫四”。 

Callisto：[kə'listəu] n.木卫四，卡利斯托 

62. 变幻不定的海神普罗透斯 

普罗透斯（Proteus）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早期海神，荷马史诗中所说的“海中老人”之

一。他有预测未来的神通，但只向能逮住他的人透露预言。为了避免被人逮住，他拥有随意

改变自己形状的神力。他居住在尼罗河三角洲海岸外的法罗斯岛上，以放牧海兽为生。 

根据荷马史诗的记载，参加特洛伊战争的斯巴达国王墨涅拉奥斯（Menelaus）从特洛伊

启程回国前触犯了神灵，被困在法罗斯岛上。在这里他遇到了普罗透斯的女儿。后者向他透

露了普罗透斯的秘密，还告诉他制服普罗透斯的诀窍。于是，墨涅拉奥斯带着手下，身披海

豹皮，悄悄接近普罗透斯，趁他瞌睡时，突然抓住他，任凭他千变万化也不松手。普罗透斯

最后没办法，只好变回原形投降，向墨涅拉奥斯透露了他所需要的预言。 

普罗透斯的名字 Proteus 在希腊语中的含义是“第一”，来自 protos（第一）。英语词根

proto-（第一、最初）就来源于此。由于普罗透斯能够千变万化，所以从他的名字产生了英

语单词 protean，表示“千变万化的”。 

protean： ['prəʊtɪən; prəʊ'tiːən] adj.千变万化的，一人分饰多角的，变形虫的 

63. 脾气暴躁的食神加斯特 

“加斯特”（Gust）是希腊神话中的食神，经常下凡到人间来品味各种美味佳肴，因此

英语单词 gust 含有“风味、个人癖好”的意思。加斯特性情暴躁，如果尝不到美食就会大

发脾气，兴风作浪。因此，gust 又含有“突然的阵风”的意思。 

gust：[gʌst] n.风味、趣味、个人癖好，突然的一阵（风）vi.一阵一阵地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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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sty：['ɡʌsti] adj.阵风的；突发的；阵阵猛急的 

64. 诸神的礼物潘多拉 

宙斯发现人类掌握了火的使用方法后，下决心要惩罚人类，就让火神仿造女神的模样，

用水和土创造了一个美女，再让爱与美神阿芙洛狄忒为她喷上令男人心醉神迷的香气，让雅

典娜为她披上华丽的衣服，神使赫尔墨斯赋予她言语的天赋。当这个女人做好后，宙斯给她

起名为 Pandora（潘多拉），让她带着一个宝盒来到人间，并欲擒故纵地警告她不要打开盒子。

埃庇米修斯不顾普罗米修斯的警告，娶了潘多拉为妻。潘多拉果然禁不起好奇心，打开了宝

盒，放出了里面的各种灾难，仅仅保留了希望在里面。 

潘多拉的名字 Pandora 是“众神的礼物”的意思。在希腊语中，pan 表示“所有”，dora

的意思是“礼物”，其中的 do 表示“赠送”。pan 和 do 后来都变成了英语词根，衍生了大

量英语单词。 

Pandora’s box：灾难的根源 

pandemic： [pæn'demɪk] adj.全国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panorama：[pænə'rɑːmə] n.全景，概观 

pansophic：adj.全知的，有广泛知识的 

donor： ['dəʊnə; -nɔː] n.捐赠者 

donate：[də(ʊ)'neɪt] n.v.捐献，捐赠 

pardon：['pɑːd(ə)n] n.vt.原谅 

65. 被雅典娜误杀的仙女帕拉斯 

希腊神话中，战争女神雅典娜（Athena）出生时就全副武装，所以她小时候喜欢的并不

是一般女孩子喜欢的文静游戏，而是真刀真枪的格斗。有一次她与自己的好朋友、河神法厄

同的女儿帕拉斯（Pallas）用长矛练习格斗。两个女孩打得正酣时，宙斯看到了这一切，担

心自己的女儿受伤，于是就在两人之间降下了一面羊皮盾牌，护住了雅典娜。结果帕拉斯的

长矛被盾牌挡住，而正当她为这突然出现的盾牌纳闷时，雅典娜的长矛已经刺穿了她的身体，

雅典娜因为误杀了自己的朋友而伤心不已。为了纪念她，雅典娜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帕拉

斯·雅典娜（Pallas Athena），并为帕拉斯制作了一尊雕像并放在宙斯的神像前。 

特洛伊国王伊罗斯在修建特洛伊城时，祈求先祖宙斯的兆示，看神灵是否同意他的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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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第二天，伊罗斯在自己的帐篷前捡到从天上落下的帕拉斯神像。这意味着宙斯同意将

该城置于他及其女儿雅典娜的庇护之下。从此以后，这尊帕拉斯神像就成了特洛伊的守护神。

英语单词 palladium 就来自帕拉斯的名字，表示“守护神”。著名化学家 Wollaston 用它来命

名他新发明的金属元素钯。 

palladium：[pə'leɪdɪəm] n.金属元素钯，守护神 

palladian：[pə'leidjən] adj.帕拉斯·雅典娜的，有智慧的，有学问的，帕拉弟奥建筑风格

式的 

（五） 巨人妖怪 

66. 单挑奥林巴斯诸神的巨怪提丰 

宙斯率领奥林巴斯诸神战胜提坦诸神后，对参与谋反的提坦诸神进行了严厉了惩罚。大

部分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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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坦神的严厉惩罚引

发了老祖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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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提丰上身似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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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力大无穷，用巨石和烈焰袭击了奥林巴斯诸

神。诸神落荒而逃，一直逃到埃及。天神宙斯用霹雳与其搏斗，击退提丰。但当宙斯近距离

追击时，却被提丰用蛇发缠住制服。提丰将宙斯筋肉割掉，将其囚禁在山洞中。幸亏有神使

赫尔墨斯施展神偷本领，将宙斯连同筋肉偷回。宙斯再次与提丰展开大战，将其压在埃特纳

火山之下。 

提丰虽然被制服了，但他生出了许多怪物，如看守地狱的三头犬、九头蛇、奇美拉、斯

芬克斯等，可算是希腊神话中的妖魔鬼怪的老祖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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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hoon：[taɪ'fuːn] n.台风 

typhonic：[taɪ'fɑnɪk] adj.台风的，台风似的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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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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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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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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奥林巴斯诸神发起了进攻，史称“癸干忒斯之

战”。在战争中，奥林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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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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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从大地汲取力量的巨人安泰俄斯 

在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盖亚和海神波塞冬生下了一个巨人，名叫安泰俄斯（Antaios），

含义就是“对立的”，源自表示“对立”的前缀 anti-。安泰俄斯力大无穷，并且只要接触地

面即可从大地女神那里获得源源不穷的力量。安泰俄斯居住在利比亚，强迫所有经过他的土

地的人与他摔跤，并把他们杀死。他这么做的目的是收集死者的头骨好为他的父亲波塞冬建

立一座神庙。当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经过利比亚时，安泰俄斯

也要求他与自己摔跤。赫拉克勒斯发现了安泰俄斯的秘密，于是将安泰俄斯举到空中使其无

法从大地女神那里获取力量，这样才把他扼死了。 

安泰俄斯的名字进入英文后拼写变为 Antaeus。形容词 antaean（巨大的）就来自它的名

字。 

antaean：[ænˈti:ən] adj.巨大的，安泰俄斯的 

69. 警惕的百眼巨人阿尔戈斯 

阿尔戈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他有 100 只眼睛，分布在全身，可以观察到各个方

向发生的事情，即使睡觉时也有两只眼睛睁着。据说有一次宙斯下凡勾引凡间美女伊娥，为

了遮人耳目就变出一团云雾笼罩在周围。天后赫拉心生怀疑，驱散云雾，宙斯赶紧将伊娥变

出一头雪白的小母牛。赫拉看穿了宙斯的诡计，假意喜欢这头牛，要求宙斯把这头牛送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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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作宠物，然后派阿尔戈斯严密监视小母牛。宙斯派自己的儿子、神使赫尔墨斯前去解救伊

娥。赫尔墨斯用笛子吹出动听的音乐，还给他讲潘神追求宁芙仙女不成最后发明潘神萧的故

事，引诱阿尔戈斯闭上所有眼睛入睡。赫尔墨斯趁阿尔戈斯睡着后砍下了他的头，救出了伊

娥。后来赫拉将阿尔戈斯的 100 只眼睛转移到她最宠爱的鸟——孔雀的尾羽上。从此以后，

孔雀的尾羽上长满了眼睛一样的美丽花纹。 

 
阿尔戈斯的名字在希腊语中是 Argos，含义是“（目光）明亮的”。英语单词 argus 就

来自他的名字，比喻“警惕的人”。英国海军二战前的一艘航空母舰、美国 2012 年推出的

一款无人驾驶侦察机都叫做 Argus。 

argus：['ɑːgəs] n.警惕的人，百眼巨人 

argus-eyed：adj.警惕的，目光敏锐的 

70. 凶残的独眼巨人 

在赫西奥德的《神谱》中，天神乌拉诺斯和大地女神盖亚所生的子女中，除了十二泰坦

神外，还有三位独眼巨人（Cyclops）。他们额头中只有一只圆眼睛，词根 cyc 表示“圆圈”，

就代表独眼巨人额头上的那只圆眼睛。乌拉诺斯惧怕他们的力量，把他们囚禁在黑暗深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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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后来宙斯为了对抗泰坦，将他们从黑暗深渊之中释放出来。他们为宙斯锻造了雷电，为

哈迪斯锻造了隐形头盔，为波塞冬锻造了三叉戟，为阿耳特弥斯锻造了弓和月光箭，为阿波

罗锻造了弓和太阳箭。 

而在荷马的《奥德赛》里，独眼巨人是波塞冬的孩子，居住在遥远国度里。这个种族的

特点是粗野，喜食人。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奥德修斯在返航途中迷途，在岛屿上遭遇了独眼

巨人波吕斐摩（Polyphemus）。独目巨人把他们关在洞穴里并吃他的同伴。奥德修斯用葡萄

酒灌醉了波吕斐摩并用烧红的木桩戳瞎了他的独眼，然后躲在绵羊的肚子下逃出了洞穴。 

Cyclops：['saɪklɑps] n. 库克罗普斯（独眼巨人） 

cyclopean：[sai'kləupjən] adj.独眼巨人的，巨大的，巨石式的 n.蛮石，乱石堆 

71. 用谜语刁难人的怪物斯芬克斯 

斯芬克斯（Sphinx）最早源于古埃及神话，是长翅膀的怪物，通常是雄性，是仁慈和高

贵的象征，包括三种：人面狮身的 Androsphinx、羊头狮身的 Criosphinx 和鹰头狮身的

Hierocosphinx。但在希腊神话中，斯芬克斯变成了雌性，代表着“神的惩罚”。 

据说，天后赫拉派斯芬克斯坐在底比斯城附近的悬崖上，用缪斯所传授的谜语考验路人：

什么东西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猜不出谜语的人就会被它吃掉。俄狄浦斯

猜出了斯芬克斯的谜语，谜底是“人”，因为人在婴儿阶段四脚着地爬着走，长大后用两只

脚走路，年老体弱后拄着拐杖走。看到自己的谜语被猜中，斯芬克斯于是在羞愧中跳崖而死。 

在英语中，斯芬克斯的名字 sphinx 比喻“难以理解的人”，习语 riddle of sphinx 比喻难

题。 

sphinx：[sfɪŋks] n.难以理解的人，斯芬克斯，（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 

riddle of sphinx：n.难题，难解之谜 

72. 狂野的马人肯陶洛斯 

马人（centaur，肯陶洛斯）是西方神话中一种历史悠久的怪物，中世纪艺术品中的常客。

它长有人的上半身，而从腰以下则是马的躯干和四肢，据说是贴撒里国王伊克西翁和云发生

关系的产物，以善于射箭而著称。在很多希腊神话中，马人是狂野的象征。 

传说，在拉庇泰（Lapiths）国王庇里托俄斯 Pirithous 结婚之际，一群受邀赴宴的马人

试图绑走新娘和参加婚礼的女宾。国王庇里托俄斯和朋友忒修斯率领众人追赶，最终战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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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人，这就是著名的“马人大战”。 

一个名叫涅索斯 Nessus 的马人试图调戏大英雄赫拉克勒斯的妻子得阿涅拉 Deianeira。

赫拉克勒斯射死了涅索斯。但涅索斯在临死前欺骗得阿涅拉，让她保存自己的鲜血，骗她说

如果赫拉克勒斯移情别恋，这些血可以让他回心转意。得阿涅拉信以为真，当她误认为赫拉

克勒斯喜欢上其他女人时，就把涅索斯的血洒在送给赫拉克勒斯的衣服上。结果赫拉克勒斯

穿上衣服后被毒血烧死了，死后升仙，成为了天上的武仙座。 

最有名的一个马人叫喀戎（Chiron），是个少见的正面人物，在荷马史诗中多次出场，

以知识渊博、善于培养教导男孩而闻名，是阿喀琉斯、赫耳墨斯和埃斯库拉庇乌斯等英雄的

老师。在赫拉克勒斯和其他人头马怪的战斗中，他不幸被赫拉克勒斯沾有九头蛇毒血的剑刺

伤。虽然他拥有不死之躯，但难忍伤痛，自愿将自己的不死之身转让给普罗米修斯。他死后

升仙，成为“射手座”。 

英语单词 centaury（矢车菊）就是用马人 centaur 命名的，原因是据说马人喀戎首次发

现了矢车菊的药用价值。 

centaur：['sentɔː] n.马人，肯陶洛斯人，半人马座 

centaury：['sentɔːrɪ] n.矢车菊 

73. 好色的羊人萨堤尔 

羊人（satyr，萨堤尔）是希腊神话中一种半人半羊的怪物，与潘神有点类似，长有羊角

羊耳和羊的后脚。萨堤尔是酒神的随从，嗜酒、好色，代表了羊群强大的繁殖能力，以高超

的性技巧和不知满足的性欲而著称，常常和美丽多情的宁芙仙女一块嬉戏。在早期希腊的图

像中往往把它们画出全裸或仅遮下体的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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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画《宁芙仙女们和萨堤尔》 作者：布格罗 

萨堤尔在酒神的身旁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古希腊人在酒神节上也表演歌舞来纪念萨

堤尔，称为羊人剧或萨堤尔剧。在英语中，萨堤尔的名称 satyr 成了色情狂的代名词。

satyr： ['sætə] n.色情狂，好色之徒，萨堤尔 

satyric：[se'tɪrɪk] adj.好酒色的 

satyriasis：[,sætɪ'raɪəsɪs] n.男性色情狂，求雌癖 

74. 三种动物杂交而成的怪物奇美拉 

在希腊神话中，奇美拉（Chimera）是一只栖息在下亚细亚的利西亚（Lycia）)中的怪兽，

据说是提丰的后代。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由三种动物构成的。荷马在《伊里亚特》中首次

对奇美拉进行了描述：“一种永生之物，而非人类，前为狮，后为蛇，中为羊。呼吸之间，

鼻喷明亮可怖的火焰。”赫西奥德在《神谱》中也有类似描述：“令人恐怖的生物，雄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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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敏捷，拥有三个头：前有狮头，后有龙头，中有羊头，喷出令人恐怖的烈火。”奇美

拉通常被看作是雌性，是斯芬克斯和尼美亚雄狮的母亲。在野外看到奇美拉通常预示着风暴、

船只失事、自然灾害（尤其是火山爆发）。 

科林斯英雄柏勒罗丰（Bellerophon）奉利西亚国王之命来猎杀奇美拉。他骑着飞马，在

空中用灌铅的长矛杀死了奇美拉。奇美拉出现在古希腊众多艺术作品中，如花瓶、壁画。由

于奇美拉是由三种完全不同的动物组成的，因此从它的名字衍生了英语单词 chimerial，表示

由异质部分构成的，后来引申为荒诞的、空想的。 

chimerical： [kaɪ'mɪərɪkəl] 荒诞的，空想的，妄想的 

75. 海中的马头鱼尾怪 

马头鱼尾怪（hippocampus）是希腊神话中的一种海中怪兽，它上半身是马，下半身是

鱼或海豚。英语单词 hippocampus 来自希腊语 hippokampus，由 hippo（马）和 kampus（一

种海中怪物）构成，字面意思就是“像马的海中怪物”。 

在《伊利亚特》中，荷马曾描述波塞冬由黄铜蹄子的马拉着在海上奔驰的场景。在希腊

化时代和罗马帝国时，拉马车的变成了马头鱼尾怪。在之后的许多艺术作品中，马头鱼尾怪

和波塞冬一起出现的形象屡见不鲜。 

在罗马帝国的许多公共浴场都有马头鱼尾怪的镶嵌画。在文艺复兴时期，马头鱼尾怪经

常被用作纹章的一个要素。海事相关组织及个人尤常用到。罗马的著名景点、修建于 18 世

纪的特莱维喷泉（Trevi Fountain，又名“许愿池”）里就有海神驾着马头鱼尾怪战车的雕像。 

小型海洋动物海马（sea horse）的拉丁正式名称就是 hippocampus，因为它头部像马，

下半身像鱼。 

hippocampus：[,hɪpə(ʊ)'kæmpəs] n.海马，马头鱼尾怪 

76. 凶猛无比的狮鹫兽 

“格里芬”（Griffin）是西方神话传说中一种鹰头狮身有翅的怪兽，中文译为“狮鹫”。

它长有狮子的躯体与利爪、鹰的头和翅膀，是相当有名的奇幻生物。因为狮子和鹰分别称雄

于陆地和天空，狮鹫被认为是非常厉害的动物。在大量网络游戏中都有狮鹫这个角色。 

据说狮鹫像老鹰一样筑巢，它们居住在从现代乌克兰延伸至中亚的斯基泰草原，在那里

金子和宝石的储藏量非常丰富。狮鹫负责看管金矿和暗藏的珍宝，要是有陌生人靠近想要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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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金子或宝石时，狮鹫会扑上前去把他们撕成碎片。斯基泰人（Scythians）用此地发现的巨

型石化骨头作为狮鹫存在的证明，从而使外人不敢前去采集金子和宝石。有传说认为天神们

在巡视时坐在狮鹫拉动的车子上。 

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布雷克·格里芬（Blake Griffin）的姓氏就是 Griffin。他天生神力，

擅长扣篮，似乎就是狮鹫转世。 

griffin： ['grɪfɪn] n.狮鹫，格里芬 

77. 难以杀死的九头蛇海德拉 

海德拉（Hydra）是希腊神话中巨大的的九头蛇，是希腊神话中最强悍的怪物之父提丰

（Typhon）和女首蛇身怪爱克特娜（Echidina）交配所生。赫拉克勒斯要完成的第二项艰巨

任务就是杀死九头蛇海德拉。它吞食田地，蹂躏人畜，无恶不作，所吐出来的毒气还使得当

地成为的瘟疫沼泽。海德拉的血液和呼出的气息都有毒。并且它有九个头，砍掉每一个头都

会再生，而且中间的那一个头还是永生不死的，让赫拉克勒斯大伤脑筋，还好后来他的侄子

交给他一个火把，让他每砍掉一个头就用火把烧伤口，让他再也长不出头来。而最后一个头

在砍下之后，赫拉克勒斯就把它的头用大石头压着，让它再也不能作怪，最后还把身上所有

的箭都沾上了海德拉的毒血，成为赫拉克勒斯后来的武器。英语中用海德拉来命名水螅，因

为它头部拥有很多触手，形状与传说中的九头蛇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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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a：['haɪdrə] n.水螅，九头蛇，难以根除的祸害。 

78. 带来灵感的飞马珀加索斯 

在希腊神话中，大英雄珀尔修斯杀死蛇发女妖美杜莎后，从美杜莎流出的血中诞生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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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长有双翼的飞马，在希腊语中被称为 Pegasos（珀加索斯），来自 pege（泉水），进入英文

后拼写变为 Pegasus。传说中，凡是被珀加索斯的马蹄踩过的地方都会有泉水涌出，诗人饮

用其水后可以获得灵感。所以 Pegasus 一词常常用来比喻“诗人的灵感”。 

Pegasus：['pɛgəsəs] n. 珀加索斯（生有双翼的神马），诗人的灵感 

79. 被阿波罗杀死的巨蟒皮同 

在希腊神话中，当天后赫拉听说勒托（Leto）怀上了宙斯的孩子后，大为恼火，想方设

法阻扰勒托的生产，并派出一条名叫“皮同“（Python）的巨蟒来袭击勒托。勒托被巨蟒追

得无处栖身，后来逃到海中一个荒岛上才找到一个生产之地。勒托花了九天九夜才生下一对

孪生子，即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和光明神阿波罗。阿波罗长大后，替母复仇，在德尔斐附近

的海湾杀死了巨蟒皮同。人们在德尔斐修建了一座阿波罗神殿作为纪念。因为阿波罗拥有强

大的预言能力，所以该神殿以其准确的“神谕”（Oracle）而闻名。 

英语单词 python（巨蟒）就源自被阿波罗杀死的巨蟒的名字 Python。 

python：['paɪθɑn] n.巨蟒 

pythonic：[pai'θɔnik, pi-] adj.巨蟒似的；预言的，神谕的 

80. 能使人石化的蛇发女妖戈耳工 

在希腊神话中，戈耳工（gorgon）是三个长有尖牙、头生毒蛇的恐怖女妖，她们是海神

福耳库斯与刻托的三个女儿，其中最有名的是最小的美杜萨（Medusa）。传说美杜莎原本是

个满头金发的美女。海神波塞冬被美杜莎所吸引，在雅典娜的神殿内强行奸污了美杜莎。雅

典娜却迁怒于美杜莎，将其变为面目狰狞的女妖，满头金发也变成了毒蛇。 

传说美杜莎的双眼具有魔力，任何人一旦与她的眼神交汇都会石化。英雄玻耳修斯知道

这个奥秘后，不敢正视美杜莎，只能通过镜子里的倒像来观察，杀死了睡梦中的美杜莎，带

走了她的首级。后来，玻耳修斯将美杜莎的首级献给了雅典娜。雅典娜将其嵌入自己的盾牌

中间。戈耳工三姐妹的头像常被艺术家描绘在徽章、建筑物甚至雅典的钱币上，也曾用于士

兵的盾牌上，用来恐吓敌人。 

gorgon：['ɡɔrɡən] n. 戈耳工，蛇发女妖，丑陋女人 

gorgonian：[gɔː'gəʊnɪən] adj.可怕的，如蛇发女妖的 

gorgonize：['gɔrgən,aɪz] vt.使吓呆，使变成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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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残酷贪婪的鹰身女妖哈耳皮埃 

Harpy（哈耳皮埃）是希腊神话中的鹰身女妖，长着妇人的头和身体、长长的头发、鸟

的翅膀和青铜的鸟爪。传说哈耳皮埃是堤丰（Typhon）和厄喀德那（Echinda）的四位女儿

——Aello（暴雨）、 Celaeno（黑风暴）、Okypete（疾飞）、Podarge（疾行）——的总称，

她们原先是风之精灵，冥王哈迪斯的传令者，负责把死者的灵魂送往冥界。在后来的传说中

她们才变成生性贪婪的鹰身女妖，总是显得饥饿且疲惫不堪，她们所接触过的一切东西都会

变得污浊不堪，散发臭味。 

阿耳戈英雄们在历险旅程中，到达色雷斯国王菲纽斯（Phineus）所在城邦。因为滥用

阿波罗授予的预言能力，菲纽斯遭到神灵的惩罚，被弄瞎双眼，并且每次吃饭时，大批哈耳

皮埃都会飞来啄食他的食物，并将剩下的食品弄脏。这位被哈耳皮埃折磨得骨瘦如柴的老人

央求阿耳戈英雄们的救助。英雄们帮他赶走了恶鸟，使他终于吃上了美味洁净的食物。 

英语单词 harpy 用来比喻像哈耳皮埃那样残酷贪婪的人。 

harpy：['hɑːpɪ] n.鹰身女妖，残酷贪婪的人，抢夺者 

harp： [hɑːp] v.喋喋不休，不停骚扰 

82. 歌声迷人的海妖塞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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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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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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地理物品 

83. 英雄和好人安息的极乐世界 

在希腊神话中，神和凡人结合所生的英雄以及其他被神选中的好人、正义之士死后将在

一个名叫 elysium的地方享福。这个 elysium位于世界的西边尽头，通常翻译为“极乐世界”，

相当于后来宗教神话中的天堂。在一些传说中，elysium 有时候也被称为“至福岛”（Isles of 

the Blessed）。 

根据一些晚期的希腊神话，克洛诺斯最后与宙斯达成了和解，宙斯将克洛诺斯和其他被

关押在塔尔塔罗斯中的提坦神释放，让他们居住在 elysium。克洛诺斯成为了 elysium 的主

人。 

elysium：[i'liziəm] n.极乐世界，至福之地，天堂 

elysian：[ɪ'lɪʒən] adj.乐土的，快乐的，像天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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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冥界中的忘却之河勒特 

在希腊神话中，勒特（Lethe）是冥界中的五条河流之一，被称为“忘却之河”。喝下

此河水便可忘却前生事。它流经睡神的洞穴，穿过整个冥界。死去的亡灵来到冥界后，必须

要喝下勒特河水，以便忘记前世记忆，再次转世为人。忘却之河的名字 Lethe 在希腊语中就

是“遗忘”的意思，英语中表示“遗忘、死亡”的词根 leth-就来源于此。 

lethean：[li'θi:ən] adj.忘川的，使人遗忘过去的 

lethargy：['leθədʒɪ] n.昏睡，死气沉沉，嗜睡（症） 

lethargic：[lɪ'θɑːdʒɪk] adj.昏睡的，无生气的 

lethal：['liːθ(ə)l] adj.致命的 

85. 环绕地狱的憎恨之河 

在希腊神话中，斯堤克斯（Styx，在希腊语中是“仇恨的”之意）是大洋河流神俄刻阿

诺斯和提坦女神忒堤斯的女儿，也有人认为她是夜神倪克斯和黑暗之神厄瑞玻斯之女。她掌

管冥界的 9 条河流之一，因此这条河流也被称为 Styx（憎恨之河）。这条河的河水具有魔力，

凡人接触此水后可以刀枪不入，因此凡人英雄阿喀琉斯出生后就被他妈倒提着浸入该河。另

外，神灵若是渡过这条河就会失去神性，因此神灵常常以 Styx 的名字来发誓。以 Styx 的名

义发出的誓言是极其神圣的，任何违背此誓的神灵都会受到昏睡一年的惩罚。 

憎恨之河位于冥界，因此阴森恐怖。英语单词 stygian 就源自憎恨之河的名字 Styx，意

思是“幽暗的，阴暗的”。 

stygian：['stɪdʒɪən] adj.幽暗的，阴暗的 

86. 赫拉乳汁喷射形成的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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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希腊神话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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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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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汁之路）来表示银河。 

galaxy： ['gæləksɪ] n.银河，银河系，群英 

87. 错综复杂的克里特岛迷宫 

传说，克里特岛的国王米诺斯（Minos）是宙斯和欧罗巴公主的儿子。在他与兄弟争夺

王位时，曾请求海神波塞冬降下神迹来支持他。波塞冬答应了他，从海中升出一头俊美的白

色公牛，并要求事后把公牛献祭给他。没想到米诺斯当上国王后，舍不得宰杀这头俊美的白

牛，就用另一头牛代替献祭给了波塞冬。波塞冬特别生气，想严惩这个欺骗神灵的国王，就

施展法力，使王后爱上了这头白牛。王后后来生下了一个牛头人身的怪物米诺陶洛斯。为了

遮羞，米诺斯请当时著名的工匠代达罗斯（Daedalus）建造了一座名叫 labyrinth 的迷宫，把

弥诺陶洛斯关在里面。 

labyrinth 迷宫设计得如此巧妙，以至于他的设计者代达罗斯本人进去后都差点出不来。

它和埃及迷宫、萨摩斯岛迷宫、意大利迷宫等并列为世界四大迷宫。其中又以它最为出名。

米诺斯将米诺陶洛斯关在迷宫中，每年要求被自己降伏的国家供奉童男童女给它享用。后来，

希腊英雄忒修斯在米诺斯女儿的帮助下，在迷宫中杀死了米诺陶洛斯。 

labyrinth：['læb(ə)rɪnθ] n.迷宫 

labyrinthic：[,læbə'rinθik,-kəl] adj.迷宫的，错综复杂的 

labyrinthian：[,læbə'rɪnθɪən]adj.迷宫的，错综复杂的 

labyrinthine：[,læbə'rɪnθaɪn]adj.迷宫的，错综复杂的 

88. 哺乳宙斯的山羊之角 

幼年时期的宙斯为了逃避父亲克洛诺斯的迫害，隐居在克里特岛，由仙女抚养长大，用

母山羊阿玛尔忒亚（Amalthea）的乳汁喂养宙斯。童年时顽皮的宙斯在玩耍时把山羊的一只

角折断了。为了弥补过错，宙斯施展神力，赋予了这只羊角神奇的功效，使它能源源不断产

生出它的拥有者所想要的东西。这只羊角就被称为“丰饶之角”（cornucopia），来自拉丁语

cornu copiae，意思是“horn of plenty”（丰饶之角）。 

cornucopia：[,kɔːnjʊ'kəʊpɪə] n.丰饶之角；装满花果及谷穗表丰饶的羊角状物 

cornucopian：[,kɔ:nə'kəupiən]adj.丰饶的，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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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众神的乐器里拉琴 

lyre 是古希腊的一种七弦竖琴，音译为“里拉琴”。在希腊神话传说中，里拉琴首先由

神使赫尔墨斯把琴弦缠绕在乌龟壳上制成，随后他把琴赠给太阳神阿波罗，阿波罗又把琴赠

给了他的儿子俄耳甫斯，使他成为一位著名琴师，只要他一开始弹奏七弦琴，万物都会静静

地聆听并为他美妙的琴声所打动。在古代西方，抒情诗常用里拉琴伴奏，所以由里拉琴的名

字 lyre 产生了 lyric（抒情诗）、lyricist（抒情诗人）等单词。 

lyre：[laɪə] n.里拉琴，古希腊的七弦竖琴。 

lyric：['lɪrɪk] n.抒情诗，歌词。adj.抒情的，吟唱的。 

lyricist：['lɪrɪsɪst] n.抒情诗人。 

90. 命运三女神的命运之线 

英语单词 stamina（活力）来自拉丁语 stamina，是 stamen 的复数形式，而 stamen 的原

意是织布机上的经线，是纺织时的基础，其中的 sta 表示“stand”（站立）。因此 stamina 的

本意就是“多根经线”。由于在罗马神话中，人的生命取决于命运三女神手中的命运之线，

因此 stamina 也就与人的生命力产生了联系，表示构成生命的基本要素、生命活力。 

原本表示“经线”的 stamen 现在则用来表示植物的“雄蕊”，因为雄蕊的形状与“经

线”相似，在植物繁殖过程中的基础作用也与“经线”在纺织时的基础作用相同。 

stamina：['stæmɪnə] n.活力，精力，生命力，持久力，耐力，康复能力 

stamen： ['steɪmən] n.雄蕊 

91. 威力无比的宙斯神盾 

在希腊神话中，神王宙斯拥有一块神盾，称为 Aegis。它是火神赫菲斯托斯特地为宙斯

锻造的，上面还蒙有一块曾经哺育过宙斯的母山羊阿玛尔忒亚的毛皮。这块盾牌拥有巨大的

魔力，只要摇晃一下，就会天摇地动，电闪雷鸣。后来，宙斯因为宠爱女儿雅典娜，就把这

块盾牌送给了雅典娜。雅典娜在盾牌中间安上了蛇发女妖美杜莎的头，进一步增强了神盾的

魔力，任何被其光芒照到的人都会化为石头。从此以后雅典娜战无不胜、所向披靡。 

Aegis 盾牌是雅典娜的象征物，代表着雅典娜对她的子民的庇佑，因此，小写单词 aegis

便产生了“保护、赞助”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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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gis： ['iːdʒɪs] n.保护，赞助，庇护 

92. 众神的食物和饮料 

在希腊神话中，众神食用的食物叫做 ambrosia，神仙们食用后可以永葆美貌并长生不老。

该词由 a（不）+mbrotos（=mortos，死亡）+名词后缀-ia，字面意思就是“长生不死”。英语

单词 ambrosia 就来源于此。 

希腊神话众神饮用的琼浆玉液叫做 nektar，由 nek-（死亡）和-tar（战胜）组成，字面

意思就是“战胜死亡”，据说神仙们饮用后可以永葆美貌并长生不老。英语单词 nectar 就来

来源于此。 

ambrosia：[æm'brəʊzɪə] n.神的食物，特别美味的食物 

ambrosial：[æm'brəʊzjəl] adj.特别美味的，可口的，芬香的 

ambrosian：[æm'brəuzjəl,-zjən] adj.特别美味的，可口的，芬香的；神的，敬神的，适用

于神的 

nectar：['nektə] n.花蜜，甘露，琼浆玉液，神酒，美味的饮料 

nectarous：['nektərəs] adj.甘美的，神酒似的 

nectary：['nekt(ə)rɪ] n.（植物）蜜腺，蜜管 

（七） 英雄和人 

93. 希腊人的祖先赫楞 

约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属于印欧语系的游牧民族亚盖亚人、爱奥尼亚人等相继侵入

巴尔干半岛等地。他们以及后来的多利亚人都自称是神灵赫楞（Hellen）的后代。他们有大

致相同的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在希腊神话传说中，赫楞是大洪水中唯一幸存下来的皮拉

和丢卡利翁的儿子。他的每一个儿子都创建了一个主要的种族：埃俄罗斯创建埃俄尼亚一族，

多洛斯创建多利安族，克苏托斯创建亚盖亚族（来源于他的儿子阿开俄斯）与爱奥里亚族（来

源于他的儿子伊翁，可能是庶生的）。他们征服了希腊的佛提亚地区，随后将他们的统治范

围扩展到其他的希腊城市。于是那些地区的人便因为他们祖先的名字而被称为“赫楞人”

（Hellene），即“希腊人”。 

Hellene： ['heli:n] n. 赫楞人，希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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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神和凡人所生的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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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i-god，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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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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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医神埃斯库拉庇乌斯 

“埃斯库拉庇乌斯”（Aesculapius）是罗马神话中的医术之神，是太阳神阿波罗和塞萨

利公主科洛尼斯（Coronis）的儿子，在希腊神话中被称为“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

埃斯库拉庇乌斯的医术十分高明，并从智慧女神密涅瓦那里得到了一小瓶蛇发女妖的血液：

从左边的血管取，是一种致命的毒药；但是如果从右边的血管取，这血液就可令人起死回生。 

主神朱庇特对此事十分震怒，因为这威胁到了只有神才拥有的“不朽”，于是用雷矢劈死了

埃斯库拉庇乌斯。被激怒的阿波罗为了报复，射死了为朱庇特煅造雷矢的独目巨人。朱庇特

大怒，罚阿波罗为特洛伊人修筑城墙，却也将埃斯库拉庇乌斯升上天空，化为蛇夫座。从此

人们将埃斯库拉庇乌斯奉为医神。 

埃斯库拉庇乌斯经常拿着有巨蛇盘缠的手杖。手杖象征知识、权威，蛇象征医学。所以

蛇与手杖已成为国际通行的医药卫生标志。英语单词 aesculapian 正是来自医神埃斯库拉庇

乌斯的名字 Aesculapius。 

aesculapian：[,i:skju'leipiən] n.医生 adj.医术的，医学的，埃斯库拉庇乌斯的 

96. 健康女神许癸厄亚/萨卢斯 

希腊神话中，许癸厄亚（Hygieia）是医药神埃斯库拉庇乌斯的女儿，医药女神帕那刻

亚的姐妹。她掌管清洁卫生和健康，其形象通常是一个用碗喂蛇的少女。许癸厄亚的碗跟其

父亲埃斯库拉庇乌斯的蛇杖一样，有一条蛇盘旋在上，两者同样具备医学、健康的象征意义，

是现今世界常用的符号之一。目前，许癸厄亚之杯已成为了欧美国家药店的标志。在几乎所

有药店的入口，都会悬挂一个这样的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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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癸厄亚的希腊名字 Hygieia 来自 hygies（健康）。英语单词 hygiene（卫生保健）就来

源于此。 

在罗马神话中，对应的健康女神叫做萨卢斯（Salus）。在古罗马时期得到古罗马人广泛

崇拜与供奉，并以每年八月五日进行相关活动。萨卢斯的名字 Salus 在拉丁语中就是“身体

健康”的意思，与形容词 salvus（safe，安全）有关。英语单词 salute 就来自 Salus，本意是

“祝身体健康”，引申为“致敬，行礼”。同源的单词还有 salutary（有益的）。 

hygiene： ['haɪdʒiːn] n.卫生，保健 

salute：[sə'lut] v.n.行礼，致敬，欢迎 

salutation：['sæljʊ'teʃən] n.称呼，致敬，问候，招呼 

salutary：['sæljə'tɛri] adj.有益的，有用的，有益健康的 

97. 医药女神帕那刻亚 

希腊神话中，帕那刻亚（Panakeia）是医药神埃斯库拉庇乌斯的女儿，光明神阿波罗的

孙女。埃斯库拉庇乌斯共有 5 个女儿，分别代表了阿波罗的一种医药能力，其中以帕那刻亚

和许癸厄亚最为有名。帕那刻亚代表了治疗，而许癸厄亚代表了清洁卫生与健康。古代医生

在开始正式从业前，要宣读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词，宣誓对象除了阿波罗与埃斯库拉庇乌斯

外，还包括许癸厄亚和帕那刻亚姐妹俩。 

帕那刻亚的名字 Panakeia 在希腊语中是“治疗一切”的意思，由 pan（全部）和 akos （治

愈）构成，相当于英语中的 all+cure。她的名字经由拉丁语进入英语后，演变为英语单词

panacea，用来表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panacea：[,pænə'siə] n.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98. 化为英仙座的英雄珀尔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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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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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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eus：['pə:sju:s; -siəs] n.英仙座，珀尔修斯 

99. 大力神赫拉克勒斯 

赫拉克勒斯（Heracles 或 Hercules，又译为“海格力斯”）是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英雄，

众神之王宙斯与凡间女子阿尔克墨涅的儿子，英雄玻耳修斯的曾孙。他神勇无比，力大无穷，

生前完成了十二项英雄伟绩，还参加了阿尔果斯远征帮助伊阿宋觅取金羊毛，解救了普罗米

修斯等等，死后升入奥利匹斯圣山，成为大力神。有关他惩恶扬善、敢于斗争的神话故事历

来都是文艺家们乐于表现的主题。 

赫拉克勒斯的母亲阿尔克墨涅临产前，宙斯曾得意地在众神面前宣告一名伟大的英雄即

将诞生，将统治玻耳修斯的所有后裔。天后赫拉嫉恨阿尔克墨涅，就暗做手脚，推迟了阿尔

克墨涅的生产，而使珀尔修斯之孙、赫拉克勒斯的叔父欧律斯透斯提前出生，从而成为国王。 

赫拉克勒斯出生后，曾机缘巧合地吮吸了天后赫拉的乳汁，因而获得神力。赫拉克勒斯

还是个婴儿时，赫拉曾派两条毒蛇来暗杀赫拉克勒斯，但被赫拉克勒斯扼杀。赫拉克勒斯长

大后，拒绝了“恶行女神”的诱惑，选择了“美德”之路。 

赫拉克勒斯的叔父欧律斯透斯故意刁难他，给他布置了十二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杀

死刀枪不入的尼美亚雄狮、杀死九头蛇、夺取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的赤牡鹿、活捉厄律曼托

斯野猪、清理奥革阿斯的牛棚、猎杀铜羽怪鸟、制服克里特的公牛、驯服食人马群、夺取亚

马逊女王的腰带、夺取革律翁的牛群、盗取金苹果、从冥府中盗取三头犬。赫拉克勒斯一一

完成了这些不可能的任务。 

赫拉克勒斯后来娶卡吕冬的得阿涅拉为妻。带妻子去特拉基斯途中，马人涅索斯企图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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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妻子掠走，被他用毒箭射死。马人临死前劝得阿涅拉收集他的毒血，以便将来用以恢复

丈夫对她的热恋。后来，得阿涅拉担心被遗弃，把抹上毒血的衬衣送给丈夫。他穿上这件衣

服以后痛苦难忍，最后投火自尽。 

按照宙斯的意志，他成了奥林匹斯的神，赫拉与他和解，把青春女神赫柏许给他为妻。 

在今天的西方世界，赫拉克勒斯一词已经成为了大力士和壮汉的同义词。英语单词

herculean 就源自他的名字 Hercules，后者的字面意思就是“赫拉的光荣”。 

Hercules：['hə:kjuli:z] n.武仙座，赫拉克勒斯，大力士，大力神 

herculean：[,hə:kju'li:ən; hə'ku:liən] adj.赫拉克勒斯的，力大无穷的，极其困难的 

100. 屠龙英雄卡德摩斯 

卡德摩斯（Cadmus）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腓尼基王子，欧罗巴的哥哥，底比斯城的

创立者。在希腊传说中，腓尼基公主欧罗巴被宙斯拐走后，她的哥哥卡德摩斯奉父亲之命四

处寻找妹妹。他来到德尔斐神庙寻求神谕。太阳神阿波罗让他跟随神庙外的一头母牛，在它

卧倒之地创建一座城池。他跟随母牛来到一处水草丰盛之地，开始筑城定居。这个地区的森

林里有一条巨龙，吃掉了卡德摩斯的仆人。卡德摩斯杀死了巨龙。智慧女神雅典娜要他拔下

龙牙种在地下。后来，从地下长出一批凶悍的武士，相互厮杀，直到最后只剩下 5 名武士才

停止厮杀。卡德摩斯在这 5 名武士的帮助下创建了底比斯（Thebes）城。英语习语 sow dragon’s 

teeth（播种龙牙）就来源于这个故事，表示“挑起事端”。 

在化学领域中，镉元素（cadmium）以卡德摩斯的名字命名。这是因为镉元素是从菱锌

矿（cadmia）中发现的，而菱锌矿最早是在底比斯城附近发现的，故采用底比斯城的古名

Cadmia（卡德摩斯之城）来命名。 

cadmium：['kædmɪəm] n.镉元素 

cadmia：['kædmiə] n.菱锌矿 

101. 入迷宫杀死公牛怪的忒修斯 

克里特国王米诺斯的儿子被雅典人杀害。米诺斯替儿子报仇，打败了雅典人，强迫他们

每年给公牛怪米诺陶洛斯进贡七对童男童女。雅典国王埃勾斯（Aegeus）的儿子、英雄忒修

斯（Theseus）为了替民除害，自愿作为贡品前往克里特岛。克里特国王的女儿阿里阿德涅

（Ariadne）爱上了忒修斯，送给他一把利剑和一个线团。忒修斯进入迷宫，手持利剑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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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公牛怪，然后顺着线团原路返回，顺利逃离迷宫。 

英语单词 clue 的来源就与这个故事有关。clue 在古英语中拼作 clew，原意是“线团”。

因为忒修斯是凭借线团逃出迷宫的，所以线团成了他破解迷宫的线索。由此，单词 clue 就

从“线团”引申出“线索”的含义。 

clue：[kluː] n.线索，情节 

102. 特洛伊第一勇士赫克托耳 

在希腊神话中，赫克托耳 Hector 是特洛伊（Troy）的大王子及第一勇士，被称为“特

洛伊的城墙”，最后和阿喀琉斯（Achilles）决斗时死在对方手里。在与阿喀琉斯决斗之前

他已经杀了多名希腊勇士，其名令敌人闻风丧胆，所以从其名字产生了小写的 hector 一词，

表示“令人恐惧的人”。 

17 世纪时英国伦敦的街头小混混们将自己称为“hector”，玷污了赫克托耳的名声。所

有后来 hector 的含义急转直下，变成贬义，用来表示“威吓、欺凌，恃强凌弱者”。 

hector： ['hektə] v.威吓，虚张声势，欺凌 n.威吓者，虚张声势的人，恃强凌弱者 

103. 薄情寡义的夺宝英雄伊阿宋 

希腊神话中，伊阿宋（Jason）原是一位王子，他父亲的王位被叔父珀利阿斯夺取，亲

人们怕珀利阿斯会对伊阿宋下毒手，就把他交给半人半马的马人喀戎教养。伊阿宋长大成人

后回到家乡，要求叔父珀利阿斯把王位还给他，叔父假意答应，但要求他必须到远在高加索

的科尔喀斯王国去取回一件宝贝金羊毛。为了夺回王位，伊阿宋率领赫拉克勒斯等众多英雄，

乘坐阿尔戈号大船前来盗取金羊毛。到了科尔喀斯后，科尔喀斯公主美狄亚与他一见钟情。

为了帮助自己的心上人，美狄亚背叛了父亲，施展巫术降伏了守卫金羊毛的公牛和毒龙，盗

走了金羊毛。当父亲率领军队追来时，她残忍地杀死了弟弟，并将其碎尸扔入海中，然后乘

父亲忙着收尸之际与伊阿宋逃回了希腊。 

伊阿宋和美狄亚回到故国，发现伊阿宋的父亲已经被篡位的叔父珀利阿斯害死。为了帮

助丈夫复仇，美狄亚向珀利阿斯的两个女儿谎称自己拥有返老还童的法术。珀利阿斯的两个

女儿上当了，配合美狄亚将珀利阿斯扔进大锅里活活烫死。伊阿宋和美狄亚因此被逐，流亡

至科林斯。然而，在科林斯，伊阿宋却背叛了美狄亚，欲同科林斯公主结婚，将美狄亚驱逐

出去。走投无路、悲愤难抑的美狄亚制定了残忍的报复计划，毒死了公主新娘和她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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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亲手杀死了自己和伊阿宋所生的两个儿子，留下了失去新娘、断绝子嗣的丈夫伊阿宋独自

痛苦的生活。 

 

在西方文学中，伊阿宋（Jason）成为“负心汉、薄情郎”的代表，就像中国古代的陈

世美；习语 be a Jason（是个伊阿宋）就表示“当了负心人、做了薄情者、抛弃了妻子”。 

Jason：['dʒesən] n. 詹森，杰森，伊阿宋；负心汉，薄情郎 

104. 夺取金羊毛的阿耳戈英雄 

在希腊神话中，希腊英雄伊阿宋（Jason）为了夺回父亲的王位，被迫答应为篡位的叔

父前去遥远的科尔喀斯夺取金羊毛。他召集了 50 名英雄好汉，一道乘坐“阿耳戈号”（Argo）

大船前往科尔喀斯。“阿耳戈号”以它的建造者阿耳戈斯所命名，是当时希腊最大的船。根

据雅典娜的指示及帮助，此船用了浸在水中不烂的坚木所建。乘坐该船远行探险的这群英雄

就被称为 Argonauts (阿耳戈英雄），由 Argo 和表示“航行者”的 naut 组合而成 

阿耳戈英雄们经历了重重险阻后终于到达了科尔喀斯。科尔喀斯国王女儿美狄亚中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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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之箭，爱上了伊阿宋，帮助伊阿宋通过了国王的考验，并夺取了金羊毛。英雄们再次经历

各种险阻，成功返回伊阿宋的祖国。美狄亚再次帮助伊阿宋杀死了仇人，但他们俩并未夺回

王位，而是被逐出王国，流亡至另外一个国家。在这里，伊阿宋抛弃了美狄亚，准备与当地

国王的女儿结婚。美狄亚展开血腥报复，将伊阿宋的新娘和岳父毒死，并杀死了自己与伊阿

宋所生的两个儿子后越走高飞。孤苦伶仃的伊阿宋最后在阿耳戈号下的阴凉处睡觉时，早已

腐朽的船首倒下将其压死。 

在英语中，后人常常用 Argonauts（阿耳戈英雄）来比喻“探险家”、“远征队”。 

Argonaut：['ɑːg(ə)nɔːt] n. 阿耳戈号的船员，阿耳戈英雄；探险家，远征队 

105. 捕获爱神芳心的的美少年阿多尼斯 

阿多尼斯 Adonis 是希腊神话中的美男子。他的母亲是绝世美女米拉（Myrrha），因为受

到爱神的诅咒与父亲乱伦怀上了他。米拉后来被神化为一颗没药树（myrrh），阿多尼斯就在

树中孕育，后来撑破树皮而诞生。传说阿多尼斯身高九尺，五官精致如花，世间一切人和物

都在他面前黯然失色。爱神阿芙洛狄忒狂热地爱上了他，引起了战神的嫉恨。战神就施展法

力，准备在阿多尼斯狩猎时化作一头野猪杀死他。爱神事先收到预言，知道阿多尼斯将在狩

猎中死去，所以极力阻拦。但阿多尼斯不肯相信，坚持去狩猎，结果果然被野猪杀死。 

阿多尼斯死后，爱神伤心不已，将其鲜血化为红玫瑰，尸体化为秋牡丹花。冥后珀耳塞

福涅见爱神如此悲痛，便让阿多尼斯于每年有 6 个月回到阳间与爱神团圆。后来阿多尼斯成

了植物之神，每年死而复生，永远年轻容颜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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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中，阿多尼斯的名字 Adonis 成了“美男子”的代名词，并衍生了小写的单词

adonis。美丽而又毒性致命的福寿草也以 adonis 命名，传说这种植物由阿多尼斯死时的鲜血

所化。 

adonis：[ə'dəunis] n.美男子，美少年，福寿草 

106. 被阿波罗失手砸死的美少年海辛瑟斯 

海辛瑟斯（Hyacinthus）是希腊神话中的一名美少年，是掌管历史的缪斯女神克利俄（Clio）

和马其顿国王皮埃罗斯的儿子，宙斯的外孙。据说，太阳神阿波罗（Apollo）和西风神泽费

罗斯（Zephyrus）同时爱上了他，但海辛瑟斯只肯跟阿波罗亲近。竞争失败的西风神十分嫉

妒。有一次，阿波罗和海辛瑟斯一起掷铁饼。西风神施展法力，使阿波罗掷出的铁饼改变了

方向，砸死了海辛瑟斯。悲痛的阿波罗将海辛瑟斯的尸体变成了一株风信子。英语中表示风

信子的单词 hyacinth 就来自海辛瑟斯的名字。 

hyacinth：['haɪəsɪnθ] n.风信子，紫蓝色，海辛瑟斯 

107. 因自恋而化为水仙的美男子纳西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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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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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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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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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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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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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读者或许已经发现，单词 cypress 的发音跟一个地理名称的发音非常接近。没错，

这个地方就是 Cyprus（塞浦路斯），位于地中海东部。这是因为 Cyprus（塞浦路斯）的名称

就来自 cypress，意思是“the land of cypress”（柏树之国）。这是因为希腊人初次发现塞浦路

斯岛时，发现岛上长有大量柏树，故此命名。 

cypress：['saɪprəs] n. 柏树，柏木属植物；柏树枝（用作哀悼的标志） 

109. 被月亮女神误杀的英俊猎夫俄里翁 

俄里翁（Orion）是希腊神话中海神波塞冬的儿子，一位年轻英俊的巨人。他能在海面

上行走，臂力过人，喜欢整天穿梭在丛林里打猎。月亮及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在狩猎时看到

了英俊的猎人，爱慕上了他，愿意为他违背终生不嫁的誓言。但是阿尔忒弥斯的哥哥阿波罗

不愿意妹妹违背誓言，就哄骗妹妹和自己进行射箭比赛。他欺骗阿尔忒弥斯将远处的俄里翁

当成了比赛的目标。箭术精准的阿尔忒弥斯一箭命中目标，将俄里翁射死了。误杀了爱人的

阿尔忒弥斯十分悲痛，将俄里翁化为了天上的猎户座，并从此后再也不与自己的哥哥见面。 

Orion：[o'raɪən] n.猎户座，俄里翁 

110. 雌雄同体的赫马佛洛狄忒斯 

在希腊神话中，神使赫尔墨斯（Hermes）和爱与美神阿芙洛狄忒（Aphrodite）私通，

生了一个孩子，叫做赫马佛洛狄忒斯（hermaphrodite），这个名字其实就是两人名字的合并。

据说这个孩子是个阴阳人，所以后来他的名字就成了阴阳人的代名词。 

还有一种说法，赫马佛洛狄忒斯原本是个俊美男子，有一次经过一个湖泊时，水中的一

个宁芙仙女萨耳玛西斯疯狂地爱上了他。为了逃避萨耳玛西斯的追求，赫马佛洛狄忒斯跳进

了一条河中。但是藏在树后的宁芙仙女也跟他跳了下去，并将其抱住，开始亲吻他。萨耳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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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向诸神祈求要永远与赫马佛洛狄忒斯结合在一起。诸神满足其心愿。于是赫马佛洛狄忒

斯变成了雌雄同体。 

hermaphrodite：[hɜː'mæfrədaɪt] n.阴阳人，雌雄同一体 adj.雌雄同株的 

hermaphroditic：[hɜː,mæfrə'dɪtɪk] adj.两性的，雌雄同体的 

111. 爱上丘比特的美貌少女普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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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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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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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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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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擅长刺绣的少女阿拉喀涅 

在希腊神话中，据说有一位心灵手巧的凡人少女，名叫阿拉喀涅（Arachne）。她特别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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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喀涅的名字 Arachne 在希腊语中就是“蜘蛛”的意思。英语中表示“蜘蛛”的词根

arach-就来源于此。 

arachn-：蜘蛛 

arachnid：[ə'ræknɪd] n.蛛形纲动物 adj.蛛形纲动物的 

arachnoid：[ə'ræknɒɪd] n.蛛网膜 adj.蛛网状的，蛛网膜的 

113. 拒绝酒神追求的少女艾莫西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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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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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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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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神不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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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爱上自己作品的国王皮格马利翁 

皮格马利翁（Pygmalion）是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国王。他不喜欢凡间的女子，而是

自己动手，用象牙雕刻出了自己心目中最理想、最完美的女性形象。雕像完成后，皮格马利

翁爱上了自己的作品，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妻子，给它起名“伽拉忒亚”（galatea），还为它

穿上美丽的服饰，整天爱抚它、陪着它说话，甚至睡觉时也与它同床共寝。爱神见他如此执

着，便满足了他的心意，赐予雕像生命，使他俩结为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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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习语 Pygmalion effect（皮格马利翁效应）就来自这个传说，比喻当人们对某件事

物抱有强烈的期待时，期待中的事物就会出现。在教育心理学上，皮格马利翁效应也称“罗

森塔尔效应”，缘自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森塔尔（Robert Rosenthal）和雅格布森开展的一次

有趣实验。他们找到一所学校，对学生进行一番考察后向校方提供了一份名单，说名单里的

学生都有很高的天赋，只是还没有在学习中表现出来。其实这些学生都是随机抽样出来的。

有趣的是，在期末考试时，这些学生的平均成绩果然高于整体的平均成绩。研究者认为这是

期待产生的效应。教师认为这些学生是天才，因此上课时会给予更多关注，并通过各种方式

向其传达“你很优秀”的信息。学生感受到老师的期待，自信心得到提高，学习积极性更高，

因此就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Pygmalion：[piɡ'meiljən] n.皮格马利翁 

Pygmalion effect：n.皮格马利翁效应 

116. 牛棚肮脏无比的国王奥吉亚斯 

在希腊神话中，大英雄赫拉克勒斯所完成的十二项任务中，其中一项就是清理国王奥吉

亚斯（Augeas）的牛棚。奥吉亚斯是古希腊西部厄利斯（Elis）的国王。他有一个极大的牛

棚，里面养了 2000 头牛，30 年来从未清扫过，里面粪秽堆积如山，十分肮脏。赫拉克勒斯

在牛棚两端开挖深沟，引来河水，一夜之间就将牛棚冲洗得干干净净。 

英语单词 augean 就来自奥吉亚斯的名字 Augeas，表示“极脏的”。 

augean：[ɔ:'dʒi:ən] adj.极脏的，奥吉亚斯的 

Augean stable：奥吉亚斯王的牛棚，极其肮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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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铁面无私的国王拉达曼提斯 

拉达曼提斯（Rhadamanthus，或 Rhadamanthys）是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和欧罗巴的儿

子，米诺斯、艾亚哥斯的兄弟。在米诺斯统治克里特以前，拉达曼迪斯是克里特的国王。后

来米诺斯嫉妒他的威望，将他赶出克里特岛。他流亡到皮奥缇娅岛，在那里他和阿尔克墨涅

结了婚。相传拉达曼迪斯死后，由于他不屈不挠的正直心，他与米诺斯，艾亚哥斯一起成为

冥界的判官，专门惩罚罪人。在日本漫画《圣斗士星矢》，拉达曼迪斯是冥界三巨头之一。

英语单词 rhadamanthine 就来自他的名字，用于形容公正但固执的判决/法官。 

rhaddamanthine：[,rædə'mænθin; -θain] adj.公正的，严峻的，拉达曼提斯的 

118. 欺骗神灵而受罚的国王西绪福斯 

西绪福斯（拉丁语 Sisyphus，希腊语 Sisypho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科林斯国王，惯于玩

弄诡计，甚至欺骗神灵。冥王派死神去捉拿他。他假装好奇地要死神演示锁链如何锁人，欺

骗死神把自己锁住。由于死神被锁住，人间再无人死去，惊动了宙斯，派战神找到西绪福斯，

释放了死神，由死神将其带往冥界。 

在临死之前，西绪福斯嘱咐妻子不要将自己的尸体下葬。到了冥府，西绪福斯欺骗冥后，

说自己的妻子不尊重自己，请求返回人间斥责妻子，让她赶紧把自己的尸体下葬。冥后听信

了他的话，给了他三天时间去处理后事。结果，西绪福斯返回人间后立刻躲了起来。这回彻

底激怒了众神，派出死神再次捉拿他，并在他死后专门设计了一种刑罚：西绪福斯被迫将一

块巨石滚上陡 坡，马上就要达到顶时，巨石总是滚向坡底，他不得不重新开始。如此反复，

永无止境。英语习语 a labour of Sisypheus 比喻永无止境的苦役，单词 sisyphean 源自西绪福

斯的名字，表示“徒劳的，永远做不完的”。 

sisyphean：[,sisi'fi:ən] adj.徒劳的，永远做不完的 

a labour of Sisyphus：永无止境的苦役 

119. 亵渎神灵而受罚的国王坦塔罗斯 

在希腊神话中，坦塔罗斯（拉丁语 Tantalus，希腊语 Tantalos）是天神宙斯在凡间的儿

子，统治着吕狄亚的西庇洛。由于他出身高贵，众神都很给他面子，甚至能够与宙斯同桌进

餐。但是坦塔罗斯得意忘形，不断亵渎神灵，触犯天条。有次，为了试探众神是否真的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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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他邀请众神来家中做客，杀死自己的儿子，做成一道美食来款待众神。在场的神灵看

破了坦塔罗斯的轨迹，都没有动筷子，只有谷物女神因为思念被抢走的女儿而心神不定，出

于礼貌稍微尝了一块肩胛骨。 

坦塔罗斯最终因为罪恶滔天而受到了严惩。他被束缚在一池水中，却不得不忍受干渴的

煎熬，因为只要他一低头喝水，池水就会立刻从他身边流干。他的身旁是长满甜美果实的果

树，但他却只能忍受饥饿，因为只要他凑近果实，就会有一阵大风把树枝刮远。 

英语单词 tantalize 就源自坦塔罗斯的名字 Tantalus，比喻让人看到目标而又不让人实现

目标的折磨。 

tantalize： ['tæntəlaɪz] v.逗弄，使干着急 

120. 因美貌而遭殃的公主安德洛墨达 

在古希腊神话中，安德罗墨达（Andromeda）是埃塞俄比亚国王刻甫斯（Cepheus）与

王后卡西奥佩娅（Cassiopeia）之女，长得美丽非凡。王后因此不断炫耀女儿的美丽，甚至

口出狂言，说女儿的美貌超过了海神波塞冬之妻安菲特里忒。安菲特里忒大怒，央求波塞冬

为她报仇。于是波塞冬派来巨大海怪刻托（Ceto）前来摧毁埃塞俄比亚。国王前往神殿请求

神谕，神谕说只有把安德罗墨达献给海怪才能消灾。国王无奈，只得把公主捆绑在海边供奉

给海怪。此时，大英雄玻耳修斯（Perseus）正好路过此地，见此情景自告奋勇愿意杀死海

怪。国王夫妇十分高兴，答应事成之后将公主许配给他。于是玻耳修斯骑着飞马，力战海怪，

将其杀死，救下了公主。在婚礼上，曾经追求公主不成的国王之弟率人企图劫走公主，被玻

耳修斯用蛇发女妖美杜萨的首级化为石头。安德罗墨达与珀耳修斯结婚后，为他生下七子二

女，其中珀耳塞斯是波斯的建国者。 

安德罗墨达死后升仙成为“仙女座”，英语中表示“仙女座”的单词就源自她的名字

Andromeda。安德罗墨达的母亲为仙后座，她的父亲为仙王座，珀耳修斯为英仙座，海怪刻

托为鲸鱼座，它们都是秋季的星座。 

Andromeda：[æn'drɒmɪdə] n.仙女座，安德罗墨达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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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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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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ope：['jʊrəp] n.欧洲，欧罗巴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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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被化为白牛的美女伊娥 

在希腊神话中，伊俄是一位美丽的凡人少女，是河神伊那科斯的女儿，赫拉神殿的女祭

司。宙斯爱上了她，在乌云的掩护下与她相会。心生疑虑的赫拉驱散乌云。宙斯怕事情败露，

将伊俄变成一头小母牛。赫拉识破了丈夫的诡计，将计就计地向宙斯讨要了这头小母牛，命

令百眼巨人严密看管。宙斯派出赫尔墨斯杀死了百眼巨人。赫拉仍然不肯放过伊俄，派出一

群牛虻，不断叮咬被变为小母牛的依娥。为了躲避牛虻的叮咬，伊俄四处奔跑，渡过了伊俄

渡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该海峡因此而得名（博斯普鲁斯意为“牛所通过”）。然后又穿过

地中海，来到了埃及。从此这片海便以她的名字命名，叫爱奥尼亚海（Ionian Sea，伊俄之

海）。最后，宙斯请求赫拉放过可怜的少女，伊俄才得以恢复原形。 

Ionian：[ai'əunjən] n.爱奥尼亚人，爱奥尼亚 adj.爱奥尼亚的，爱奥尼亚人的 

123. 不为人信的女祭司卡珊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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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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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洛伊陷落时，她在雅典娜的神庙寻求庇护，被小埃阿斯掠走，随后被迈锡尼国王阿伽

门农收为小妾，后来与阿伽门农一道被其妻子谋杀。因为她的遭遇，她的名字成了“不为人

信的预言家”的代名词。 

Cassandra：[kə'sændrə] n.不为人信的预言家，凶事预言家，卡珊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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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由爱转恨的复仇女巫美狄亚 

美狄亚（Medea）是希腊神话中的科尔喀斯公主，神通广大的女巫。希腊英雄伊阿宋（Jason）

为了夺回王位，率领赫拉克勒斯等众多英雄，乘坐阿尔戈号大船前来盗取金羊毛。美狄亚与

他一见钟情。为了帮助自己的心上人，她背叛了父亲，施展巫术降伏了守卫金羊毛的公牛和

毒龙，盗走了金羊毛。当父亲率领军队追来时，她残忍地杀死了弟弟，并将其碎尸扔入海中，

然后乘父亲忙着收尸之际与伊阿宋逃回了希腊。 

伊阿宋和美狄亚回到希腊，发现伊阿宋的父亲已经被篡位的叔父珀利阿斯害死。为了复

仇，美狄亚向珀利阿斯的两个女儿谎称自己拥有返老还童的法术。珀利阿斯的两个女儿上当

了，配合美狄亚将珀利阿斯扔进大锅里活活烫死。伊阿宋和美狄亚因此被逐，流亡至科林斯。

然而，在科林斯，伊阿宋却背叛了美狄亚，欲同科林斯公主结婚，将美狄亚驱逐出去。走投

无路、悲愤难抑的美狄亚制定了残忍的报复计划，毒死了公主新娘和她的父亲，又亲手杀死

了自己和伊阿宋所生的两个儿子，留下了失去新娘、断绝子嗣的丈夫伊阿宋独自痛苦的生活。 

 

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根据传说编写了著名剧作《美狄亚》，使美狄亚这个人物形

象广为流传。从此以后，美狄亚的名字 Medea 成为了“狠毒女人”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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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ea [mi'diə] n.美狄亚，狠毒女人 

125. 长生不死的女预言家西比尔 

西比尔（Sibyl 或 Sibylla）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女预言家。在史诗《伊利亚特》中，太

阳神阿波罗满足了她的永生请求。不过她忘了请求青春永驻，于是，时间过去很多年，西比

尔依然活在世上，只是她已经老得萎缩成一小团，无法走动，不堪入目，只好呆在一个坛子

里。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西比尔不是只有一个，而是许多位女先知的统称。有时也有各自的

名字。人们相信西比尔属于某位神，通常是阿波罗，来通过她们传达神谕。已知古代传说中

最早的西比尔是赫洛斐勒，她曾经向特洛伊王后预言了特洛伊的战争。她们的话被记录下来，

那些被认为是预言的部分会作为城邦的官方纪录。在雅典，类似的神谕集保存在雅典卫城里。 

古代最著名的西比尔是来自坎帕尼亚的库迈。根据传说，她曾经向罗马的最后一位国王

塔奎纽斯以高价出售九条神谕，被拒绝后焚烧了其中三条，又将剩下的以相同价格再次出售；

被再次拒绝后，她又烧掉其中三条。最后她以原价把仅剩的三条卖给了他。据说国王被两个

大臣说服，最终相信了这些西比尔神谕集。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埃涅伊德》中描绘过埃涅阿斯拜访她的情景：这库比斯地方原是

沼泽地带，这里有个山洞，住着长寿的女先知西比尔。女先知在带领埃涅阿斯游历了冥王的

疆土，去寻找他死去的父亲的阴魂后，对埃涅阿斯说：‘假如当初我作闺女的时候答应了热

爱我的日神的请求，他就能使我长生不老。他对我一直抱着希望，而且用馈赠的方式来打动

我的心。他说‘库比斯的姑娘，你任意选一件你心爱的事，我一定替你办到。’我就指着一堆

沙土，作了一个愚蠢的要求；我说，我愿我的岁数和沙数一样多。但是我忘记说，不管我活

多少岁，我要永远年轻。他答应使我长寿……，但是欢乐的青春已经飞逝，衰弱的老年已经

蹒跚而来，这老年的痛苦我还得忍受很久很久呢!你看我现在已经活了七百岁，但是要比起

沙子的数目，我还得看到三百次的秋收，三百次的酿酒。总有一天我的身体会因为活得太久

而从今天的样子缩成一点点，我的衰老的四肢会缩得和羽毛一样轻……。’ 

sibyl：['sɪbɪl] n.女巫，女预言家，西比尔 

sibylline：['sɪbɪlaɪn] adj.女巫的，预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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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割乳以便射箭的亚马逊女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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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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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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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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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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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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严格服从命令的蚂蚁人 

在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看上了河神阿索波斯的女儿埃癸娜（Aegina）。他化成一只大

鹰，把埃癸娜拐到一座小岛上，这座小岛从此就以埃癸娜的名字命名。在这里，埃癸娜生下

儿子埃阿科斯（Aeacus），埃阿科斯长大后成为该岛国王。天后赫拉嫉恨他母亲和宙斯的关

系，降下瘟疫杀死了埃癸娜岛的大部分人口。埃阿科斯祈求父亲宙斯帮助。宙斯就把蚂蚁变

成了人，这些蚂蚁人成了该岛的新居民，被称为密耳弥多涅（Myrmidon），来自于希腊语

myrmex（蚂蚁），意思就是“蚂蚁人”。这些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勤劳和严格服从命令。在后

来的特洛伊战争中，密耳弥多涅人（蚂蚁人）在希腊大将阿喀琉斯（Achilles）的率领下远

征特洛伊。在战场上，密耳弥多涅人的严格服从、勇猛无惧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在西

方文化里，密耳弥多涅人被用来指那些“盲目执行主子命令的人；忠实的仆人”；“法律的

密耳弥多涅”（myrmidon of the law）就表示盲目、无情地执行命令的警察等执法人员。 

myrmidon：['mɝmɪdɑn] n.严格服从命令的人，忠仆，忠实的追随者 

myrmidon of the law：n.法律的奴仆，无情的执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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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痴情的神翠鸟 

希腊神话中，风神有一个女儿叫艾尔莎奥妮（Alcyone），嫁给了黎明女神的儿子、国王

西克斯（Ceyx)。两口子非常恩爱，竟然得意地自比宙斯和赫拉，结果惹恼了宙斯和赫拉，

决定要好好惩罚这两个不敬神灵的凡人。于是，有一天，西克斯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溺水而亡，

艾尔莎奥妮伤心愈绝，跳崖身亡。 

众神被她的痴情感动，就将西克斯与艾尔莎奥妮双双变成神翠鸟（halcyon），从此永不

分离。 传说中这对恩爱的夫妻在波浪上抚育他们的孩子，而艾尔莎奥妮的父亲风神因为眷

顾女儿， 每年十二月份，他就会平息海浪，便于翠鸟在海上筑窝，生育后代。所以单词 halcyon

还有“风浪平息”的含义。 

halcyon： ['hælsɪən; -ʃ(ə)n] n.神翠鸟，翡翠鸟 adj.宁静的，平稳的 

halcyon days：太平时期 

130. 能工巧匠代达罗斯 

代达罗斯（Daedalus）是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能工巧匠，技艺高超的建筑家、雕刻家和

艺术家。人们夸赞他的雕像栩栩如生，是具有灵魂的艺术品。据说他的外甥曾经跟他学艺，

几年之后技艺竟然超过了他，引起了代达罗斯的嫉妒，乘其不备把他从雅典卫城的城墙上推

了下去。为了逃避刑责，代达罗斯逃到了克里特岛上。在克里特岛上，他成了国王米诺斯的

贵宾，受托设计一座迷宫，用来囚禁牛首人身的怪物米诺陶洛斯，这就是有名的 labyrinth

迷宫。这座迷宫设计得如此巧妙，以至于设计者代达罗斯本人都差点被困在里面。 

到了晚年，代达罗斯思念故乡，想返回雅典，但米诺斯国王不肯放行。于是，代达罗斯

用鸟的羽毛制造了大小两副翅膀，带着自己的儿子伊卡洛斯飞上天空，朝着雅典飞去。代达

罗斯事先警告儿子不要飞得太高，以免阳光晒化用来粘贴羽毛的封蜡。但是儿子飞得太高兴，

忘记了父亲的警告，越飞越高，结果封蜡融化，羽毛脱落，从高空中坠落在大海之中。 

悲伤的代达罗斯掩埋了儿子的尸体后，继续飞行，来到了西西里岛，再次受到了热情款

待。在这里，他兴修水利，还在陡峭的山顶上修建了一座坚固的城堡，只能通过一道羊肠小

道进入。他还扩建了厄里克斯山上的阿芙洛狄忒神庙，给女神献祭了一只金蜂房。代达罗斯

精心雕刻，那些小蜂窝几乎达到乱真的地步，跟天然的蜂窝一模一样。代达罗斯在这里培养

了许多有名的艺术家，成为西西里岛土著文化的奠基人。 

英语单词 daedalean 就源自代达罗斯的名字 Daedalus，表示像他那样心灵手巧，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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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机械或工程设计得像他那样巧妙和错综复杂。 

daedalean：[di'deiljən]adj.心灵手巧的，巧妙的，错综复杂的 

daedal：['diːdəl] adj.错综复杂的，巧妙的，千变万化的 

131. 良师益友曼托 

曼托（Mentor）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一个人物。他是奥德赛的好朋友。奥德赛在

出征参加特洛伊战争之间，将自己的儿子和王宫托付给曼托。奥德赛在外多年未归，家里挤

满了前来向他妻子求婚的追求者。智慧女神雅典娜于是化身为曼托，避开求婚者，与奥德赛

的儿子忒勒马科斯见面，鼓励他挺身而出对抗这些求婚者，并远渡重洋寻找父亲的下落。当

奥德赛回家后，雅典娜再次化身为曼托与奥德赛见面。 

由于这个传说，曼托的名字 mentor 在英语中成了“良师益友”的代名词，用来表示那

些向年轻人传授知识和智慧的人。 

mentor：['mɛn'tɔr] n.良师益友，指导者 vt.指导 

mentorship：['mentɔːʃɪp] n.导师制，师徒制 

132. 睿智长者涅斯托尔 

在希腊神话中，涅斯托尔（Nestor）是皮洛斯（Pylos）的国王。他的父亲和其他兄弟都

被赫拉克勒斯杀死，他是唯一的幸存者。他曾经是追随伊阿宋乘阿尔戈斯号快船去寻求金羊

毛的英雄团队中的一员，还参与了针对卡吕冬原野的公野猪的猎杀行动。在荷马史诗《伊里

亚特》和《奥德赛》中，他都有出场。在特洛伊战争期间，他年纪已经非常大了（据说大约

有 110 岁），但依然带着两个儿子加入了希腊联军。他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经常为年轻战

士们出谋划策，并想方设法促使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的和解。特洛伊战争结束后，他没有参

与对特洛伊城的洗劫，而是顺利返回了皮洛斯。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儿子远渡重洋

来到皮洛斯，向涅斯托尔打听父亲的下落。涅斯托尔热情款待了他，但无法告知他父亲的下

落。在荷马史诗及希腊神话中，他被看作是一名善于提供建议的睿智长者，因此，他的名字

也就成了“睿智长者”的代名词。 

nestor： ['nestə] n.睿智长者，涅斯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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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战地红娘潘达罗斯 

潘达罗斯（Pandarus）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期间特洛伊军队的将领之一，是特洛伊

第一神箭手。擅长射箭的阿波罗曾将自己的弓箭赠与他。他在特洛伊王子特洛伊罗斯（Troilus）

央求之下，凭着如簧巧舌，安排外甥女克瑞西达（Cressida）跟特洛伊罗斯在花园里幽会偷

情。两个年轻人互诉衷曲，发誓永不变心。然而，克瑞西达的父亲已经投靠希腊军队，并提

出用被俘的特洛伊将领安泰诺换他的女儿，交战双方都接受了这一提议。因此，克瑞西达不

得不告别爱人，被交换到希腊军营，并最终成为了希腊将领狄俄墨得斯的情妇。两个年轻人

的纯洁爱情就这样被战火无情地毁灭了，而充当“红娘”的潘达罗斯也背上了“淫媒”的恶

名。英文 pander 就来自潘达罗斯的名字 Pandarus，指拉皮条或拉皮条的人，也常常引申解

作迎合低俗或不合理要求。 

pander：['pændə] vt.为……拉皮条 vi.迎合，勾引，怂恿，拉皮条 n.拉皮条者，怂恿者，

老鸨 

134. 大嗓门传令官斯屯托耳 

斯屯托耳（Stentor）是希腊神话传说中一名参加特洛伊战争的希腊军人，天生一副大嗓

门，声如洪钟，一个人的声音比得上 50 人，因此在军中担任传令官。据说天后赫拉曾经化

身为他的形象，用他的大嗓门来鼓励希腊将士。斯屯托耳后来与神使赫尔墨斯比赛谁的嗓门

更大。结果斯屯托耳比输了，力竭而亡。但他凭借自己的大嗓门名垂青史，英语单词 stentorian

就源自他的名字 Stentor。 

stentorian： [sten'tɔːrɪən] adj.（声音）洪亮的，响亮的 

135. 医治众神的医生派恩 

牡丹的英语名称 peony 源于希腊神话中神医派恩的名字 Paeon 或 Paion。派恩是众神的

医生，在特洛伊战争中为负伤的众神疗伤。传说他首先发现了牡丹的药用价值，因此牡丹就

以他的名字命名。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牡丹在西方一直被视为珍贵的药草。据古罗马科学家

老普林尼记载，牡丹能够治疗超过 20 种疾病。 

peony：['piːənɪ] n.牡丹，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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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独闯冥府拯救爱妻的音乐家俄耳甫斯 

在希腊神话中，古希腊色雷斯地方有个著名的诗人与歌手叫俄耳甫斯（Orpheus）。他的

父亲是太阳神兼音乐之神阿波罗，母亲是司管文艺的缪斯女神卡利俄帕。这样的身世使他生

来便具有非凡的艺术才能。在他还很小的时候，阿波罗便把自己用的宝琴送给他。这把琴制

作精巧，经俄耳浦斯一弹更是魅力神奇，传说俄耳浦斯的琴声能使神、人闻而陶醉，就连凶

神恶煞、洪水猛兽也会在瞬间变得温和柔顺、俯首帖耳。 

俄耳甫斯凭着他的音乐天才，在盗取金羊毛的阿尔戈斯号英雄队伍里建立了卓越的功绩。 

伊阿宋正是靠了俄耳浦斯的琴声才制服了守护羊毛的巨龙。在归途中，英雄们被海妖塞壬的

歌声所魅惑，意志沉沦之际，俄耳浦斯的琴声惊醒了大家，逃离了妖岛。 

俄耳甫斯的悲惨爱情故事是希腊神话中最感人的篇章之一。据说俄耳甫斯有一位情投意

合的妻子叫做欧律狄克。有一天她被毒蛇所咬，很快就一命呜呼了。为了再见到妻子，俄耳

甫斯前往冥府，用琴声打动了冥河的艄公，驯服了守卫冥府大门的三头犬。最后他来到冥王

和冥后的面前，苦苦哀求把妻子还给他。冥王夫妇被他的深情打动，允许他带回妻子，但必

须满足一个条件：在走出冥府之前不能回头看他妻子一眼，否则他的妻子再也不能返回人间。 

俄耳甫斯欢天喜地地谢过冥王夫妇，领着妻子往人间走。由于脚伤未愈，欧律狄克每走

一步都要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俄耳甫斯牢记冥王的要求，强忍着不回头。就快抵达人间之

际，欧律狄克再也忍受不了俄耳甫斯的冷淡，大声抱怨起来。爱妻心切的俄耳甫斯忘记了冥

王的警告，回头安慰爱妻。就在刹那间，死神再次将欧律狄克带回了冥府，只留下捶胸顿足

的俄耳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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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后，俄耳甫斯郁郁寡欢，孤身一人隐居在色雷斯的洞穴之间。由于不敬酒神，他被

酒神的女信徒们在癫狂状态下撕成碎片。宙斯怜悯他，就将阿波罗送给他的七弦琴高高挂在

空中，这便是天琴座的来历。 

Orpheus：['ɔ:fiəs; -fjus] n.杰出的音乐家，俄耳甫斯 

orphic：['ɔ:fik] adj.神秘的，俄耳甫斯的 

Orphism：['ɔ:fizəm] n.俄耳甫斯主义，俄耳甫斯教 

137. 铁床匪普罗克斯泰斯 

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个残暴的强盗，叫做“普罗克斯泰斯”（Procrustes）。他开了一家

黑店，专门抢劫过往旅人。他有两张特别的铁床，一长一短。他把个矮的人绑在长床上，强

拉躯体使其与床同长；把个高的人绑在短床，用利斧砍掉伸出来的腿脚。由于他这种特别的

虐待手法，被人称为“铁床匪”。后来，希腊著名英雄忒修斯在前往雅典寻父途中，遇到了

铁床匪，击败了这个强盗。忒修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他绑在短床上，一刀砍掉了

他的下半截，为民除了一害。 

在希腊语中，普罗克斯泰斯的名字叫做 Prokroustes，意思是“拉长者”。在英语中，普

罗克斯泰斯的名字拼写为 Procrustes，常用来比喻“强求一致的人”。由其衍生的形容词

procrustean 表示“强求一致的”。 

procrustes：[prəu'krʌsti:z] n.强求一致的人，普罗克斯泰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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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rustean：[prəu'krʌstiən] adj.强求一致的，迫使就范的 

a procrustean bed / a bad of procrustes：强求一致的做法。 

（八） 其他神话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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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与人梦中交合的梦淫妖 

在中世纪的西方民间传说中，梦淫妖会在人的睡梦中与人交合，乘机吸收其精气。以男

性形象出现的男妖称为 incubus，以女性形象出现的女妖称为 succubus。女子梦魇时往往会

以为是被梦淫妖压身，所以 incubus 演变成“梦魇”和“重担”之意，而 succubus 逐渐用来

表示“淫妇、娼妓”。 

incubus 来自拉丁文 incubare，由 in（upon，在其上）+cubare（横卧）构成，字面意思

是“横卧于其上”；而 succubus 来自拉丁文 succubare，由 sub（under，在其下）+cubare（横

卧）构成，字面意思是“横卧于其下”。英语词根 cub 就来源于拉丁文 cubare（横卧）。 

incubus： ['ɪŋkjʊbəs] n.梦魇，沉重的负担 

succubus： ['sʌkjʊbəs] n.女妖，女梦淫妖，妓女 

incubate： ['ɪŋkjʊbeɪt] v.孵化，培养 n.孵育物 

cubicle： ['kjuːbɪk(ə)l] n.小卧室，小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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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凶暴的恶龙 

我们常常将英语单词 dragon 翻译为“龙”，但实际上，西方神话传说中的 dragon 与东

方传说中的“龙”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英语单词 dragon 来自希腊语 dragkon，原意是“巨蟒，

巨大的海鱼”。在远古时代神话中，dragon 往往以巨蟒的形象出现。到了中世界，dragon

往往被描绘为躯干类似蛇或蜥蜴，长有两对蜥蜴一样的脚，背上长有蝙蝠一样的翅膀，口能

喷火。在东方文化中，龙的形象更像蛇，能飞但无翼，是一种神兽，通常含有吉祥、高贵等

寓意，而在西方文化中，dragon 往往是邪恶力量的象征，因此有许多屠龙英雄的传说。英语

单词 dragonish（像龙一样的）是个贬义词，表示“凶暴的”。因此，英语中的 dragon 不能

简单地等同于“龙”。曾经有语言学家呼吁，不再把“龙”翻译为 dragon，而是用新词 loong

来表示。 

dragon：['dræg(ə)n]n.龙，凶暴的人 

dragonish：['dræɡənɪʃ] adj.凶暴的，像龙一样的 

141. 阿拉伯神话中浴火重生的长生鸟 

和单词 dragon 一样，英语单词 phoenix 虽然被翻译为“凤凰”，但与东方传说中的“凤

凰”还是有较大的差异。phoenix 是阿拉伯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鸟，因为拥有紫色外观而得

名，在阿拉伯语中，phoenix 就是“紫色”的意思。腓尼基人（Phoenician）也是因为身穿紫

色长袍而得名。这种神鸟每过 500 年就会飞往埃及，搭起一个火堆自焚，然后从灰烬中再生，

所以它能长生不死。而中国的“凤凰”是百鸟之首，是一种瑞鸟，天下太平的象征，并没有

浴火重生、长生不死的特点。严格说来，这两种鸟除了都是神话传说外，并没有多少共同点。 

phoenix：['fiːnɪks] n.凤凰，死而复生的人 

142. 古罗马神话中的双面门神雅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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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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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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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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古罗马神话中的春天女神玛雅 

和一月（January，以双面门神 Janus 命名）一样，五月也是以一位地道的罗马神祇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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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这位女神，

罗马人就用它的名字来命名 5 月（罗马历中的 3 月），在拉丁语中称为 Maius，意思就是 month 

of Maia。英语中表示“5 月”的单词 May 就源自拉丁语 Maius。 

May： [meɪ] n.五月 

144. 古罗马神话中的守护神 

根据古罗马神话，每一个人出生时都有一位介于神人之间的守护神被分派来终生守护在

人的身边。守护神在拉丁文被称为 genius，来自词根 gen-（诞生、起源）。之所以称为 genius

是因为祂在一个新生命诞生时方才出现。善良的人们对守护神寄予厚望，乞盼在婴儿呱呱落

地时这位守护之神能赐给孩子优秀品质、非凡的能力。久而久之，守护神的名字 genius 就

成了天才、天赋的代名词。与 genius 同源的单词是 genie（精灵），原本指的也是守护神。 

genius：['dʒiːnɪəs] n.天才、天赋 

genie：['dʒiːnɪ] n.精灵，妖怪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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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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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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中的星期三就是以主神奥丁命名的，英语单词 Wednesday 来自古英语单词

wodnesdaeg，字面意思就是 Woden’s day（奥丁之日）。 

Wednesday： ['wenzdeɪ; -dɪ] n.星期三 

146. 北欧神话的爱神弗丽嘉 

弗丽嘉（Frigg）是北欧神话中的爱神，主神奥丁的妻子，掌管婚姻和家庭。她容貌美

丽，金色的头发中间夹着白色的羽毛，身着束着金色腰带的白袍，腰带上挂一串钥匙。她拥

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但从来不会泄露天机。弗丽嘉是诸神中唯一被允许坐在主神奥丁的王座

上观察宇宙万物的神祇。 

一周中的星期五就是以爱神弗丽嘉命名的，英语中的 Friday 来自古英语 frigedaeg，字

面意思就是 Frigg’s day（弗丽嘉之日）。 

Friday：['fraidi] n.星期五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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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欧人用雷神托尔的名字来命名星期四。英语中表示星期四的单词 Thursday 就是从此

而来的。 

Thor：[θɔ:] n.雷神托尔 

Thursday：['θə:zdi; -dei]n.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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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北欧神话的战神提尔 

在北欧神话中，战神被称为提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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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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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中的星期二就是以战神命名的。英语单词 Tuesday 来自古英语单词

Tiwesdaeg，字面意思就是 Tyr’s day（提尔之日）。 

Tuesday：['tjuːzdeɪ; -dɪ] n.星期二 

149. 北欧神话中的冥界女王赫尔 

在北欧神话中，赫尔（Hel，又译作海拉）是掌管冥界的女神，是邪神洛基与冰霜女巨

人安尔伯达的小女儿，后被主神奥丁贬到黑暗的阴间作了冥界女王。赫尔所统治的冥界被称

为“海姆冥界”（Helheim），意思就是“赫尔的家”。北欧人认为海姆冥界位于世界的最底层，

须在极北的寒冷黑暗之地走上九天九夜的崎岖道路方能到达。北欧人通常在死者脚上穿一双

特别坚固的靴子，因为到冥国的九天九夜的崎岖道路须得有一双好靴子才能对付。这靴子特

名为“赫尔靴”。 

英语单词 hell 就来源于女神赫尔及其统治的海姆冥界的名称，相当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

阴曹地府。在基督教传入欧洲之前，欧洲人认为不管好人还是坏人，死后统统进入 hell。基

督教传入欧洲后，英国的基督徒便将 hell 等同于基督教中所说的“地狱”了，成为了恶人死

后才去的地方，而好人则去了天堂（heaven）。 

hell：[hel] n.地狱 

150. 北欧神话中的黎明女神欧若拉 

欧若拉（Aurora）是北欧神话中的黎明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厄俄斯（Eos）。她掌

管北极光，代表旭日东升前的黎明。欧若拉是一位美丽的女神，每天早晨时分飞向天空，向

大地宣布黎明的来临。在北欧神话中，据说她排行第三，哥哥是太阳希理欧斯，姊姊是月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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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琳。她有时候也被指为极光，不过大多数时间她还是被称为黎明女神，因为欧若拉的含义

就是黑夜转为白天的第一道光芒。 

传说欧若拉爱上了凡人耶尔库，明知道不能爱他，却又无法割舍爱情，于是她向神王奥

丁祈求，请求奥丁赐予她的恋人不死之水，让他永远都不会死，这样他们就可以长相厮守。

奥丁准许了欧若拉的请求，但是他再三告诫她，愿望许了就不可收回。欧若拉应许了。 

后来耶尔库在战场上受了重伤，不死之水虽能让他免除一死，但创口再也无法愈合。欧

若拉返回天界请求奥丁，奥丁告诉她：“回到他的身边吧，如果你真的爱他，他将会在你的

爱中痊愈。”欧若拉伤心不已。她的恋人痛苦不已，每日呻吟，却不能死去，欧若拉厌倦了

这“所谓的爱”，弃耶尔库而去，将他变成了蟋蟀。这就是为什么蟋蟀每天叫个不停的原因。 

aurora：[ɔ'rɔrə] n.黎明女神欧若拉，极光，曙光 

auroral：[ɔ'rorəl] adj.极光的，曙光的 

151. 北欧神话中的狂暴战士 

在北欧神话中，有一种特别凶猛的战士，北欧语称作 berserkr，由 ber（bear，熊）+serkr

（shirt，衬衫）构成，字面意思是“身披熊皮的人”。传说这些战士受到主神奥丁的庇佑，

拥有熊的力量，出战前往往会饮用烈酒或致幻蘑菇，上战场后陷入极端兴奋的忘我状态，没

有恐惧、疼痛之感，身上仅穿轻铠甲甚至赤裸上身，疯狂杀敌至力竭而亡。 

英语单词 berserk（狂暴的）和 berserker（狂暴战士）就是从北欧语 berserkr 产生的。 

berserk：[bə'zɜːk; -s-] adj.狂暴的，狂怒的 adv.狂暴地，狂怒地 

berserker： [bə'sɜːkə] n.狂暴战士 adj.狂暴的 

152. 埃及神话中的智慧之神托特 

很多炼金术士、神秘学学者和新柏拉图学派学者认为，埃及神话中的智慧之神托特

（Thoth，又译透特或图特）等同于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Hermes）。托特是古埃及神话的

智慧之神，相传是古埃及文字的发明者。人们将托特尊称为“三倍伟大的赫尔墨斯”，因为

他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最伟大的祭司、最伟大的国王。三倍伟大还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托

特（或赫尔墨斯）的学问被分为三大分支：炼金术、占星术和巫术，它们被认为是宇宙智慧

的三个方面。托特创立了赫尔墨斯神智学，据说完全密封玻璃瓶的方法就是他发明的。从赫

尔墨斯的名字 Hermes 衍生出英语单词 herm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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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etic：[hɜː'metɪk] adj.密封的，不透气的，炼金术的 n.炼金术士 

hermetical：[hɝ'mɛtɪkəl] adj.不透气的，与外界隔绝的 

hermeticism：[hə:'metisizəm] n.赫尔墨斯神智学 

153. 埃及神话中的主神阿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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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玛雅神话中的雷暴与旋风之神胡拉坎 

英语单词 hurric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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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rricane： ['hʌrɪk(ə)n; -keɪn] n.飓风，暴风 

155. 东欧民间传说中的吸血鬼 

英语单词 vampire（吸血鬼）来自东欧塞尔维亚语。关于古代欧洲吸血鬼的第一手资料，

能在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王国寻得——实际上，吸血鬼的传说也正是从巴尔干半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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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并扩散到全世界的。公元 14 世纪，欧洲暴发了大规模的瘟疫，瘟疫传染极快并且危害极

大，当时在欧洲造成了恐慌。有些得了瘟疫的人并没有真的死去，但其亲友便将其草草掩埋，

以至于后来某些坟墓被打开时，人们发现里面的尸体呈现着各种古怪姿势，并且还染有鲜血，

这当然是因为被误埋的活人挣扎所致，但是当时的人们因为过于害怕便产生了奇异的联想，

于是吸血鬼的说法从贫穷落后的东欧传到整个欧洲。 

最经典的吸血鬼形象来东欧罗马尼亚传说中的德古拉（Dracula）伯爵。他是多瑙河畔

瓦拉西亚公国的督军。由于君斯坦丁堡受到土耳其人的袭击，德古拉伯爵受命前往征讨土耳

其军队。然而在他获胜之时，谣传他战败并死于敌手。他的妻子听闻后悲痛欲绝之下投河自

杀。德古拉班师回朝却看到妻子的尸体，愤怒地责问上帝，为什么他一生都为主而战，最终

却遭受如此结局。狂怒的伯爵用长矛刺穿十字架上的耶稣，顿时鲜血四流。他从此投向魔鬼，

以鲜血作为食物，成为一名吸血鬼。他的传说成为了很多关于吸血鬼文学和影视作品的源泉。 

到了 15 世纪，梵蒂冈教廷正式宣布吸血鬼，僵尸等魔怪的存在，并宣布他们为基督教

的敌人。从此吸血鬼种族存在的概念在欧洲大陆广泛流传开来，并产生了许多传说。 

17、18 世纪时，在塞尔维亚等东欧斯拉夫语国家流行着一些死尸复活吸血的传说，并

形成了一些特殊的习俗，比如埋尸体的时候要钉个木桩什么的。18 世纪，奥地利扩张到塞

尔维亚北部等地区的时候，官方发现了当地的这些奇怪习俗，大惊小怪地到处传扬，导致吸

血鬼的传说越传越广。如 1725 年，在塞尔维亚，一名叫做皮雷·普洛戈维兹的人被指控变为

吸血鬼，人们传说有八人死在其手中。另一名叫做阿诺德·保勒的吸血鬼则造成了大量人口

牲畜的死亡。其中普洛戈维兹事件的档案仍可在维也纳档案馆里面找到。在这份德文档案中

首次出现“vampir”这个词，被视为“vampire"的词源，这是“vampire”第一次出现在文献

里。1732年3月3日，法国的一家杂志Le Glaneur也详细地报道了此次事件，文中的“Vampyre”

第一次出现在法语中。同年 3 月 11 日，英国《伦敦日报》中第一次出现了 Vampire 一词。

此后，整个欧洲对于这种生物的描述都改成了 Vampire 一词，只是拼写略有差异。 

vampire：['væmpaɪə] n.吸血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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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泥土造人”的神话传说 

关于人类的起源，全世界都有很多“泥土造人”的神话传说。比如，在中国神话中，人

类是女娲用黄土捏成的。《圣经》上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生气的人，名字叫 Adam，源自希伯来语 adamah（地面）。在希腊神话中，人类

是普罗米修斯用泥土造成的。英语中表示“人类”的单词 human 就与此类神话传说相关。

很多人认为，human 的前一部分来自拉丁语 humus（泥土），表示“泥土所造的、地球上的

生物”，与“神灵”相对。英语词根 hum-也来自拉丁语 humus（泥土），表示“泥土、潮湿”，

含有该词根的单词有：humble（谦卑的）、humid（潮湿的）、inhume（埋葬）。 

human：['hjuːmən] n.人，人类 adj.人的，人类的 

157. 上帝毁灭人类的大洪水 

英语单词 deluge 在词典中的解释是“大洪水、暴雨”，人们往往不知道它和 flood（洪

水）之间的区别。其实，这个词有自己独特的背景，它来自圣经，指的是上帝毁灭人类世界

的那次大洪水。 

在《圣经·创世纪》中记载，上帝造人后，看到人在世间胡作非为，犯下各种罪恶，便

后悔造人了，想毁灭人类世界，于是发下大洪水淹没了整个世界，人类遭到毁灭，只有敬神

的诺亚一家因为事先按照上帝的旨意修建了诺亚方舟才躲过此难。 

单词 deluge 原本专指这场大洪水，但人们通常用它来比喻各种洪水一般的事物。在表

示实际的洪水这一自然灾害时，人们往往还是使用 flood 一词。 

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在 17 世纪创造了 antediluvian 一词，字

面意思为“大洪水之前的”，比喻远古的。 

deluge：['deljuːdʒ] n.洪水，暴雨，上帝毁灭人类的大洪水 vt.使泛滥，压倒 

antediluvian：[,æntɪdɪ'luːvɪən] adj. 大洪水前的；远古的；陈旧的；旧式的 n. 大洪水以前

的人；年迈的人；不合时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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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宗教篇 

（一） 远古宗教迷信 

158. divine：通过占卜了解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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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temple：古罗马人为占卜划出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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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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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le： ['temp(ə)l] n.庙宇，寺院，神殿，太阳穴 

160. sorcery：西方古代的抽签占卜术 

在古代西方，有一种常见的占卜方法，就是使用刻在石头、木片、纸片、骰子上的符号、

图形、或文字，通过随机抽取、翻取、投掷等方式来达到占卜的目的。这种占卜工具在拉丁

语中被称为 sortis，属格形式为 sors。使用这种工具进行占卜的人则称为 sortarius。单语单词

sorcery（巫术）和 sorcerer（巫师）都来源于此。同源词还有 sort（种类）、sortilege（抽签

占卜）。 

sorcery：['sɔːs(ə)rɪ] n.巫术，魔法 

sorcerer：['sɔːs(ə)rə] n.男巫师，男魔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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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ceress：['sɔrsərəs]n.女巫师，女魔法师 

sort：[sɔrt] n.种类 v.分类，排序 

sortilege： ['sɔːtɪlɪdʒ]n.巫术，占卜，抽签占卜 

161. omen：占卜时所看到的兆示 

英语单词 omen 来自拉丁语，指的是占卜时所看到的兆示。古罗马人最常采用的占卜术

是飞鸟占卜法或内脏占卜法，即通过查看飞鸟的飞行方式和祭祀时宰杀的动物的内脏情况来

获取兆示。现在，omen 可以表示各种方式显示的征兆。 

omen：['əʊmən] n.征兆，预兆 vt.预示，预告 

ominous：['ɒmɪnəs] adj.预兆的，凶兆的，不吉利的 

162. 与古代鸟卜法有关的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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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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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单词 contemplate（沉思）也与观鸟占卜法有关。它由拉丁文 com 和 templum 构成，

其中的 com 表示加强语气，templum 表示“用于观鸟占卜的一片区域”，单词 temple 就来

源于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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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spice：['ɔːspɪs] n.吉兆，赞助，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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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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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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mplate： ['kɒntempleɪt; -təm-] v.注视，沉思，冥思苦想 

contemplation： [,kɒntem'pleɪʃ(ə)n]n.注视，沉思，意图 

163. 与古代星象学有关的单词 

中外古人都相信星象之说，认为星星的位置蕴含天机，人的性格及命运与出生时的星象

息息相关。古代的占卜师能够根据人的出生时辰和地点，推算出当时的星象，并解读出这个

星象所蕴含的关于人的命运的含义。英语单词 horoscope 就反映了这种迷信思想。该单词源

自希腊语 horoskopos，由 horo（hour，时辰）+skopos（scope，景象，视野）构成，字面意

思就是“出生时辰所对应的星象”。 

那么，如何描述星象呢？zodiac（十二宫图）就是一个描述星象的常用工具。古代人将

地球作为不动的观测原点，太阳围绕地球在天空中自西往东运行，一年为一个周期。人们将

太阳的运行轨迹称为“黄道”，将黄道划分为等长的十二份，每一份称为一宫，合成为“黄

道十二宫”。在每一个宫附近，差不多正好分布有一个星座，包括：白羊座、金牛座、双子

座、巨蟹座、狮子座、处女座、天秤座、天蝎座、射手座（人马座）、摩羯座、水瓶座和双

鱼座。每个人出生时，太阳所处的宫位或星座就是他的“太阳星座”，而月亮所处的宫位或

星座就是他的“月亮星座”，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第一个星座就是他的“上升星座”。星

相学认为，这三大星座都与人的性格及命运息息相关。 

由于这些星座大部分都是以动物命名的，所以希腊人管这些星座称为 zodiakos，字面意

思是“动物组成的环”，来源于 zoion（动物）。英语单词 zodiac 就来源于 zodiakos，而另一

单词 zoo（动物园）来源于 zoion（动物）。 

在西方，人们说起星座时通常指的是太阳星座，常用单词 sign（符号、迹象）表示“星

座”， sun sign 就是“太阳星座”的意思。 

在西方占星术中，影响人的性格和命运的除了“太阳星座”（出生时太阳所处的黄道十

二宫位置）和“月亮星座”（出生时月亮所处的黄道十二宫位置）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星座，

那就是“上升星座”（ascendant sign）。所谓“上升星座”，指的是出生时东方地平线上升起

的第一个星座。单词 ascendant 是动词 ascend（上升）的形容词，字面意思就是“上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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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占星术认为，出生时上升的这个星座对人的性格和命运具有支配性影响，它的地位比其

他星座更加优越，因此单词 ascendant 一词便从“上升的”衍生出“优越的、支配性的”等

含义。 

horoscope： ['hɒrəskəʊp] n.星象，星位，十二宫图；占星术 

cast a horoscope：以占星术来算命 

zodiac：['zodɪ'æk] n.黄道十二宫图，星座图 

sign：[saɪn] n.星座 

sun sign：太阳星座 

ascend：[ə'send] v.上升，攀爬 

ascendant：[ə'send(ə)nt] adj.上升的，优越的，支配性的 n.优势，支配地位，运星 

ascendancy：[ə'sɛndənsi] n.优势，支配地位 

164. 与古代占星术有关的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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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 astrolog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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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iderare，由 con（一

道，集群）+siderare（源自 sideris，星星）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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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占星时，如果发现星星所处的位置不正常，就认为表示凶兆，会有大灾难发生。英

语单词及 disaster 就反映了这种迷信思想。disaster 由 dis（表否定）+aster（星星）构成，字

面意思就是“星位不正常”。由于星位不正常就代表灾祸，所以 disaster 自然就衍生出了“灾

祸”的含义。 

单词 desire（欲望）其实也与占星术有关。它来自拉丁语短语 de sidere（=from stars），

本意是“期待星星带来的好运”。与它同源的单词是 desiderate（渴望），两者意思差不多。 

astrology：[ə'strɒlədʒɪ] n.占星术，占星学 

consider：[kən'sɪdə] v.考虑，思索，细想 

sidereal：[saɪ'dɪərɪəl] adj.恒星的，星星的 

disaster：[dɪ'zɑːstə] n.灾祸，灾难，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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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re：[dɪ'zaɪɚ] n. 欲望；要求，心愿；性欲 vt. 想要；要求；希望得到…vi. 渴望 

desiderate：[dɪ'zɪdəreɪt; -'sɪd-] vt. 希求，渴望 

165. influenza：星体影响所产生的流感 

古代欧洲流行占星术，认为流行病也是因为星体影响所产生的，因此中世纪的意大利人

将流行病称为 influenza，与英语单词 influence（影响）同源，都来自拉丁语 influentia。1743

年，欧洲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流行性感冒，整个欧洲对此谈虎色变。意大利语中对此流行病

的称呼 influenza 因此得以进入英语，用来表示“流行性感冒”，往往被简写为 flu。 

influenza：[ɪnflʊ'enzə] n.流行性感冒 

flu：[fluː] n.流行性感冒 

influence：['ɪnflʊəns] n.影响，影响力，势力，有影响的人或事物 

166. 与“左凶右吉”迷信有关的单词 

英语单词 right 既表示“右边的”，又表示“正确的”。为什么“右边的”就是“正确

的”呢？原来，这跟西方的左凶右吉的迷信有关。在西方，人们普遍认为右边代表吉利，左

边代表凶兆。观鸟占卜时，如果鸟往右边飞，则认为是吉兆。在圣经中，在末日审判时，神

让善人站在右边，让恶人站在左边。右边的善人上天堂，而左边的恶人下地狱。在大多数英

语国家中，婚礼上新娘站在新郎的左边，象征女性属于次要地位。 

所以单词 right 既表示“右边的”，也表示“正确的”，而单词 left 既表示“左边的”，

同时还含有“弱、愚蠢、卑贱”的含义，但这层意思现在很少使用。同样，单词 dexter 除了

含有“右边的、右手的、灵巧的”之意外，还含有“幸运的”的含义，而它的反义词 sinister

除了表示“左边的”外，还含有“凶兆的、阴险的”等含义。 

right：[raɪt] adj.右边的，正确的，直接的 n.右边，正确，正义 

left： [left] adj.左边的 

dexter：['dekstə] adj.右侧的，幸运的 

dexterous：['dekst(ə)rəs] adj.灵巧的，敏捷的，惯用右手的 

dexterity：[dek'sterɪtɪ] n.灵巧，敏捷 

sinister：['sɪnɪstɚ] adj. 阴险的；凶兆的；灾难性的；左边的 

sinistral：[sɪ'nɪstrəl] adj. 左的；左旋的；使用左手的 n. 左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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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abomination：对不祥之物的厌恶和躲避 

古罗马人在采取任何重大行动前，都会首先进行占卜，请示神灵的意见。他们相信神灵

会通过一些征兆（omen）来表达旨意。如果出现的是凶兆，他们自然会非常失望。因此，

人们对那些带来凶兆的事物非常厌恶，会想尽各种办法远离这类事物。英语单词 abomination

就源自古罗马人对不祥之物的厌恶和躲避，它由 ab（away，远离）+omin（omen,征兆）+ation

（后缀）构成，原始含义就是“远离不祥之兆”，表示的是对不祥之物的憎恶。随着时间推

移，它的宗教迷信含义逐渐淡化，可用来表示对各种事物的憎恶。而动词 abominate 其实是

从它反向衍生出来的。 

abomination：[əbɒmɪ'neɪʃ(ə)n] n.憎恶，憎恨，令人讨厌的事物 

abominate：[ə'bɒmɪneɪt] vt.憎恶，痛恨 

abominable：[ə'bɒm(ə)nəb(ə)l] adj.令人憎恶的，讨厌的，可恶的 

omen：['omən] n. 预兆；征兆 vt. 预示；有…的前兆；预告 

168. 与古代神谕习俗有关的单词 

古希腊人有求神谕（Oracle）的习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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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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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希腊，最著名的神谕是德尔斐神谕。德尔斐（Delphi）是古代所有希腊城邦的共同

圣地，供奉着德尔斐的阿波罗。古希腊人认为，德尔斐是地球的中心，是“地球的肚脐”，

因此德尔斐的神谕最被人看重。神庙里负责传达神谕的是称为“皮提亚”（Pythia）的女祭

司，由年轻女孩或老妇担任，坐在一张三角架上。三脚架横跨在一道产生天然气的裂缝上。 

神谕的最大特点就是玄妙晦涩、模拟两可。可以朝多个方向解读，得出不同甚至相反推

论。例如，据史载，西亚的吕底亚王不知道该不该和波斯帝国作战，于是便来到德尔斐求讨

神谕。神谕说，一旦交战，一个大帝国将会灭亡。吕底亚王以为神谕说的大帝国是波斯，大

喜之下于是下令大军出征，结果却遭到惨败。吕底亚王愤怒地又一次来到德尔斐，责问祭司

为什么要骗他，祭司回答说：“神谕所说的大帝国，正是您的国家。” 

英语单词 delphic 是 Delphi 的形容词，原意是“德尔斐的”。由于德尔斐神谕这种模拟

两可的特点，delphic 也就产生了“晦涩的，暧昧的”之意。同样，从 oracle（神谕）一词衍



英语词源故事集锦——钱磊博士编著 

                 新浪微博：weibo.com/qianlei888   昵称：钱博士趣味英语                110  

生出形容词 oracular 也含有“玄妙深奥的”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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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phic：['delfik] adj.暧昧的，晦涩的，意义不明确的，德尔斐的 

169. boggle：半夜惊吓马匹的幽灵 

在古代英国人的迷信传说中，有一种叫做 bugge 的幽灵，会在半夜出来惊吓马匹。因此，

在英语中，就用 boggle 一词来表示马匹受惊而畏缩不前，意思就是“受到 bugge 的惊吓”。

后来，boggle 一词还可以运用到人身上，表示人受到惊吓或犹豫、退缩。 

boggle：['bɒg(ə)l] n.犹豫，退缩，惊奇 v.（使）犹豫，（使）退缩，（使）惊奇 

170. 与签约祭神习俗有关的单词 

古希腊人在签订协议时都喜欢请神灵来做见证，方式就是在签订协议的同时祭奠神灵，

最常用的祭奠方式就是奠酒，即把酒洒在地上请神灵享用。在希腊语中表示“奠酒”的单词

是 sponde，该词因而衍生出“承诺、立约”的含义。sponde 进入拉丁语后演变为 spondere，

立约人则称为 sponsus。古人结婚其实就是签订婚约然后举行婚礼，所以签订婚约的人也被

称为 sponsus。英语单词 spouse（配偶）就来源于此，本意就是“签订了婚约的人”。与它

同源的单词是 sponsor（赞助者、举办者），本意就是“承诺赞助或举办活动的人”。 

spouse：[spaʊz; -s] n.配偶，vt.和……结婚 

spousal：['spaʊz(ə)l] adj.结婚的 n.婚礼，结婚仪式 

sponsor：['spɒnsə] n.赞助者，举办者，保证人 vt.赞助，发起 

171. abracadabra：历史悠久的西方魔咒 

英语单词 abracadabra 是一个著名的魔法咒语，据说是犹太神秘教或诺斯替教中对最高

神灵的称谓。在古代人们常常把它做成护身符，即第一行写上这个词完整的 11 个字母，第

二行减去最后一个字母，以后逐行递减，直到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符咒，然后挂在脖子上用来

辟邪。 

古代医生还用这个咒语来给病人退烧。用亚麻将写有这个三角形符咒的纸系在病人的脖

子上，九天后把它从肩膀上向后扔进一条向东流淌的小溪中，等溪水将文字弄的模糊不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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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高烧就会退了。 

也有人认为该词来自阿拉姆语，意思是“我念出时将创造”的意思。魔术师在表演魔术

时，经常会大念一句“abracadabra”，然后变出什么东西来。所以这个词相当于中文中的“变！

变！变！”。 

在著名魔幻小说《哈利·波特》中，作者罗琳就是这个这个咒语创造了阿瓦达索命咒

(Avada Kedavra)。 

这个词的拼写也很有趣，可以分解为 abra(胸罩)+cad（计算机辅助设计）+abra（胸罩），

可以曲解为在用计算机设计胸罩时，大念一句 abracadabra 就可以在计算机屏幕上自动画出

一副胸罩。 

abracadabra：[,æbrəkə'dæbrə] n.咒语，胡言乱语 

172. alabaster：献给巴斯特女神的雪花石膏器皿 

巴斯特（Bast）是古埃及的女神，是太阳神拉(RA)的女儿，常化身母狮或猫，或猫头人

身的女人，是埃及的保护神之一，专门执掌月亮、生育和果实丰收。古埃及人常常使用一种

光洁雪白的石材来制作献祭给巴斯特女神的器皿，如罐子，因此将其命名为 ala-baste，后来

演变为英语单词 alabaster，用来表示这种光洁雪白的石材，即雪花石膏。 

alabaster：['æləbæstɚ] n.雪花石膏 

173. bless：古代欧洲的“血祭”习俗 

英语单词 bless 与 blood（血）同源，本指基督教创立之前欧洲人用鲜血来祭祀神明的做

法，字面意思是“用血来祭祀、神化”。基督教传入欧洲后，血祭的做法逐渐消失，bless

一词只剩下“祭祀、神化”之意。 

在将《圣经》翻译为英文时，翻译者将希伯来语中的 brk（跪拜、崇拜、赞美、求福）

一词翻译为英语单词 bless，所以 bless 又含有了希伯来语 brk 的含义，表示人对神的崇拜、

赞美和祈求福佑。后来，受到英语单词 bliss（福佑、天赐之福）的影响，bless 的词义逐渐

变成了“祝福、保佑、赞美”的意思，其宾语从神变成了人。 

bless：[bles] vt.祝福，保佑，赞美 

blessing：['blesɪŋ] n.祝福，福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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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celebrate：古人集会敬拜神灵的习俗 

英语单词 celebrate 来自拉丁语 celebrare，字面意思是“大量人频繁做的”，来自 celeber

（频繁的，参与者众多的）。celebrate 原本是一个宗教术语，指很多人聚集到一起敬拜神灵，

通常是为了庆祝神灵的生日。后来其宗教色彩逐渐淡化，可用来表示庆祝任何一件事。但在

其衍生词 celebrated 中，它应该取其原意“很多人提及和赞美”，所以是“有名的”，而不是

“被庆祝的”。同样，celebrity 指的是“有名的人”，而不是“被庆祝的人”。 

celebrate：['sɛlɪbret] v.庆祝，赞美，举行宗教仪式 

celebrated：['sɛlə'bretɪd] adj.有名的，有名望的 

celebrity：[sə'lɛbrəti] n.名人，名声 

175. chalice：宗教仪式中所使用的圣杯 

英语单词 chalice 来自拉丁语 calicem，本意就是“杯子”。但 chalice 指的不是普通的杯

子，而是特指在举行宗教仪式所使用的杯子，一般为精美的金属高脚杯。在基督教圣餐礼中，

chalice 就是用来盛圣餐葡萄酒的杯子。在非宗教场合，chalice 常作为书面语用于比喻，如

poisoned chalice（金杯毒酒，看似诱人其实不好的东西）；尼克松的名言“Our destiny offers not 

the cup of despair , but the chalice of opportunity.”（命运给予我们的不是失望之酒,而是机会之

杯。） 

chalice：['tʃælɪs] n.杯，圣杯，圣餐杯 

176. 与古人吟唱圣歌习俗有关的单词 

英语单词 chant 来自拉丁语 cantare，是 canere（唱）的反复形式，指的是古罗马宗教活

动中反复吟唱的活动，既用来赞颂神灵，又用于修炼内心，类似于中国佛教的和尚们打坐诵

经。做名词时，chant 表示反复吟唱的“圣歌”。这种圣歌的特点是内容简短，适合反复吟

唱，一个短短的词也能咿咿呀呀地唱上半天，并且通常没有伴奏，所以听起来十分单调乏味，

如著名的 Gregorian chant（格里高利圣歌）就是这样一种圣歌，相传为教皇格里高利所著。 

中国有句歇后语，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西方的僧侣们在吟唱这种 chant 时，有时

候也会装模作样、有口无心，因此英语中出现了一个与 chant 同源的单词 cant，用来形容僧

侣故作虔诚地吟唱 chant，引申为并非发自内心的话，如客套话、乞丐故作可怜的的乞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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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产生了“黑话”的含义。 

除此以外，英语单词 enchant 也与“吟唱”有关，不过不是“唱歌”，而是“念咒语”。

enchant 由 en（into, upon）+chant（吟唱）构成，字面意思就是“对着……念咒语、施展魔

法”，从而控制人的思想，使其迷住。 

chant：[tʃɑːnt]n.反复吟唱的圣歌，赞美诗 v.吟唱，诵念 

cant： [kænt] n.并非发自内心的话（客套话、乞丐乞讨等）、伪善的话、单调陈腐的话（如

大话西游中唐僧的话）；（乞丐、流浪汉等底层的）黑话 adj.单调陈腐的，假仁假义的，假装

哀诉的；黑话的 vi.讲黑话 

enchant：[ɪn'tʃænt] vt.使迷住，用魔法迷住 

enchantment：[ɪn'tʃɑːntm(ə)nt] n.魅力，魔法，妖术，迷醉 

incantation：[ɪnkæn'teɪʃ(ə)n] n.咒语 

177. charm：充满危险的魅力 

我们夸奖女性具有魅力时，常常使用 charm（魅力）一词。但在中世纪，如果一个女性

被形容为具有 charm，她很有可能被人当做女巫烧死。因为，英语单词 charm 在中世纪不是

什么好词，而是跟巫术、魔法有关的一个词。它和 chant（吟唱、圣歌）、enchant（迷住）同

源，来自拉丁语 carmen，而 carmen 来自 canere（唱），指的是唱念的“咒语”。做动词时等

于 enchant，表示念咒、施展魔法，从而迷住某人。到了近代，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不再

迷信巫术，charm 一词所含有的迷信色彩才逐渐消失，含义逐渐演变为“魅力、魔力”。 

charm：[tʃɑːm] v.念咒，施展魔法，迷住，使陶醉 n.魅力，吸引力，魔力 

charming：['tʃɑːmɪŋ] adj.迷人的，可爱的，有魅力的 

178. conjure：与神鬼的密谋和交易 

英语单词 conjure 来自拉丁语，由 con（共同）+jure（发誓、诅咒）构成，字面意思就

是“一道发誓”，也就是“密谋”（conspire）的意思，从而衍生出“发誓请求”、“恳请”

的意思。从 13 世纪开始，这个词逐渐产生一种魔幻含义，意为“通过咒语召唤神鬼、驱使

神鬼”。人们认为，巫师或魔法师通过念咒的方式来召集鬼魂，其实就是在与神鬼密谋，以

发誓诅咒的方式与神鬼达成交易，获得神鬼的协助，所以 conjure 一词产生了“念咒召唤神

鬼”的意思。 



英语词源故事集锦——钱磊博士编著 

                 新浪微博：weibo.com/qianlei888   昵称：钱博士趣味英语                114  

在中世纪时，conjure 一词常常被用来表示魔术师“变戏法”，体现了当时人们对魔术表

演的误解。当时魔法和巫术观念十分流行，很多人将魔术表演也看作是魔法和巫术。因此，

在中世纪，表演魔术是一项十分危险的活动，很容易被人指控为魔法和巫术，甚至招致杀身

之祸。例如在英王亨利八世统治期间，表演魔术的惩罚是死刑。到了 16 世纪末，对女巫的

迫害到了大屠杀的地步。由于这些疯狂的行径，魔术师都受生命威胁，若不分享魔术的秘密，

恐怕会被处死。因此促使了第一本英文魔术书籍的诞生，即 1584 年的《巫术探索》（The 

Discovery Of Witchcraft）。 

而在现在，人们自然不再相信魔法和巫术了，conjure 一词现在除了表示“变戏法”外，

还常常表示“凭空变出、想象出”的含义。 

conjure：['kʌndʒə] vt.念咒召唤，用魔法变出，想象，提出，恳请 vi.施魔法，变魔术，

变戏法 

conjurer：['kʌndʒərə] n.魔术师，巫师 

conjuration：[,kʌndʒə'reɪʃ(ə)n; ,kɒndʒʊ(ə)-] n.（召唤神鬼的）咒语，祈祷，魔法 

179. dismal：古代西方历法中的“凶日” 

中世纪时期的西方历书中，每月都有两天为不吉之日，不宜处理任何事务。这些日子包

括：一月 1 日和 25 日、二月 4 日和 26 日、三月 1 日和 28 日、四月 10 日和 20 日、五月 3

日和 25 日、六月 10 日和 16 日、七月 13 日和 22 日、八月 1 日和 30 日、九月 3 日和 21 日、

十月 3 日和 22 日、十一月 5 日和 28 日、十二月 7 日和 22 日。在古代日历上都会将这些不

吉之日标识出来。据说这些不吉之日是埃及占星家首先测定的，后来传入罗马，后来又传遍

整个欧洲。 

西方人将这些不吉之日称为称为 Egyptian days，因为它们是从埃及流传过来的。在拉丁

文中则用 dies mali 来表示这些不吉之日。dies=days，mali 是 malus 的复数形式，等于词根

mal-（bad），所以 dies mali 就是 bad days（坏日子）的意思。该词后来演变为法语的 dis mals，

进入英语后拼写为 dismal，去掉了表示复数的 s，词性也从名词变成了形容词，表示“不吉

利的”。16 世纪以后词义也发生了变化，先是由“不吉利的”变为“灾难性的”，以后又

逐渐弱化为我们至今还在使用的“阴沉的”、“优郁的”等义。 

dismal： ['dɪzm(ə)l] adj.凄凉的，忧郁的，阴沉的，沉闷的 n.低落情绪 



英语词源故事集锦——钱磊博士编著 

                 新浪微博：weibo.com/qianlei888   昵称：钱博士趣味英语                115  

180. elixir：用“哲人之石”制成的灵丹妙药 

在古老的炼金术中，“哲人之石”（the philosopher's stone）是中世纪炼金术士们绞尽

脑汁千方百计想要制造出来的灵石。它可以将贱金属转化成完美的纯金，有时还被认为是神

奇的药剂，有着治疗万病、返老还童和长生不老的神奇功效。在几百年间，贤者之石就像是

炼金术的圣杯一样，吸引着欧洲一代又一代炼金术士前仆后继地沉浸于制造“哲人之石”的

伟大工作之中。 

阿拉伯炼金术士宣称自己用“哲人之石”制成了一种神奇的灵丹妙药，称其为 al-iksir，

其中的 al 是阿拉伯语中的定冠词，iksir 是阿拉伯语“干粉”的意思，al-iksir 就是特指这种

用“哲人之石”做成的干粉。中世纪时，这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被流传至欧洲，它的名称

al-iksir 也随之进入拉丁语，被拼写为 elixir。英语单词 elixir 就直接来自拉丁语单词，本意

指的就是这种阿拉伯人用“哲人之石”制成的干粉，后来被用来泛指任何一种灵丹妙药。 

elixir： [ɪ'lɪksɚ] n.长生不老药，万能药，炼金药 

181. enthusiasm：神灵附体时的狂热情感 

英语单词 enthusiasm 原本是一个宗教词汇，来自希腊语 enthousiazein，后者源自 entheos，

由 en（in）+theos（god，神）构成，字面意思就是“神灵附体”。因此英语单词 enthusiasm

的本意就是“神灵附体、受到神灵的启发”，后来被用来表示“自认为与神有某种特殊联系

而产生过度强烈的宗教情感”。二十世纪后，该词的宗教色彩逐渐消失，用来表示“对某事

物的特别热衷、热情”。 

enthusiasm： [ɪn'θuzɪæzəm] n.热情，热心，热忱 

enthusiast：[ɪn'θuzɪæst] n.狂热者，热心人，爱好者 

enthusiastic：[ɪn,θjuːzɪ'æstɪk; en-] adj.热情的，热心的，狂热的 

182. envy：施展“邪恶之眼”巫术 

古代西方人相信有一种邪恶的巫术叫做“邪恶之眼”（evil eye）。据说巫师施展这种巫

术后，可以通过目光来使人无法动弹或受伤或遭受厄运。拉丁语 invidere 指的就是巫师施展

“邪恶之眼”，由 in（upon）+ videre（to see）构成，字面意思就是“看一眼”。当一个人

嫉妒他人，用充满羡慕嫉妒恨的眼神看人时，这幅场景是不是很像巫师在施展“邪恶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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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拉丁语 invidere 衍生出“用羡慕嫉妒恨的眼神来看”的意思，并从而衍生名词 invidia

（羡慕嫉妒恨），这就是英语单词 envy 的来源。 

在我国新疆还有人相信这种巫术的存在，因此，在新疆，长时间地注视别人家的好东西

或美女是一种禁忌，新疆人会认为这种嫉妒的目光会给被注视者带来厄运。在新疆旅游时，

最好不要长时间盯着美女不放，购物时也不要看了半天而不买。 

envy：['envɪ] n.嫉妒，妒忌，羡慕 vt.嫉妒，妒忌，羡慕 vi.感到妒忌，显示出妒忌 

envious：['envɪəs] adj. 羡慕的；嫉妒的 

invidious：[ɪn'vɪdɪəs] adj. 诽谤的；不公平的；引起反感的；易招嫉妒的 

183. epilepsy：被视为神灵附体的癫痫病人 

古代人不了解癫痫病，看到有人癫痫发作时，还以为是神灵附体了，所以在希腊语中用

epilepsis 来称呼癫痫病。该词由 epi（在……上）和 lepsis（抓住），字面意思就是“神灵附

体、被神灵抓住”。英语中表示癫痫的单词 epilepsy 就来自希腊语 epilepsis。 

古罗马时期的凯撒大帝就患有严重的癫痫病，但在当时，这种病被认为是“神圣的疾病”，

是神灵附体。因此该疾病不仅没有影响凯撒在古罗马民众心目中的光辉形象，反而为其增添

了一道神奇的光环。因此，凯撒的指定继承人屋大维甚至也宣布自己也患有这种疾病。 

epilepsy：['epɪlepsɪ] n.癫痫 

184. evocation：请求敌方守护神离开的招魂仪式 

英语单词 evocation 来自拉丁语动词 evocare，由 ex（out）+vocare（呼喊）构成，意思

就是 calling forth（唤出）。该词来自古罗马军队在攻打敌方城市时的一种仪式。在攻打敌方

城市时，为了避免招致对方城市守护神的愤怒，古罗马人会举行一种招魂仪式，请求对方的

守护神放弃对敌人的庇佑，离开敌方城市。为了争取神灵，古罗马人会在仪式上承诺为神灵

修建比敌方更好的神庙或其他更优惠的条件。大家都知道，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中，神灵和

人都具有同样的七情六欲，既然可以拉拢凡人，为什么不能拉拢神灵呢？ 

这种请求敌方守护神离开敌方城市的仪式就是 evocation，字面就是就“大声呼喊、请

求离开”。后来，除此以外，evocation 还可以表示其他各种“招魂术”或召唤神灵前来做

其他事情。现在该词的神秘含义已经消失，仅仅表示“唤起、唤出”记忆、联想等。 

evocation：[,evəʊ'keɪʃən] n.招魂，唤出，唤起，引起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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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cative：[ɪ'vɒkətɪv] adj.唤起的，唤出的 

185. ecstasy：静坐冥思以致灵魂出窍 

在很多宗教中，都将静坐冥思作为一种重要的修炼方式，如佛教中“打坐”。很多宗教

认为，当人们静坐冥思达到某个层次时，人的灵魂脱离肉体的羁绊，上升至更高层次的灵性

世界。这种状态在希腊语中称为 ekstasis（出神、入迷），由 ek（=ex，离开）和 histanai（放

置、使站立）组合而成，本意就是“灵魂出窍”。英语单词 ecstasy 便来源于此。 

17 世纪时，很多神秘主义著作中，频繁使用 ecstasy 一词来表示人通过静坐冥思所达到

的身心和谐、超凡脱俗的崇高境界，因此 ecstasy 一词逐渐衍生出“极度快感、狂喜”等含

义。在俚语中，该词还可以表示吸毒后产生的极度快感。 

ecstasy：['ekstəsɪ] n.狂喜，极度快感，出神，入迷，销魂 

ecstatic：[ɪk'stætɪk] adj.狂喜的，入迷的 n.狂喜的人 

186. fanatic：神灵附体的狂热信徒 

英语单词 fanatic 原本是一个宗教术语，指的是“狂热、盲信的宗教信徒”。它来自拉

丁语 fanaticus，名词 fanum（寺庙、神龛）所衍生的形容词，字面意思就是“与寺庙有关的”，

从而引申出“神灵附体的，疯狂的，狂热的”之意。现在 fanatic 一词的宗教色彩已经消失，

可以用来表示对任何事物狂热、盲信的人。表示“粉丝”、“爱好者”的英语单词 fan 据说

就是 fanatic 的缩写。 

fanatic：[fə'nætɪk] n.狂热入迷者，盲信者 adj.狂热的，盲信的 

fan：[fæn] n. 迷；爱好者 

187. fascinate：古罗马人的男根之神法瑟勒斯 

在西方的历史博物馆，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令女士们面红耳赤的古代物品，那就是一些带

有翅膀的男性生殖器的雕像。其实这是古罗马的一个著名神祇的形象。这个神祇在拉丁语中

叫做“法瑟勒斯”（Fascinus），他实际上是男性生殖器的化身，因此经常以这种“飞天鸡鸡”

的形象出现。 

古罗马人把法瑟勒斯当做保护神，认为他能够辟邪驱鬼，尤其是能够保护人们不受到

“邪恶之眼”（evil eye）的伤害。因此，古罗马人专门为他修建了神庙，希望他能保护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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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的平安，还制作了很多“飞天鸡鸡”作为护身符，挂在小孩的脖子上、士兵的武器上、凯

旋回国的将军的马车上，用来保护他们不受邪灵的伤害。这种护身符也被称为 fascinus。 

除了能辟邪驱鬼外，古罗马人还相信这种护身符具有神奇的魔力，其中一种就是能够催

眠他人。因此使用 fascinus 来催眠他人就叫做 fascinare，字面意思就是“施展法瑟勒斯的魔

力”。这就是英语单词 fascinate 的来源。 

fascinate：['fæsɪneɪt] vt.使着迷，魅惑，使神魂颠倒 vi.神魂颠倒，入迷 

fascination：[,fæsɪ'neɪʃ(ə)n] n.魅力，魔力，入迷，迷恋 

fascinating：[,fæsɪ'neɪʃ(ə)n] adj.迷人的，使人神魂颠倒的 

188. fate：神灵所说的话 

古代西方人认为世间万物的命运都是由神灵决定的，神灵所预言过的事情一定会发生，

因此“命运”实际上就是“神谕”。英语单词 fate 的词源就反映了古代西方人的这一观念。

fate 一词来源于拉丁语名词 fatum，而后者来自拉丁语动词 fari（说），本意就是“（神灵）所

说的话”。 

fate：[feɪt] n.命运 

fatal：['fetl] adj. 致命的；重大的；毁灭性的；命中注定的 

189. ghost：人的灵魂或精神 

古代人相信人拥有灵魂，在古英语中称为 gast，在中古英语中拼写改为 gost，在现代英

语中拼写改为 ghost，原本既可以表示死人的灵魂，也可以表示活人的灵魂，相当于来自拉

丁语的 spirit（精神、心灵）。到了 14 世纪时，词义变为专指死人的灵魂，即“鬼魂、幽灵”。

但词组 Holy Ghost（圣灵）一词中 ghost 依然保留了原意。 

ghost：[gəʊst] n.鬼，鬼魂，幽灵 vt.作祟于，替……代笔 vi.替人代笔 

ghostly：['ɡostli] adj. 幽灵的；可怕的；影子似的 

aghast：[ə'ɡæst] adj. 吓呆的，惊骇的；吃惊的 

Holy Ghost：圣灵 

190. grammar：充满魔力的拉丁语法 

英语单词 glamour（魔力）与 grammar（语法）有很大关系，拥有相同的词源。在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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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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拉丁语中，表示“语法”的单词是 grammaria，英语单词 grammar 就来源于此。由于

不识字的普通百姓将拉丁语看做是一种魔咒，因此原本表示“语法、文法”的单词 grammaria

自然就衍生出“魔力、魔法”的含义，并因此产生了另外一个单词 gramary/gramarye，表示

魔术、魔法。到了苏格兰人的嘴中，gramary 被说成了 glamer、glamor 或 glamour，最后又

回到英语中，变成了英语单词 glamour，表示“魔力、魅力”。 

grammar：['græmə] n.语法，文法，语法书 

glamour：['glæmə] n.魔力，魅力 vt.迷惑，迷住 

gramary：['græməri] n.魔术，魔法 

191. good bye：神灵与你同在 

古代人相信神灵（god）的存在，经常祈祷神灵的护佑。当有人要出门远行时，送别的

人就会对他说“God be with ye（you）”，意思是“神灵与你同在”。后来，说得快了，这

句话的后半部分“be with ye”就简化成了 bye，而受“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

等问候语的影响，前面的 God 也变成了 good。所以最后整句话就演变成了“good bye”。 

192. heaven：天神们的居所 

英语单词 heaven 常常被译为“天堂”，指的是基督教中好人死后去安息享福的地方。那

么在基督教诞生之前，heaven 又是什么含义呢？heaven 来自古英语 heofon，最初的本意就

是“天空”（sky），指的是太阳、月亮等各种天体所在的区域。由于在神话中，这些天体往

往被神化为各种天神，因此 heaven 一词也就表示这些天神们的居所。基督教诞生后，英国

的基督徒便将 heaven 等同于基督教中所说的“天堂”，即上帝居住的地方。 

heaven：['hɛvn] n.天堂，天国，天空 

193. holiday：神圣的日子 

历史上的假日基本上都来自宗教节日。英语中表示“假日”的单词 holiday 的拼写就蕴

含着这一事实，它其实是由 holy day（神圣的日子）组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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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iday： ['hɒlɪdeɪ; -dɪ] n.假日，节日，休息日 

194. hunch：能未卜先知的驼背 

英语中，hunch 的本意是“大块、肉峰”，可以用来表示驼背者（hunchback）的驼背。

西方人有一种迷信，认为驼背者与魔鬼由特殊关系，拥有神秘的预感能力，能够未卜先知。

因此，在英语中，have/get a hunch 就表示“有一种预感”。 

hunch：[hʌn(t)ʃ] n.预感，大块，肉峰 vt.耸肩，弓起，预感到 vi.隆起，向前移动 

have/get a hunch：有一种预感 

195. lunatic：月亮魔力造成的疯狂 

月亮的阴晴圆缺影响地球的潮汐甚至生物周期，因此古人相信月亮拥有使人疯狂的魔力，

并且这种魔力随着月亮的阴晴圆缺而变化，在满月时魔力最大。如人狼传说中人狼会在满月

时变身为狼。英语单词 lunatic 就反映了这一传说。它来自拉丁语 lunaticus，字面意思就是

moon-struck（被月亮影响），词根 lun-就是 moon（月亮）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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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nacy：['luːnəsɪ] n.精神失常，愚蠢的行为 

lunar：['lunɚ] adj.月亮的，月球的，银色的，阴历的 

196. mascot：能够带来好运的人或物 

英语中表示“吉祥物”的单词 mascot 源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语 mascoto，由单词 masco

（女巫）而来，原本表示“女巫的魔法、护身符”，引申为能够带来好运的东西。19 世纪

末它才被正式以 mascotte 的拼写收入法文词典。 

该词得以流行源于 1880 年法国剧作家埃德蒙·奥德朗（Edmond Audran）所创作的一出

轻歌剧《La Mascotte》（吉祥物）。歌剧中的主角是一名美丽善良的女孩贝蒂娜（Bettina），

据说她是一个幸运儿，能给人带来好运，所以被人亲切地称为 La Mascotte（吉祥物）。在剧

中，贝蒂娜给很多带来了好运，如雇佣她照看火鸡的农夫遇到王子，变成了宫廷侍卫；在宫

廷阴谋中，和她一起在农场干活的男友幸运逃脱危险；贝蒂娜参加的军队毫无悬念地赢得了

所有战斗。 

这一歌剧在法国大受欢迎，mascotte 一词也得到广泛应用，用来表示“幸运儿、能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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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运的人或物”。随着该歌剧传入英国，该词也进入英语，拼写改为 mascot。 

mascot：['mæskɒt] n.吉祥物，福神 

197. mercy：神灵对好人的回报和恩典 

英语单词 mercy 的词根是 merc，与 merchandise（商品）、market（市场）等词的词根词

源相同，都源自古罗马神话中的神使和商业守护神墨丘利（Mercury）。因此，mercy 的字面

意思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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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y：['mɜːsɪ] n.仁慈，宽容，怜悯，幸运 

198. Sunday 和 Monday 的由来 

很多现代人认为周一是一星期的开始，而星期日属于“周末”，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源

自现代社会普遍采用的一周工作 5 天制度。实际上，在古代，一星期的第一天是星期日

（Sunday），这从英语中表示“星期日”（Sunday）和“星期一”（Monday）的单词中可以得

到验证。 

古代希腊人崇拜太阳和月亮，因此将一星期的第一天献给太阳神 Helios，称为 Hemera 

Heliou（太阳神之日）；将第二天（星期一）献给月亮神塞勒涅（Selene），命名为 Hemera Selenes

（月亮神之日）。古罗马人继承了古希腊人的这种传统，将星期日称为 Dies solis，星期一称

为 Dies Lunæ。古英国人依葫芦画瓢，将星期日称为 Sunnandæg，将星期一称为 Monandæg。

到了现代英语中则演变成了 Sunday 和 Monday。 

Sunday：['sʌndeɪ] n.星期日，星期天，礼拜日，礼拜天 

Monday：['mʌndeɪ] n.星期一，礼拜一 

199. monster：神灵为警告凡人而降下的怪物 

古罗马人相信各种奇异现象都是神灵所发出的信息。如果出现一些怪异、变态的生物，

则是神灵被激怒后发出的警告，预示着将有大灾大难发生。这种神灵的警告在拉丁语中就是

monstrum，来自动词 monere（warn，警告）。同源单词有 monitor（监控器、班长）、money

（源自罗马女神 Juno 的称号 Moneta——警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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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单词 monster 就来自拉丁语 monstrum，原本表示神灵为了警告人们而降下的怪物，

后来这种宗教意味逐渐被人遗忘，仅仅用来表示“怪物”。 

monster：['mɒnstə] n.怪物，怪兽，巨人，巨兽，残忍的人 adj.巨大的 

monstrous：['mɑnstrəs] adj. 巨大的；怪异的；荒谬的；畸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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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ey：['mʌni] n. 钱；货币；财富 

200. nightmare：半夜掐人脖子的妖怪 

 英语单词 nightmare（恶梦）由 night（夜晚）+mare（母马、母驴）构成。“恶梦”与

“夜晚”的关系很好理解，与“母马、母驴”有什么关系呢？其实，nightmare 中的 mare 不

是“母马、母驴”，而是古英语中的一种妖怪，类似 goblin（地精）或 incubus（梦淫妖）。

人们相信这种妖怪会在人的睡梦中掐住人的脖子，使人窒息而亡。由于恶梦常常使人感觉到

窒息，因此人们便认为恶梦是 mare 这种妖怪在作怪，所以把恶梦叫做 nightmare。 

nightmare： ['naɪtmeə] n. 恶梦，梦魇 adj.恶梦的，梦魇的，恶梦似的 

201. orgy：古代罗马人崇拜酒神的秘密仪式 

英语单词 orgy 表示“狂欢、放荡”，尤其是“性狂欢、群体淫乱”。它来源于古希腊

人、罗马人对酒神的一种崇拜仪式。该词来源于希腊语 orgia，意为“秘密仪式”，原本指

的是任何一种崇拜神灵的仪式，后来专指崇拜酒神的仪式，其核心内容包括狂欢放荡的舞蹈、

歌唱和豪饮，以及在亢奋中胡乱砍杀献祭的牲畜。由于酒神崇拜仪式的这种狂欢放荡特点，

orgy 一词逐渐发展出贬义含义，用来表示那种集体狂欢或淫乱活动。 

orgy： ['ɔːdʒɪ] n.狂欢，放荡 

orgie： ['ɔ:dʒi] n.纵酒狂欢，放荡 

orgiastic： [ɔːdʒɪ'æstɪk] adj.狂欢的，纵欲的 

202. pontiff：古罗马宗教中的大祭司 

在词典中，pontiff 既表示“主教”，也可以表示“教宗”、“罗马教皇”。主教和教皇

应该不是同一层次的职务，怎么能用同一个词表示呢？原来，pontiff 的本意既不是“主教”，

也不是“教皇”，而是指基督教兴起之前古罗马宗教中的高级祭司，拉丁语为 pontifex（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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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bridge-maker 或 path-maker），可译为“大祭司”，相当于基督教中的“主教”（bishop）。

高级祭司中的首脑被称为 Pontifex Maximus，（大祭司长），地位相当于教皇。在基督教成为

罗马国教之前，Pontifex Maximus，（大祭司长）一职通常由罗马皇帝兼任。 

英语单词 pontiff 来自拉丁语 pontifex，相当于 bishop，但人们很少用它来表示“主教”，

直到 17 世纪才开始使用，但一般都是特指“the bishop of Rome”（罗马主教），也就是位于

罗马的教皇了。 

pontiff：['pɒntɪf] n.主教，罗马教宗，教皇，大祭司 

pontifical：adj.主教的，罗马教宗的 

203. profane：不能进入神圣区域内的俗人 

英语单词 profane 原本是一个宗教术语。在古罗马人的宗教仪式中，一般的“俗人”不

得进入宗教场所中的“神圣区域”（fanum），如寺庙的内庭，只有受过“启蒙”（initiated）

的人即神职人员才有资格进入这片区域执行各种宗教仪式。世俗人士即使要向神灵祭祀，也

只能将祭祀用的牺牲放在 fanum 之前的祭坛上。因此，在拉丁语中，用 profanus 来表示“世

俗的”，是 sacred（神圣的）的反义词。它由 pro（in front of）+fanum 构成，字面意思就是

“在 fanum 前门外的，不得进入 fanum 的”。 

现在，profane 一词的宗教色彩已经逐渐消失，并在“世俗的”词义之上衍生出“亵渎

的”之意。 

profane：[prə'feɪn] adj.亵渎的，世俗的 vt.亵渎，玷污 

204. sacrilege：盗窃神殿圣物的行为 

古代罗马人对待神灵十分虔诚，用最好的材料为神灵修筑神殿，使用各种贵重的祭祀用

品，为神灵供奉各种食品。因此，这些宗教场所里积累了很多财富，很多盗贼都喜欢对宗教

场所下手，一些穷人也会在难耐饥饿时盗窃供奉给神灵的食品。因此，古罗马设置了严酷律

法来惩罚这种盗窃圣物的行为。这种行为在拉丁语被称为 sacrilegium，由 sacrum（神圣之

物）+legere（拿、取）构成，字面意思就是“盗窃圣物”，引申为“亵渎神灵”。英语单词

sacrilege 就来自拉丁语 sacrilegium，表示“亵渎神灵”，还可以比喻其他各种亵渎行为。 

sacrilege：['sækrɪlɪdʒ] n.冒渎，亵渎，亵渎神灵，亵渎圣物，悖理逆天的行为 

sacrilegious：['sækrɪlɪdʒ] adj.冒渎的，亵渎的，该遭天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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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rilegiously：adv.冒渎地，亵渎地 

205. victim：被作为祭品杀死的人或动物 

在古代社会，很多地方都有“血祭”的宗教习俗，即将活人或动物当场杀死，作为祭品

奉献给神灵。被杀死的活人通常是战争中捕获的俘虏。在拉丁语中，这种被作为祭品杀死的

人或动物被称为 victima。该词 15 世纪进入英语后，拼写改为 victim。17 世纪后，词义演变

为“受害人、被折磨者”；18 世纪后，增加了“被压迫者”的含义。 

victim：['vɪktɪm] n.受害人，牺牲品 

（二） 犹太教和基督教 

206. adv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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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enture：[əd'ventʃə] n.冒险，冒险精神，投机活动 v.冒险 

207. aby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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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

“无底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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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路西法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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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反叛天使都被除名，蜕变为丑恶形象，只有路西法依然保持六翼天使的光辉形象。被打入

无底洞的路西法就是后来的撒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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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中，八大地狱中的第八个地狱叫做“阿鼻地狱”，“阿鼻”的意思是

“无间”，表示在该地狱中要承受永恒的痛苦，从不间断。abyss 的发音与“阿鼻”很接近，

一个表示基督教中的“无底地狱”，一个表示佛教中的“无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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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agenda：信徒应当去做的事情 

英语单词 agenda（议程）来自拉丁语，意思是“待办之事”，由词根 ag-（做）+后缀-enda

（应…之事），同源词有 agency（代理）、agent（代理人）。进入英语后，agenda 最初用于宗

教领域，是一个宗教术语，表示“信徒应当去做的事”，即“教规”，包括祈祷、斋戒、朝

拜等。与它对应的是单词 credenda（教条），表示“信徒应当相信的事”。19 世纪 80 年代

后，agenda 开始用来表示会议中待讨论的议题或待进行的事项，即所谓的“议程”。现在

既可表示会议议程，也可表示日常工作中的待办事项。 

agenda：[ə'dʒendə] n.议程，待办事项 

agent：['edʒənt] n.代理人，代理商 adj.代理的 

agency：['e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credenda：[kri'dendə] n.信条，教条 

209. anathema：上帝憎恶的当灭之物 

英语单词 anathema 来自希腊语 anathema，由 ana（up）+thema（to put, to place）构成，

字面意思就是“上交给上帝（由其处置）”。这个希腊语实际上是古代希腊人在翻译希伯来

语的《旧约》时对希伯来语 herem（或 cherem）的翻译。herem 在希伯来语中最早指不符合

犹太教信仰、上帝憎恶的“当灭之物”，如异教徒用来崇拜其他神灵的建筑、器具，以及其

他与犹太教义不符的财物。犹太人打败异教徒后捕获的这些物品不可拿回家私自享用，而应

该献给上帝，由上帝来处置。“献给上帝”的方式一般是烧掉或砸碎。与 herem 对应的希腊

语 anathema 也就含有“上帝憎恶之物、异教徒所用之物”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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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领域，anathema 表示一种非常严格的惩罚“革出教门”，仅仅适用于严重违反

教规的信徒，相当于宣布该人是“上帝憎恶之物”。在日常生活中，anathema 表示“非常

讨厌的人或物”。 

anathema：[ə'næθəmə] n.咒逐，革出教门；被诅咒者，非常讨厌的人或物 

210. ang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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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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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都有使者这一概念，在中文中翻译为天使。在最初的

犹太宗教中，天使是圣经中所提到的一种大能的灵体生物，由上帝耶和华所造，具有自由意

志，故有反抗上帝而被打入地狱的“堕落天使”。《圣经》和《古兰》都认为天使是没有实

体的灵体。在艺术作品中天使有时是人形，身上发光，头顶有光环，有的长有翅膀。 

天使会保护圣徒和善人，也会根据上帝的指令，严厉惩罚恶人，如毁灭罪恶之城所多玛,

蛾摩拉，一夜之间杀死十八万五千亚述人士兵、令所有埃及人的头一胎婴儿和家畜死亡等。 

angel： ['eɪndʒ(ə)l]n.天使，守护神。 

211. anoint：犹太人的膏立习俗 

英语单词 anoint 来自古法语 enoint，是 enoindre 的过去式，其本意是指用油脂涂抹，用

于医疗保健领域。但由于犹太人的一种“膏立”宗教习俗，该词产生了一种宗教含义。所谓

“膏立”（anoint），就是以膏油涂抹，以示受命于神。在犹太人中，国王、祭司等职位要经

过“膏立”仪式才能就任；宗教器具要经过“膏立”后才能使用。犹太人的第一个国王扫罗

就是由先知撒母耳膏立的。由于犹太人的这种“膏立”习俗，原本仅仅表示用于医疗保健领

域的单词 anoint 从此有了特殊的宗教含义，表示通过涂抹膏油以册封为王、祭司等。 

anoint：[ə'nɒɪnt] vt.膏立，给……涂油使神圣化 

the anointed：受膏者 

the Anointed：救世主，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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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anthem：唱诗班应答轮唱的圣歌 

anthem 最初是教堂里应答轮唱的圣歌。它和单词 antiphon（轮流吟唱的歌）一样都来自

希腊语 antiphona。词根 anti 表示“against”或“in return”，phona 是 phone 的变形，表示

“sound”。这个词几经周折，最后演变成英语中的 anthem，前三个字母 ant 还能依稀辨别

出 anti（in return）的痕迹。 

anthem 原本是教堂尤其是英格兰教堂在宗教仪式中所唱的圣歌，由唱诗班而不是会众

来合唱。而在现代，anthem 一词已经超越宗教领域，用来表示那种用于庆祝或为特定群体

而作的歌曲，如 national anthem 就是“国歌”、 sports anthem（体育圣歌）就是大型体育赛

会中所用的歌曲，如 We Are the Champions（我们是冠军）就是一首非常出名的体育圣歌。 

anthem： ['ænθəm] n.赞美诗，圣歌 v.唱赞美诗，唱赞歌。 

antiphon： ['æntɪf(ə)n] n.轮流吟唱的歌，对唱的圣歌 

213. apocalypse：圣经中的“天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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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o（away，off）+kalyptein

（cover）构成，意思就是“revelation”（启示，揭示）。 

apocalypse：[ə'pɒkəlɪps] n.启示，天启 

apocalyptic：[ə'pɑkə'lɪptɪk] adj.启示录的，天启的 

214. apocrypha：圣经中的“伪经” 

《圣经·旧约》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著作，是用犹太人所使用的希伯来文字编写的。

基督教传到欧洲后，这部经典著作也被翻译成欧洲语言版本，先后出现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

版本。但是，在这两个版本中，却增加了一些不是从希伯来语翻译过来的内容，而是用希腊

文和拉丁文直接编写的内容，如《禧年书》、《所罗门诗篇》、《以诺书》等。后世的人们对这

部分内容的作者和权威性存有疑问，因此在后续版本中没有将这些内容收录至《圣经》正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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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为作者和权威性存疑而未被收录至《圣经》正册的基督教著作就被称为 apocrypha，

由 apo（away）+ kryptein（to hide）构成，字面意思就是“暗藏的、隐晦的、不公开的”，

表示这部分内容没有得到确认，不适合公布。 

apocrypha：[ə'pɒkrɪfə] n.伪经、旁经，作者（或真实性、权威性）可疑的著作 

apocryphal：[ə'pɒkrɪf(ə)l] adj.伪的，可疑的 

215. apostate：基督教中的叛教者 

英语单词 apostate 原是一个基督教中的专用名词，用来表示曾经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

会，但后来背弃信仰的叛教者。它来自希腊语 apostenai，由 apo（away from）+stenai（stand）

构成，字面意思就是“站到一边，远离”。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 apostate 是古罗马皇帝尤利

安（Julia）。他是君士坦丁王朝的罗马皇帝，361 年-363 年在位。 

公元 313 年，罗马帝国的两位统治者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在米兰联名签署了著名的《米兰

敕令》，宣布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从此以后基督教会获得了官方名义上的承认，迅速发展，

君士坦丁大帝更是受洗礼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基督教皇帝。然而等到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儿尤

利安上台时，基督教的迅猛发展受到重挫。 

尤利安出生就受洗，在严格基督教教育下长大，但后来却转向希腊罗马的传统多神信仰。

他师承于新柏拉图主义，支持宗教信仰自由，反对将基督教信仰视为国教。他上台后就实行

反大公教会政策，大力扶助多神教以及犹太教和基督教异端，大肆攻击正统派基督教，导致

基督教教堂被焚毁和抢劫，基督徒被赶出军队和学校，朱利安本人还写书攻击基督教，意欲

改变自君士坦丁大帝以来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独尊地位。这便是四世纪异教在罗马的复兴运

动。因此尤利安被基督教会称为“背教者尤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 

现在，单词 apostate 的宗教色彩已经淡化，可以用来泛指一切背弃信仰的人。 

apostate：['æpəsteɪt] n.变节者、脱党者、叛教者 adj.变节的、脱党的、叛教的 

apostasy：[ə'pɒstəsɪ] n.变节、脱党、叛教 

216. apostle：传播福音的使徒 

耶稣创立基督教后，从追随者中挑选了一些人作为自己的门徒和传教助手。耶稣殉难后，

他的门徒们继承了耶稣的衣钵，背井离乡，分散到各地传播基督教福音。尤其是外邦人保罗

加入后，基督教向外邦人敞开了大门，允许外邦人加入且无需承认犹太教的教义、无需行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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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割礼。自此，基督教脱离了原来所依附的犹太教，开始自立门户，最终成为了世界三大宗

教之一。最早传播福音的首批信徒为基督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大部分人都在传

播福音的过程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基督教中，这些首批传道者被称为 apostle（使徒），

该词来自希腊语 apostolos（使者），由 apo（away from，远离）+ stellein（send，差遣）构

成，字面意思就是“受差遣者、使者”。 

《圣经》中记载十二使徒是彼得、安德烈、西庇太之子雅各、约翰、腓力、巴多罗买、

多马、马太、亚勒腓之子雅各、达太、西门和犹大。犹大因出卖耶稣后自尽，补选马提亚为

使徒。保罗则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 

apostle：[ə'pɒs(ə)l] n.使徒，最初的传道者 

217. apparition：基督的“显现” 

英语单词 apparition 来自拉丁语 apparitionem，是动词 apparere（appear，显现）的过去

分词动名词形式，本意就是“显现”。这个词最初用于宗教场合，表示“基督显现”，即耶稣

基督以婴儿的形态诞生。据《圣经·新约》记载，耶稣诞生时，东方三博士在观星时发现异

象，便一路向西前来拜见“犹太人的王”，最后见到了刚出世的耶稣，向他献上了三件宝物

为礼。为了纪念耶稣基督的显现，基督教徒将耶稣诞生之日定为“主显节”（Epiphany）。单

词 epiphany 的本意和 apparition 一样，都表示“基督显现”，但常常用来表示“主显节”。而

apparition 一词的宗教色彩逐渐消退，常常用来表示幽灵鬼怪的显现。 

apparition：[,æpə'rɪʃən] n.幽灵，幻影，离奇出现的东西 

epiphany：[ɪ'pɪfəni] n.主显节，显现 

218. Armageddon：世界末日的决战场 

在《圣经》的“启示录”中提到，世界末日来临之时，以上帝为代表的善和以撒旦代表

的恶两股势力将在一个叫做 Armageddon（哈米吉多顿）的地方展开决战。Armageddon 这个

词来自于希伯来语中一座名为“米吉多”的山（Megiddo，位于现今的以色列）。哈米吉多

顿的发音来自希腊语 Ἁρμαγεδών（/harmagedōn/），然而在英语中省略了词首的气音而变成

Armageddon。根据《圣经》记载，上帝会在此击败魔鬼和“天下众王”。现在，Armageddon

已引申出“伤亡惨重的战役”、“毁灭世界的大灾难”、“世界末日”等涵意。 

Armageddon：[,a:mə'gedn] n.大决战，末日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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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atone：与上帝保持和谐一致 

atone 本来是 at one 的缩写，是“归一，与……保持一致”的意思。基督教中，牧师布

道时经常要求教徒“to be at one with God”，意思是与上帝保持和谐一致。按照基督教的教

义，上帝与人类在生命和利益上原本是完美和谐的。但是，由于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违反上

帝的禁令，偷吃禁果，犯下“原罪”，因此，上帝与人类产生了隔阂和疏远。因此，基督教

徒要想与上帝重归于好，就必须进行赎罪，以扫清和解的阻碍。所以，单词 atone 一词逐渐

演变为“赎罪、弥补”之意。 

atone： [ə'təʊn] v.赎罪，弥补，偿还 

atonement： [ə'təʊnm(ə)nt] n.赎罪，补偿，弥补 

220. awe：对上帝的敬畏 

英语单词 awe 来自原始日耳曼语，原本只含有“畏惧”之意。基督教传入英国后，在

《圣经》中多次使用 awe 一词来表示基督教徒对上帝的“既崇拜又害怕”的混合情感，awe

才逐渐发展出“敬畏”的含义。 

awe：[ɔː] n.敬畏 vt.使敬畏 

awful：['ɔːfʊl] adj.令人敬畏的，可怕的，极坏的 

awesome：['ɔsəm] adj.令人敬畏的，使人畏惧的，可怕的，极好的 

221. bead：中世纪时基督教徒祈祷所用的念珠 

英语中，单词 bead 一般译为“珠子”，但单词 beadsman 指的却是“乞丐，祈祷者”。

这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原来，单词 bead 的本意就是“祈祷”，与单词 bid（吩咐、出价）同

源。单词 bead 的含义从“祈祷”转变为“珠子”与中世纪时基督教徒的念珠祈祷法有关。

所谓念珠祈祷法，是指在祈祷时用念珠在计算次数，每祈祷一次就拨动一粒念珠。在很多宗

教中都可以见到这种祈祷方法，如佛教中的佛珠。正因为受这种念珠祈祷法的影响，单词

bead 的含义从“祈祷”慢慢转变为“祈祷时所用的念珠”，进而泛化为一般的珠子，甚至

是水滴。在现代英语中，bead 的原意“祈祷”已经不见踪影，但在单词 beadsman 中依然保

留。beadsman 指的是受雇为人祈祷的人，通常是乞丐。 

bead： [biːd] n.珠子，念珠，滴 vt.用珠子装饰 vi.变成珠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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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dsman：['biːdzmən] n.祈祷者，乞丐，受雇祈祷者 

222. beggar：中世纪的半世俗宗教团体贝格德 

英语中表示乞讨的单词是 beg，那么，表示“乞丐”的单词是什么呢？很多人以为是

begger，其实应该是 beggar。为什么是 beggar 而不是 begger 呢？原来，英语单词 beggar 并

不是由 beg 衍生的，恰恰相反，单词 beg 才是由 beggar 反向衍生的。单词 beggar 源自中世

纪时期流行于北欧低地国家如荷兰、比利时的一个半世俗宗教团体贝格德 Beghard。他们由

男性基督教徒构成，是介于僧侣和世俗信徒之间的一种修行团体。他们放弃私人财产，群居

在修道院中，但可以随时还俗。Beghard 的成员在古法语单词被称作 begart。他们很多人就

像中国的僧尼那样到处托钵化缘为生，很多真正的乞丐也会冒充 begart。久而久之，人们就

把 begart和乞丐划上了等号。英语单词 beggar就来源于古法语 begart，已经丧失了初始含义，

变成了“乞丐”的意思。 

beggar： ['begə] n.乞丐，乞讨者 

beg： [beg] v.乞求，乞讨 

223. bishop 和 pastor：人类灵魂的看护和牧人 

基督教中，“主教”称为 bishop，普通教士称为 pastor，这两个称谓都具有特定含义。

bishop（主教）来自希腊语 episkopos，本意为“看守、监督人”，由 epi（over）+skopos（看

守、守护）组成。episkopos 原本并非宗教职务的称谓，而是世俗政府中的一种职位。基督

教神职人员以“人类灵魂的看护者”自居，因此便以 episkopos 作为高级神职人员的称呼。

进入英语后，被英国人掐头去尾，拼写变成了 bisceop，后来又变成 bishop。 

pastor 本意是“牧人，牧羊人”，与 pasture（牧场，草场）同源。在基督教经典著作中，

常将信徒比喻为羊群，将基督比喻为看管、引导羊群的牧人。如：“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

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赛 40:9-11）“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诗 23:1）“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结 34:23）因此，在信徒中传播教义

的教士们也以牧人自居，称为 pastor（牧师）。 

bishop： ['bɪʃəp] n.主教 

pastor：['pɑːstə] n.牧师，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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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cardinal：穿红衣戴红帽的枢机主教 

英语单词 cardinal 在辞典中有两个含义：1、鲜红色，2、主要的。这两个在中文中毫不

相关的含义怎么会聚集在同一个单词上呢？原来，cardinal 一词来自拉丁语 cardinalis，表示

“主要的，首要的”，由拉丁语 cardo（门枢、门铰）衍生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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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ator）。枢机由教宗亲自册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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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出任枢机者包括平信徒、执事、司

铎和主教。然而，1917 年颁布的天主教法典规定，枢机候任者必须至少为司铎。教宗若望

二十三世于 1962 年更规定，凡擢升为枢机者，如果是司铎，应擢升为主教。 

由于枢机主教一般都身穿红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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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dinal：['kɑːd(ɪ)n(ə)l] adj.主要的，基本的，红色的 n.枢机主教，红衣主教，红色 

225. Christmas（圣诞节）的由来 

在英语中，圣诞节是 Christmas，它是 Christ’s Mass（基督的弥撒）的缩写。圣诞节产生

于 4 世纪后期。在 4 世纪初，罗马帝国东部的基督教会选择每年的 1 月 6 日作为纪念基督降

生和受洗的双重节日，称为“主显节”（Epiphany）。一般认为 12 月 25 日作为圣诞节可能

开始于公元 336 年的罗马教会，约在公元 375 年传到小亚细亚的安提阿，公元 430 年传到埃

及的亚历山大里亚，那路撒冷的教会接受得最晚，而亚美尼亚的教会则仍然坚持 1 月 6 日主

显节是耶稣的诞辰。 

12 月 25 日本是一个异教徒节日，是波斯太阳神密特拉（Mithra）的诞辰和罗马历书的

冬至节，崇拜太阳神的异教徒把这一天当作春天的希望、万物复苏的开始。罗马教会选择这

一天作为圣诞节是为了把异教徒的风俗习惯基督教化。后来，虽然大多数教会都接受 12 月

25 日为圣诞节，但因各地教会使用的历书不同，具体日期不能统一，于是就把 12 月 24 日

到第二年的 1 月 6 日定为圣诞节节期（Christmas Tide），各地教会可以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在

这段节期之内庆祝圣诞节。大多数教会和基督教徒都选择在 12 月 25 日过圣诞节，但也有例

外，如在亚美尼亚人们坚持在 1 月 6 日过圣诞节；而在菲律宾，人们则享有世界上最长的圣

诞季——从 12 月 16 日直到次年的 1 月 6 日。 

教会在每年 12 月 24 日的之夜即 25 日凌晨举行子夜弥撒，庆祝耶稣诞生，该子夜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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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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梵蒂冈，每年的圣诞节前夕，教皇本人会亲自在圣彼得大教堂主持子夜弥撒。25 日

零时，号角手将吹响喇叭，在教堂里聚集的各国信徒眼眶里含着热泪，以各自的语言唱出悠

扬的“平安夜”为世界祈祷。 

Christmas：['krɪsməs] n.圣诞节 

226. carnival（狂欢节）的由来 

“狂欢节”在英语中为 carnival，来自拉丁文 carne vale，等于英语中的“flesh, farewell!”

（肉，再见！），所以依其本意应译为“谢肉节”。根据基督教的教义，基督复活节前 40 天

是一个为期 40 天的大斋期，即四旬斋（lent）。斋期里，人们禁止娱乐，禁食肉食，反省、

忏悔以纪念复活节前 3 天遭难的耶稣，生活肃穆沉闷。因此，在四旬斋开始前三天，人们便

抓紧时间开始纵情吃喝玩乐。一些主张宗教改革的人如新教徒便借此举办各种狂欢活动，挑

战天主教的权威。荷兰画家 Pieter Bruegel 的名画《狂欢者与斋戒者的斗争》（Fight Between 

Carnival and Lent）便反映了两教派之间的斗争。 

 

名画《狂欢者与斋戒者的斗争》 作者：Pieter Bru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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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再过三天就要跟肉食说拜拜了，这三天故此得名 carnival（谢肉节）。久而久之，纵

情狂欢的 carnival 倒成了一个盛大节日，而四旬斋却逐渐被人遗忘。 

carnival 的前半部分是词根 carn-，表示“肉”。该词根衍生众多与“肉”有关的单词。 

carnal：['kɑːn(ə)l] adj.肉体的，性欲的 

carnival：['kɑːnɪv(ə)l] n.狂欢节，嘉年华，饮宴狂欢 

carnivore： ['kɑːnɪvɔː] n.食肉动物，食虫植物 

carnivorous：[kɑː'nɪv(ə)rəs] adj.食肉的，肉食性的 

carcass： ['kɑrkəs] n.（人或动物的）尸体，残骸；（除脏去头备食用的）畜体 

reincarnate： [,riːɪn'kɑːneɪt] vt.使转世化身 adj.转世化身的。记：re 再次+in 进入+carn 肉

体+ate 动词后缀 

227. Cathedral：主教驻扎的大教堂 

单词 Cathedral 常常被翻译为“大教堂”，很容易让人误解为“规模较大的教堂”。实

际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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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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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堂更加宏美壮观。该单词源自希腊语 kathedra（座位），经拉丁语进入英语后写作 cathedra，

最初专指主教的“宝座”。由于主教的“宝座”通常设在教区中最主要的教堂里，于是这种

教堂就被人们叫作 cathedral。 

cathedral： [kə'θiːdr(ə)l] n.大教堂，主教座堂 

228. Orthodox（东正教）和 Catholic（天主教）的由来 

公元 1054 年，基督教分裂成东西两个教会。双方都认为自己的教会才是由基督/宗徒使

徒所开创的正宗教会，并且都不让对方拥有这头衔。东部教会自称为“东正教”（Easter 

Orthodox Church），其中的 orthodox 是“正统”的含义，他们认为东正教会保留了最原始的

教导和崇敬的教会传统。东正教标榜“正统性”（orthodox），所以相对保守，如严格遵守

不进行偶像崇拜的传统，教堂内外都没有立体塑像，宗教仪式更加复杂和神秘。 

英语词根 ortho 表示“正的”，与此相反的词根是 hetero，表示“不正”。 

以罗马为中心的西部教会自称为“罗马公教会”(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其中的

catholic 是“普遍的，一般的”的意思，表示他们才是惟一真正的普世教会。罗马公教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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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世纪传入中国后，因其信徒将所崇奉的神称为"天主"，因而在中国被称为天主教。 

天主教标榜“普世性”（catholic），所以宗教仪式相对简单，入教门槛较低，教众规模

和分布范围远远超过东正教。 

orthodox： ['ɔːθədɒks]adj.正统的，传统的，惯常的，东正教的 n.正统的人，东正教 

orthopedics：[,ɔ:θə'pi:dɪks]n.矫形术 

heterodox：['het(ə)rə(ʊ)dɒks] adj.异端的 

orthography：[ɔː'θɒgrəfɪ] n.正确拼字，正字法 

catholic： ['kæθlɪk] adj.普遍的，天主教的 n.天主教，天主教徒 

catholicism：[kə'θɔlisizəm]n.天主教，天主教义 

catholicon： [kə'θɒlɪkən]n.灵丹妙药，万灵药 

229. chapel：供奉圣徒马丁斗篷的礼拜堂 

四世纪时，在法兰西的都尔市（Tours）里有一位名叫马丁的基督教僧侣。他原本是一

名罗马士兵，后来受洗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据说他为人友善，生活俭朴。 最著名

的传奇是说他有次在途中遭遇暴风雪，见到一位生命垂危的乞丐，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斗

篷撕成两半，以救助这位即将死于饥寒的乞丐。他死后被基督教会封为圣徒，他的斗篷被法

兰克的国王们作为圣物世代相传，安放在国王用来做礼拜的小礼堂，这座小礼堂也用“斗篷”

（cappella）来命名，叫作 chapele，进入英语后写作 chapel。chapel 一般被译为“小教堂”

或“礼拜堂”，通常指学校、医院等大型建筑中专门用于礼拜的附属建筑，在 chapel 工作的

教士就叫做 chaplain，后来泛指“专职教士”。 

在欧洲，每年的 11 月 11 日是“圣马丁节”（St. Martin's Day），以此纪念圣徒马丁。在

圣马丁节那天，人们会吃烧鹅，化装上街游行，并唱有关圣马丁的歌。烧鹅是圣马丁的传统

菜。有关这道菜的起源有几个说法。其一是人们推举马丁担任图尔的主教，但马丁深知主教

一职责任重大，因此不愿担当此职。有一次他躲到鹅圈里，结果因为鹅嘎嘎叫个不停，人们

还是找到了马丁，而他不得不违心地接受了主教之职。第二个说法是，有一群鹅摇摇晃晃地

在教堂里走来走去，并且在马丁的讲稿边睡了一夜。有人就把它们拿来煮了吃。以后就延续

成了今天的习俗。 

chapel： ['tʃæp(ə)l] n.小教堂，小礼拜堂 

chaplain：n. 牧师；专职教士，小教堂教士 

http://baike.baidu.com/view/590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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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charisma：神授的非凡才能 

英语单词 charisma 本是一个基督教专用术语，指某些基督徒因为蒙受神恩而被赋予的

一种天赋，如医治病人、说各种方言、展现神迹等，出于《圣经·新约》的《哥林多前书》。

古时人们对一些基督徒身上展现出来的异于常人的才能感到不可思议，因此解释为神的恩惠。 

20 世纪初，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将该词引入社会学领域，提出了“魅力型领导

理论”，指领导者利用其自身的魅力（charisma）鼓励追随者并作出重大组织变革的一种领

导理论。在这里，charisma 指的是领导者对下属的一种天然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因

此，charisma 一词超越神学界，在社会中得到广泛应用，常常用来形容某些人尤其是国家领

袖身上的那种非凡魅力。 

charisma： [kə'rɪzmə] n.领袖气质，非凡魅力，非凡的领导力 

231. charity：基督徒的同胞之爱 

与犹太教强调“敬畏上帝”的信仰不同，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仁爱”。在犹太教圣典

《旧约》中以“严父”形象出现的“上帝”，在基督教圣典《新约》中变成了一个“慈父”。

出于对人类的爱，上帝不惜献出自己的独子耶稣来为人类赎罪。因此，作为一个基督徒，要

坚守的首要信仰就是对人类同胞的爱。 

公元四世纪，圣·罗姆（St. Jerome）在将《新约》从希腊语翻译为拉丁语。在翻译希腊

版《新约》中的 agape（爱）一词时，他没有将其翻译为拉丁语中常用来表示“爱”的 amor，

因为 amor 表达的是“世俗情爱”，而无法表达出上帝对人类、基督徒对同胞的爱。因此，

他最后选择了拉丁语 caritatem 一词。caritatem 是动词 caritas 的名词形式，而后者是“珍惜、

重视、钟爱”的意思，源自形容词 carus（亲爱的，宝贵的），同源的单词还有 cherish（珍爱）、

caress（爱抚）等。 

英语单词 charity 就源自拉丁语 caritatem。由于《新约》的影响，该词含有浓厚的宗教

色彩，表示上帝对人类、基督徒对同胞的爱，与性无关的爱，可译为“博爱”。基督徒在举

行各种募捐慈善活动时，通常以此为由。因此，charity 又衍生出“慈善、施舍”之意。 

charity： ['tʃærɪtɪ] n.慈善，施舍，慈善团体，宽容，博爱 

cherish：['tʃɛrɪʃ] vt. 珍爱 vt. 怀有（感情等）；抱有（希望等） 

caress：[kə'rɛs] vt. 爱抚，抚抱 n. 爱抚，拥抱；接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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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cherub（基路伯）形象的变迁 

英语单词 cherub 来自希伯来语 kerubh，本指圣经中的超自然生物，是上帝的侍者，中

文中译为“基路伯”或“基路冰”等。在犹太教和中东古文化中，基路伯是“神的坐骑”，

长有人脸和翅膀，身体像牛或狮。在基督教中，基路伯是处于第二级别的“智天使”，地位

低于第一级别的“炽天使”（六翼天使）。《旧约》中记录道，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后，上帝

将其逐出伊甸园，并派基路伯手持火焰之剑守卫着“生命之树”，禁止人类靠近它。 

《旧约·以西结书》对基路伯的容貌进行了较多描绘。按照《以西结书》的描述，基路

伯长有四张脸，分别是人脸、狮脸、公牛脸和鹰脸。另外，他还长有两对翅膀。直到此时，

基路伯的形象还是怪物，跟我们印象中的“可爱天使”丝毫沾不上边。 

到了文艺复兴期间，在艺术大师的画笔下，基路伯通常被描绘为长有翅膀、脸蛋红扑扑

的儿童形象。例如，在拉斐尔的名画《西斯廷圣母》中，画面最下面的两个长翅膀的小天使

其实是两个基路伯。受此影响，在现代英语中，cherub（基路伯）一词现在常被用来比喻天

真可爱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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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画《西斯廷圣母》 作者：拉斐尔 

cherub：['tʃerəb] n.胖娃娃，天真可爱的儿童，小天使，基路伯，基路冰 

cherubic：[tʃɛ'rʊbɪk] adj. 可爱的；天使的；无邪的 

233. Christ：基督教中的“救世主” 

英语单词 Christ（基督）源自希腊单词 khristos，是对希伯来语 mashiah（弥赛亚）的意

译。希伯来语 mashiah 的字面意思就是 the anointed（被膏立者），大写的 Mashiah 用来特指

上帝指派的救世主。从 Mashiah 经过希腊语、拉丁语直接产生了英语单词 Messiah（弥赛亚，

救世主），而对 mashiah 的意译则产生了英语单词 Christ（基督），其实它们同源同意，只是

经历了不同的演变路径而已。不过，Christ 现在是基督教的专用名词，专指耶稣（Jesus），

因为基督教相信他就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被上帝派来为世人赎罪的。而犹太教并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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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耶稣是弥赛亚。相反，他们对自称“弥赛亚”的耶稣相当愤怒，认为是对上帝的亵渎。尤

其是犹太教中掌权的祭司们，担心耶稣会夺走他们的领导权，因此他们煽动愚昧的犹太暴民，

向当时统治耶路撒冷的罗马总督施加压力，逼着他处死了耶稣。从此以后，基督教就和犹太

教结下了梁子，犹太人成了基督教徒心目中杀害耶稣的罪人，这就是基督教世界反犹太人思

想的主要原因。 

信仰基督的人在英语中称为 Christian（基督徒），而他们的宗教就是 Christianity（基督

教）。 

Christ：[kraɪst] n.基督，救世主，耶稣 

Messiah：[mə'saɪə] n.弥赛亚，救世主 

Christian：['krɪstʃən] n. 基督徒，信徒 adj. 基督教的；信基督教的 

Christianity：[,kristi'ænəti] n.基督教；基督教精神，基督教教义 

234. confessor：基督教中的“宣信者”和“忏悔者” 

英语单词 confess 是（忏悔、坦白）的意思，那 confessor 是什么意思呢？人们最先想到

的往往是“忏悔者”的意思。然而，除此以外，confessor 还有“因公开宗教信仰而受迫害

的教徒”以及“听取忏悔的神父”的意思。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得从基督教的发展历史说起。 

公元 303 年，罗马皇帝颁布法令，宣布剥夺基督教徒的法律权利，强迫基督教徒遵从罗

马传统宗教信仰，这是基督教遭受到的最严重的也是最后一次迫害，称为“大迫害”。在这

一时期，有很多意志薄弱的基督教徒在罗马帝国的淫威下宣布放弃基督教信仰，但依然有一

些意志坚定的基督教徒，面对危险公开承认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为此遭受罗马帝国的严酷迫

害。那些被迫害至死的被称为“martyr”（烈士、殉道者），而那些侥幸活下来的则被称为

“confessor”（宣信者）。在这里，confess 一词应取其初始含义“坦白”而不是衍生的“忏

悔”之意。 

“大迫害”结束后，基督教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一些原本放弃基督教信仰的人希望

能重返基督教会，因此他们前往教会，向那些坚持宗教信仰的“宣信者”（confessor）承认

自己的错误，表达忏悔之意，希望能取得他们的原谅。因此，confessor 一词又可以表示听

取别人忏悔的神父、倾听者。并且，虽然很少见，作忏悔的人也可以称为 confessor。这就

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教堂的忏悔室里，作忏悔的人和听取忏悔的人都可以称为

con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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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世纪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因为对基督教无比虔诚，曾经捐款修建了威斯特敏斯特

大教堂，死后被罗马教皇封为圣徒，被世人称为“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 

confess： [kən'fes] v.承认，坦白，供认，忏悔 

confession：[kən'feʃ(ə)n] n.表白，忏悔，告解，供认 

confessor：n.宣信者，听取忏悔的神父，倾听者，倾诉对象；忏悔者，告解者。 

235. demon 和 devil 的由来 

单词 demon（恶魔）源自希腊语 daimon，本意是“神灵、半神、守护神”，是基督教

传入希腊之前希腊人所崇拜的各种传统神灵。基督教在希腊兴起后，由于基督教是一神论，

除上帝外不承认其他任何神灵，因此希腊传统宗教所信奉的各种神灵就被剥夺了神的地位，

在希腊语版本的《圣经》中，daimon 被用来表示“异教神灵、不洁净的神灵”，从“神”

向“魔”转变。进入英语后，demon 的地位继续被贬低，被用来表示“恶魔”。 

英语单词 devil（魔鬼）的真正历史比所传 devil 乃 do-evil（作恶）之缩略的古老传说要

复杂得多。希伯来文的犹太教圣典《旧约》中的 Satan（撒旦）实际上是 devil 的前身，它的

意思是 adversary（敌手），即“上帝的敌手”。当希伯来文的《旧约》被译成希腊文时，译

者将 Satan（撒旦）翻译成了 diabolos 一词，后来演变为英语单词 devil。其实，diabolos 在

希腊文中原义是“诽谤者”，是圣经的影响才使它获得我们今天熟悉的词义“魔鬼”或“恶

魔”的。 

demon：['diːmən] n.恶魔，魔鬼，邪恶的事物 

devil：['dev(ə)l] n.魔鬼，撒旦，恶棍，淘气鬼 vt.虐待，折磨 

236. dirge：基督教丧礼上的挽歌 

根据基督教礼仪，当基督教徒去世后，将在教堂为期举行丧礼（Office of the Dead）。丧

礼通常包括若干次祷告，死者的亲朋好友在牧师的引导下一起诵念祷词或唱圣歌（antiphon）。

其中，最早的一次祷告称为“晨祷”（Matins 或 Office of Readings）。晨祷一般在拂晓时分进

行，所唱的第一首圣歌来源于《旧约·诗篇》中的一篇赞美诗，第一句话就是拉丁语“Dirige, 

Domine, Deus meus, in conspectu tuo viam meam”（主啊，我的上帝，您的目光引导我的道路）。

其中的第一个单词 dirige 就是“引导”的意思，是拉丁语 dirigere（引导）的祈使形态，与

英语单词 direct（引导）同源。因此，这一篇赞美诗就被称为 dirige，进入英语后拼写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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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dirge。由于它是用来哀悼死者的，所以 dirge 通常被译为“挽歌”。现在，dirge 一词可以

用来表示哀悼死者的任何哀歌或挽歌。 

dirge：[dɜːdʒ] n.挽歌，哀悼歌 

237. dispense：基督教会发放的特许状 

英语单词 dispense 来自拉丁语 dispensare，是 dispendere 的反复动词形式，由 dis（out）

和 pendere（称重）构成，字面意思就是“按重量分发”，因此英语单词 dispense 的本意就

是“分发、分配”，并由此派生出 dispenser（分配者、药剂师、自动售货机）和 dispensary

（药房、诊疗所、防治站）等单词。然而，在辞典中，dispense 还有另一个更加常用的词义，

即“豁免、免除”。这个词义是怎么产生的呢？原来，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中，教会和主教

有权分发一种特许状，拥有这种许可的人享有特权，可以做一些原本禁止做的事，或免做一

些原本必须要做的事。拉丁语 dispendere 常被用来表示这种特许状的分发。由于这种特许状

能够“豁免、免除”持有人罪过或责任的，因此 dispendere 一词也就衍生出“豁免、免除”

之意，源自该词的英语单词 dispense 自然也就继承了这一义项。 

dispense：[dɪ'spens] v.分发，分配；豁免，免除 

dispenser：[dɪ'spensə] n.分发者，分配者，药剂师，自动售货机 

dispensary：[dɪ'spens(ə)rɪ] n.药房、诊疗所、防治站（分发药品的地方） 

238. doom：上帝的末日审判 

英语单词 doom 来自古英语 dom，表示“判断、裁定、定罪”，同源单词有 deem（认为、

相信）。同源的还有后缀-dom，表示某种评价或裁定，如 wisdom（明智）、freedom（自由）。

基督教进入英国后，英国人就用 doomsday 表示基督教中上帝的“末日审判”，并常常简略

为 doom。因此 doom 一词衍生出“厄运、末日、命中注定的悲惨结局”等含义。 

doom：[duːm] n. 厄运，世界末日，命中注定的悲惨结局；判决 vt.判决，注定，使失败 

deem：[diːm] vt. 认为，视作；相信 vi. 认为，持某种看法；作某种评价 

doomsday：['duːmzdeɪ] n. 世界末日；最后的审判日 

239. gospel（福音）：极好的消息 

“福音”本是一个基督教的术语，指耶稣的言论及其门徒们传播的教义。在希腊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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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叫做 evangelion（拉丁化形式为 euangelium）。其中，ev（eu）是“好”的意思，如 eugenics

（优生学）、eulogize（赞美）、euphemism （委婉的词语）；angelion 是“消息”的意思，天

使 angel 与其同源。英语单词 evangel（福音、佳音）就源自希腊单词 evangelion。 

基督教传入罗马后，罗马人将希腊单词 evangelion 意译为 bona adnuntiatio（好消息）。

基督教传入英国后，英国人将拉丁文 bona adnuntiatio 意译为古英语单词 godspel，其中，god

等于 good（好），spel 等于 spell（消息、信息）。后来，godspel 中间的字母 g 被简略掉，拼

写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 gospel 形式。 

现在，gospel 一词已经逐渐走出宗教领域，应用于更多场景，用来表示任何主义、信条。 

gospel：['ɡɑspl] n.福音，真理，信条 adj.福音的，传播福音的 

evangel：[ɪ'væn(d)ʒel; -(d)ʒ(ə)l] n.福音，佳音 

240. gossip：爱八卦的教父母 

在基督教中有为孩子挑选教父母的习俗。男性为教父，女性为教母。教父母在孩子的洗

礼仪式中扮演作保的角色。婴儿或儿童受洗后，教父或教母会教导受洗者在宗教上的知识，

而如果教子女的双亲不幸死亡，教父母有责任去照顾教子。 

公元 14 世纪的时候，教父教母的英语表达是 god-sibb。god 意为“上帝”，sibb 意为“亲

戚”，字面意思就是“通过上帝结成的亲戚”。后来，god-sibb 逐渐演变成 gossip。由于孩

子的教父母和亲生父母通常是好朋友，在一起时难免闲聊一些知己话，因此，gossip 的含义

演变为“在一起闲聊的密友”。在 19 世纪的时候，gossip 的意思进一步演变，表示“闲话；

讲闲话；爱讲闲话的人”。 

gossip： ['gɒsɪp] n.传闻，绯闻，流言蜚语，八卦新闻；爱传播流言蜚语的人 vi.闲聊，

传播流言蜚语 

sibling：['sɪblɪŋ] n.兄弟姐妹，同胞 

241. hearse：教堂中悬于灵柩上方的耙形烛台 

英语单词 hearse（灵车）和单词 rehearse（排练）的后一部分完全相同，它们之间有什

么关联吗？没错，它们其实拥有相同的词源。单词 hearse 的词源是 herse，指的是农具耙子，

用作动词时表示用耙子耙地。所以 rehearse 的本意就是用耙子反复耙地，比喻反复练习、排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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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se 除了表示“耙子”外，还可以表示教堂中的一种灯具，用来安放蜡烛。由于插上

蜡烛后形状类似一把耙子，所以这种灯具也被称为 hearse。在教堂举行丧礼时，通常会把这

种耙形灯具放在灵柩的上方。所以 hearse 一词又衍生出“灵柩、灵车”的含义，原本表示

“耙子”、“耙形灯具”的含义反而被人淡忘了。 

hearse： [hɜːs] n.灵柩，灵车 

rehearse： [rɪ'hɜːs] vt.vi.排练，预演，演习 

rehearsal： [rɪ'hɜːs(ə)l] n.排练，预演，演习 

242. hermit：隐居荒漠的隐士 

英语单词 hermit（隐士）来自希腊语 eremites，字面意思就是“荒漠中的人”，与它同

源的单词有 eremite（隐士）。为什么隐士一定要隐居在荒漠中呢？原来，当隐修刚刚兴起之

时，最早的基督教隐修者都是在埃及和叙利亚的沙漠中进行隐修的。最有名的一个隐士叫做

圣安东尼。他是罗马帝国时期的埃及基督徒，基督徒隐修生活的先驱，也是沙漠教父的著名

领袖。 

圣安东尼首先在自家附近退隐达十五年之久，并向住在附近的隐士们学习如何善度隐修

的生活。当圣安东尼三十多岁时，便渡过尼罗河，到沙漠中一座庇斯比尔山上，住在一个荒

废多年的军用城堡中，追求祈祷和独修的生活。圣安东尼将自己锁在城堡中二十五年之久。

他的一位朋友每年两次把半年需用的面包送给他，因为当地天气干燥，面包不易变坏；此外，

城堡内有泉水源供应食水。二十五年后他的朋友们破门而入，进入城堡，见到圣安东尼的样

貌比二十五年前更平静而健康。当时跟随圣安东尼的群众效法他的榜样，也在庇斯比尔山附

近的山洞或小屋中独修，而圣安东尼则固定地予以会晤并指导，如此维持了五至六年。 

随后，圣安东尼退隐到尼罗河与红海间的克津山旷野，在那里度过他最后的 45 年半独

修生活。圣安东尼的隐修风范影响后代基督徒，包括奠定基督教教义的圣奥古斯丁。虽非首

位隐修士，然而他的榜样促使修道生活的兴盛，使后人尊称他为“修道运动之父”。 

hermit：['hɜːmɪt] n.隐士，隐修者，隐居者 

Hermitage：['hɜːmɪtɪdʒ] n.隐士生活，隐士住处 

eremite：['erɪmaɪt] n. 隐士；遁世修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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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limbo：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区域 

灵薄狱（limbo），意思是“地狱的边缘”，指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区域。根据一些罗马天

主教神学家解释，灵薄狱是用来安置耶稣基督出生前逝去的好人和耶稣基督出生后从未接触

过福音之逝者的地方。另外，灵薄狱还负责安置未受洗礼而夭折的婴儿灵魂（包括未成形的

胚胎，他们本身不可能犯罪，但却有与生俱来的原罪）。limbo 一词源来自拉丁语 limbus，

意思为边缘或界限。 

灵薄狱之说出自犹太教，是弥赛亚降生之前的众犹太教先知死后所处地方，他们在那里

等待救世主的救赎，但此说有别于古代犹太教所信仰的阴间。灵薄狱之说出自犹太教神学，

被视为异端邪说，曾经被排出天主教教义之中。后来天主教著名的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在著作

中又将此学说重新纳入神学。根据一些天主教神学家的解释，灵薄狱用来安置耶稣基督出生

前逝去的好人和耶稣基督出生后从未接触过福音之逝者，如未受洗礼即夭折的婴儿。但这学

说仍存有争议，不是天主教神学的正式教条。 

基督教新教则完全不接受灵薄狱的概念。新教认为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那一刻，已经替

人类赎去原罪的罪孽，以后出生的人类不再有与生俱来之原罪，而夭折的婴儿生前根本没有

机会犯罪，自然能以无罪之身进入天堂，所以没有加设灵薄狱的需要。 

在著名电影《盗梦空间》中，limbo 被译成了“迷失域”，指的是潜意识的边缘。在服

用超量安眠药而进入梦境时，如果死在梦境中就会由于药效作用醒不过来而进入弥留状态，

也就是所谓的迷失域。 

limbo： ['lɪmbəʊ] n. 灵薄狱，地狱边缘，迷失域 

244. martyr：坚守信仰而牺牲的殉道者 

英语单词 martyr 原本是一个宗教术语，指为了坚守信仰而牺牲的殉道者，被后人视为

英雄或圣徒而得到崇拜。martyr 一词的本意是 witness“证人”，指不惧危险、坚持为信仰

作证的人。在基督教中，耶稣基督就是第一位 martyr。后来，该术语也应用于世俗领域，用

来表示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献出生命的人，即所谓的“烈士”。 

martyr： ['mɑːtə] n.烈士，殉道者 vt.牺牲，折磨，杀害 

martyrdom： ['mɑːtədəm] n.殉道，殉难，殉教，牺牲，受苦 



英语词源故事集锦——钱磊博士编著 

                 新浪微博：weibo.com/qianlei888   昵称：钱博士趣味英语                145  

245. mission：基督教耶稣会派遣传道士四处传播福音 

16 世纪时，随着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殖民活动，欧洲基督教的耶稣会大规模派遣传教

士，漂洋过海到世界各地传播福音、建立基督教会和学校。耶稣会将这种派遣活动以及派出

去的团队称为 mission，它来自拉丁语 missionem，是动词 mittere 的过去分词的名词形式，

字面意思是“派遣”。因为这种派遣活动的目的是完成传播福音的使命，所以 mission 逐渐

衍生出“使命”的含义。用来表示团队时，除了表示传教团队外，还可以表示其他各种去远

处执行使命的团队，如外交团队、参加比赛或会议的代表团等。另外，接受 mission 的传教

士自然就被称为 missionary。 

mission：['mɪ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传教 vt.派遣，向……传教 

missionary：['mɪʃənɛri] adj. 传教的；传教士的 n. 传教士 

246. noon：最后一次日间祷告的时刻 

在古罗马，人们把白天分成 12 个小时，从早晨 6 点钟开始，记为零点，到傍晚 6 点整

结束，记为 12 点。基督教在罗马兴起后，基督徒每天都要祷告，一般祷告 7 次，其中白天

有 4 次，时间为早晨 6 点整、9 点整、12 点整和下午 3 点整，在拉丁语中管这四次日间祷告

时间分别叫做 Prime（初时）、Terce（三时）、Sext（六时）、Nona（九时），还可以分别用来

表示在这四个时间所做的祷告。拉丁语单词 nona（单数形式为 nonus）的本意是“第九”（ninth），

与英语单词 nine（九）同源，本来指的是古罗马时间的 9 点，即现代的下午 3 点整。英语单

词 noon 就来自拉丁语 Nona，原本指的也是下午 3 点整，后来为什么变成了中午 12 点整，

这其中缘故涉及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原来，基督教中有个为期 40 天的大斋节，用来纪念耶稣曾经在旷野中禁食 40 天。在大

斋节期间，基督教徒每天只能吃一餐素食，并且必须在白天四次祷告都做完以后才能进餐。

白天最后一次祷告的时间原本是下午 3 点整（noon\Nona），但很多人实在饿得不行，坚持不

到下午三点整。于是，在 12 世纪时，有人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那就是将白天的四

次祷告统统提前三个小时，凌晨 3 点钟就开始做白天的第一次祈祷（Prime），反正饿着肚子

也睡不着。这样，白天最后一次祷告（Nona）的时间就变成了中午 12 点，大家就可以在中

午 12 点吃饭了。 

虽然日间最后一次祷告的时间已经从下午 3 点整变成了中午 12 点整，但人们习惯上还

是将这个时间点称为 Nona（九时）。相应的，英语单词 noon 的概念也随之改变，从下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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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整变成了中午 12 点，后来又继续泛化，表示“中午”。 

noon： [nuːn] n.中午，正午，全盛期 

afternoon： [ɑːftə'nuːn] n.下午，午后 

247. office：教会提供的宗教服务或仪式 

英语单词 office 来自拉丁语 officium，由 opus（工作）和 facere（做）组成，字面意思

就是“做事、完成工作）。最初它主要应用于宗教领域，表示教会提供的各种宗教服务或仪

式，如礼拜、洗礼等。后来，该词的宗教色彩减弱，可用于世俗场合，表示“岗位”、“工作”。

16 世纪 60 年代时，该词才首次用来表示“工作的场所”，即“办公室”。 

office：['ɔfɪs]  n.办公室，营业处，政府机关 

248. parlor：修道院中接待访客或僧侣交谈的房间 

修道院是僧侣们修炼的地方，大部分地方都需要保持安静，以免影响僧侣的静修。只有

少数房间专门用来接待外来的访客或供僧侣们交谈所用。这种房间在古法语中被称为 parleor，

来自 parler（会谈）。英语单词 parlor 就来源于此，现在通常用来表示美容院、按摩院等地的

业务室。与它同源的单词是 parley（会谈）、parliament（国会）。 

parlor：['pɑrlɚ] n.客厅，会客室，业务室 

parley： ['pɑːlɪ] n.vt.会谈，谈判 

parliament：['pɑːləm(ə)nt] n.国会，议会 

249. patter：基督教拉丁语祈祷词的开头 

古代西方基督教徒使用拉丁语进行祈祷，祈祷词的第一句是“pater noster”（我们的圣

父）。当时懂拉丁语的人很少，大部分基督教徒在祈祷时，除了开始的“pater noster”外，

后面的估计都是在死记硬背下来的。因此人们就用“pater noster”表示这种不知所云的“祈

祷文”，比喻各种外行人听不懂、叽里咕噜的话，如魔术师的念念有词、黑话行话、喋喋不

休的唠叨等。该词进入英语后演变成 paternoster，后来又简化为 patter。 

patter：['pætə] v.喋喋不休的说，滴答的响，急速的说，发出急速轻拍声 n.行话，急速拍

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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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peal：教堂用来召唤信徒参加活动的钟声 

在基督教社会中，教堂会定期召开各种宗教活动。每当活动快开始时，教堂就会敲钟，

用钟声来通知信徒，召唤信徒参加活动。这种钟声在英语中被称为 peal，通常认为是来源于

单词 appeal（呼吁、请求），因为钟声是用来 appeal 信徒们来教堂的。 

peal：[piːl] n.钟声，钟乐，编钟，响亮持久的声音 vt.大声发出，使鸣响 vi.大声鸣响 

appeal：[ə'piːl] n.呼吁，恳求，吸引力，上诉 vi.呼吁，请求，上诉，求助，有吸引力 

251. pervert：从正确的信仰转向错误的信仰 

英语单词 pervert 原本是一个宗教术语，意思是“（使人）从正确的信仰转向错误的信

仰”。它由 per（away，离开）+vert（turn，转向）构成，字面意思就是“转向，偏离正确

方向”。现在该词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表示“反常、变态”，尤其用于表示“性变态”。 

pervert： [pə'vɜːt] vt.使堕落，使反常，滥用 n.堕落者，反常者，变态 

252. placebo：为死者所念诵的祷词 

在基督教中，当人去世后要在教堂举行葬礼，在葬礼上要为他念祷词。祷词的第一句是

“I will please the Lord in the land of the living”（我请求尘世之主）。在拉丁语中，该祷词的

第一个词是 placebo，等于英语中的“I will please”，词源与 please 相同。因此，人们就将

这段祷词称为 placebo。由于人们所念的祷词往往会有意美化死者，因此人们就把那种阿谀

奉承的话称为 placebo，将阿谀奉承称为 sing placebos。 

18 世纪的英国名医 William Cullen 大力宣扬“安慰疗法”，并用 placebo 来表示“安慰

剂”，即无特定疗效的方法或药物，仅仅用来舒缓患者情绪。现代医学已经证实安慰疗法的

有效性，尤其是针对某些特定的疾病，安慰剂/疗法能够快速治愈或至少能极大地缓解病人

的症状。从此后，安慰疗法得到广泛应用，而 placebo（安慰剂）这一术语也得到广泛应用。 

placebo：[plə'siːbəʊ] n.安慰剂，为死者念的祷词，阿谀奉承的话 

sing placebos：歌功颂德，阿谀奉承 

253. protestant：抗议罗马天主教的基督教新教派 

一五一七年九月四日，马丁·路德发表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同年十月三十一日马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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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在萨克森选侯教堂大门所张贴《有关赎罪券辩论之邀请》，反对买卖赎罪券，由此揭开了

欧洲宗教改革的序幕。改教开始之初，路德及其志友要求召开基督教大会来解决改革中的种

种问题，并得到了德国当局的赞同。1526 年帝国议会在斯拜尔（Speyer）举行，准许在基督

教大会召开前各地区政府可自主决定本区域所欲尊奉的教派。然而，1529 年，在神圣罗马

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影响下，帝国议会第二次会议取消了一五二六年的准许，议会中的路德

派对此决定提出抗议。那些在抗议文件上签名及拥护抗议文件的人就被称为“抗议者”

（Protestant）。后来，该词被用来泛指对罗马公教（即天主教）抱抗议态度的诸多新教派，

包括路德宗、加尔文宗、英国国教安立甘宗，统称为“新教”，又称作“抗罗宗”、“归正

教”“改革宗”。 

Protestant： ['prɒtɪstənt] n.新教，新教徒 adj.新教的，新教徒的 

254. purgatory：净化有罪灵魂的炼狱 

单词 purgatory（炼狱）原本是一个基督教的术语，指的是人死后，灵魂被“锤炼”、

“净化”的地方。单词 purgatory 来自 pure（纯净），字面意思就是“净化的场所”。 “炼

狱”在基督教大分裂中曾是引发分歧的教义之一。由于炼狱没有直接来自于《圣经》的根据，

故不被大多数东正教、基督新教和基督教系的新兴宗教所接纳，仅被天主教奉为信条。 

按照天主教的说法，人信仰基督后即可灵魂得救，死后升入天堂。但是，如果生前尚有

罪恶没有赎罪，或没有充分地悔罪，死后灵魂并不能马上升天，而是先要在炼狱中进行净化。

但丁在《神曲》中提到，炼狱共有 9 层，生前犯有罪过，但可以得到宽恕的灵魂，按人类的

七大罪过，分别在那里忏悔罪过，洗涤灵魂。 

在 1095 年时，教皇乌耳班二世曾为鼓励十字军的士兵，演说应许参加圣战的人可以减

少在炼狱中受苦的时间，而丧生者，更可不经炼狱直接进天堂。 

现在，purgatory 不仅表示“炼狱”，常常用来比喻磨炼、暂时的苦难。 

purgatory：['pɜːgət(ə)rɪ] n.炼狱；涤罪；暂时的苦难 adj.涤罪的 

255. renegade：改信伊斯兰教的西班牙基督教徒 

8 世纪时，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大肆扩张，沿着北非一路向西发展，从西班牙入

侵欧洲大陆。被法兰克王国的“铁锤查理”击败后，阿拉伯人退回西班牙，统治了西班牙近

800 年。期间，西班牙的基督教徒要么被迫改信伊斯兰教，要么逃亡至西班牙北部边境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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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那些放弃基督教信仰，改信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被北方基督教徒视为叛徒，称为 renegado

（叛教者）。这个西班牙单词来自拉丁语 renegatus，是动词 renegare（deny，否认）的名词

形式。英语单词 renegade 就来自西班牙语 renegado，与它同源的有 renege。 

renegade：['renɪgeɪd] n.叛徒，叛教者，变节者，脱党者 vi.背叛，脱离 adj.背叛的，叛

徒的 

renege：[rɪ'neɪg; rɪ'niːg] vt.否认 vi.食言，违例出牌 n.出牌违例 

256. sabbatical：犹太教中的安息日和安息年 

按照犹太教的律法要求，每周的第七天是停止工作、安心休息的日子，称为“安息日”

（Sabbath）。Sabbath 一词来自希伯来语 shabbath（安息日）。每到这一天，所有犹太人都应

该停止工作，商店停止营业。同样，每七年的最后一年也应该停止栽种庄稼，让土地休息。

这一年就被称为 sabbatical year（安息年）。从 19 世纪末期开始，西方一些大学借鉴“安息

年”的做法，每七年为教师提供一次为期一年的长假，这个长假就被称为 sabbatical，是

sabbatical year（安息年）的缩写。 

Sabbath：['sæbəθ] n.安息日 

sabbatical：[sə'bætɪkl] adj.安息日的，安息的 n.每七年一次的长假 

257. sacrament：重温誓言的圣礼 

古代罗马人发誓时，为了表示誓言的庄严性，往往会邀请神灵作为见证，并在神灵面前

承诺将来若是违背誓言，可任由神灵处置。这种面对神灵立下的誓言就是 sacramentum，进

入英语后演变为 sacrament。该词的词根 sacra 来自拉丁语动词 sacrare，意思是“奉献给神，

使神圣”。 

sacrament 一词最早应用于军事和法律领域，古罗马军队向国家元首宣誓效忠、原被告

在法庭上宣誓时，所发的誓言就是 sacrament。基督教兴起后，用 sacrament 一词来表示“圣

礼”，最主要的两项圣礼就是“洗礼”（baptism）和“圣餐礼”（eucharist）。sacrament 还

可以专指“圣餐礼”。之所以将“圣礼”称为 sacrament，是因为圣礼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

重温人和上帝所缔结的神圣约定，提醒教徒自己在上帝面前所立下的誓言。 

美国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的名字就来自 sacrament 一词。 

sacrament：['sækrəm(ə)nt] n.圣礼，圣餐礼 vt.立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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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sacrifice：向神灵献祭的供奉 

单词 sacrifice 原本是个宗教术语，意思是为了向神灵表达敬意，向其贡献祭品，尤其是

人或动物的生命。sacrifice 由 sacri 和 fice 构成，sacri 与 sacred（神的）同源，fice 与词根 fact

（做，从事）同源，所以 sacrifice 的字面意思就是“为神做的事”。 

据《圣经》记载，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要他用自己的独生子来献祭上帝。亚伯拉罕

毫不犹豫地遵照上帝的旨意，带领独生子上山，将其绑在柴堆上，准备宰杀他献给上帝。上

帝见亚伯拉罕的信仰坚定，便派出天使阻止他杀子，让他用山羊代替来献祭。 

sacrifice 原本仅仅用来表示给神的祭品，但现在该词的宗教色彩已经消失，一般用来表

示为了正义、大众或他人利益而做出的牺牲。 

sacrifice： ['sækrɪfaɪs] n.牺牲，祭品，供奉 v.牺牲，献祭 

259. salvation：基督教中的“灵魂得救” 

英语单词 salvation 原本是一个宗教术语，指的是基督教中的“灵魂得救”理论。基督

教认为因为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反上帝意愿偷吃禁果，因此所有人类从一出生就带有原罪，

需要进行赎罪，死后灵魂才能得救，才能升入天堂。英语中 salvation 就特指基督教中的“灵

魂得救”。现在，该词已经广泛应用于非宗教领域，表示“救赎、拯救”。 

salvation： [sæl'veɪʃ(ə)n] n.拯救，救助，救赎 

260. scapegoat：在赎罪日背负人的罪恶离开的羊 

根据摩西制定的律法规定，每年的赎罪日，犹太人都要挑出两只羊，一只作为祭品献给

上帝，称为“the Lord’s goat”。另一只则给绑在祭坛下，祭司用手按羊，代表众人向上帝

忏悔这一年的罪过，然后把这只羊带到旷野中放掉，表示它背负着人的罪恶离去，从而洗净

了人的灵魂。这只羊就叫做 scape goat，后来合并为 scapegoat，字面意思是“逃走的羊”，

但通常被翻译为“替罪羊”，因为它承担了人的罪恶。 

scapegoat 首次出现在 1530 年廷代尔翻译的《圣经》英文版本中。19 世纪早期，scapegoat

才发展出非宗教方面的用法，指替别人承担罪恶和过错的意思。 

scapegoat：['skeɪpgəʊt] n.替罪羊，替人顶罪者，替身 vt.使成为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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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shrine：存放圣徒遗骸、供人崇拜的容器 

英语单词 shrine 来自拉丁语，原本指用来存放重要文件的盒子或箱子，一般都比较精美。 

在四世纪末以后，基督徒礼拜的对象除了神和耶稣基督之外，还逐渐出现了对圣母、圣

徒、圣徒遗骸遗物、圣图像等的崇拜。圣徒的干尸、圣物、圣像成了教堂和修道院争夺的宝

贝。这些圣物被信徒用镶满宝石的水晶容器供奉起来，供朝圣者瞻仰。中世纪时，圣物崇拜

成为强制性要求，所有的教堂都要求供奉一件圣物或圣尸。照俄国东正教教规，圣徒死后都

要做成干尸。用来存放圣徒遗骸或遗物的精美容器就被称为 shrine。 

后来，shrine 一词的范围有所扩大。人们将圣徒的墓地、盖在圣徒墓地上的建筑、保存

圣徒遗骸或其他遗物的建筑都称为 shrine，还可以表示我们中国人用来放置祖宗灵牌或神仙

塑像的神龛。 

shrine：[ʃraɪn] n.神龛，神殿，圣祠，圣徒墓地 

（三） 东方宗教 

262. arabesque：阿拉伯人独特的装饰图案 

阿拉伯人大多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严禁偶像崇拜，因此阿拉伯人的装饰艺术中不能

出现具体事物的形象。所以阿拉伯人擅长利用各种抽象的几何和花草图形设计出华丽而独特

的装饰图案，这种风格独特的装饰图案就称为 arabesque。该单词由 arab（阿拉伯）+esque

（式样的、风格的）组成，字面意思就是“阿拉伯式样的、阿拉伯风格的”，原本是个形容

词，后来转变为名词。 

arabesque：[,ærə'besk] n.阿拉伯花纹，蔓藤花纹 

263. caliph：伊斯兰教中的“哈里发” 

英语单词 caliph（哈里发）来自阿拉伯语 khalifa，字面意思是代理人、代位者、继任人，

原本指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穆德死后继任穆斯林领袖的人。在伊斯兰教中，创始人穆罕穆德

以真主安拉的先知自居，并凭此成为穆斯林世界的领袖。在伊斯兰教义中，穆罕穆德是最后

一名先知，所以穆罕穆德死后他的继任者不能再以先知身份自居，所以就以穆罕穆德的代理

人、继任人的身份来担当穆斯林世界的领袖。 

第一任哈里发是艾卜·伯克尔，他是穆罕穆德的岳父。艾卜·伯克尔和随后的欧麦尔、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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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曼和阿里被称为四大正统哈里发，为政教合一的领袖。后来的伍麦耶和阿拔斯王朝及奥斯

曼帝国的封建君主都沿用此称号，但其内涵已有很大变动，从“穆罕穆德的代理人”之意变

成了“真主安拉的代理人”之意，地位提高了，变成了受命于天的“君主”。1924 年土耳

其共和国下令废除哈里发一职。 

caliph：['keɪlɪf; 'kæ-] n.哈里发，伊斯兰教主 

264. avatar：印度教中神灵降临人间的化身 

一部 3D 科幻大片《阿凡达》让很多人记住了 avatar 这个英语单词。不过，很多人并不

知道，这个单词并非导演杜撰的，而是来自梵文，是印度教中的一个重要术语。 

avatar 来自梵文 avatarana，由 ava（off，down）+tarati（cross over）构成，字面意思是

“下凡”，指的是神灵降临人间的化身，通常特指主神毗湿奴(VISHNU)下凡化作人形或者

兽形的状态。印度教传说毗湿奴有 10 个化身，其中有 9 个已经降临世间，最后一个化身会

在世界末日降临。 

电影《阿凡达》中的 avatar 是地球人的精神所占据并控制的外星人肉体，与印度教中的

avatar 含义相差甚远。因此，电影《阿凡达》在上映之前就遭受了印度教团体的强烈抗议，

声称电影名字玷污了他们的宗教。世界印度教协会主席曾要求导演卡梅隆做出声明，澄清这

部 3D 科幻影片的名字与印度教及其信仰毫无任何关系，重名只是一个巧合。 

在网络时代，avatar 又有了一个新的意思——个人在网络虚拟环境中的化身，即代表用

户形象的图像，即常说的“头像”或“个人秀”。 

avatar：['ævətɑː] n.化身，神灵的化身，头像 

265. juggernaut：印度教中的“巨无霸” 

在印度教中，克利须那神（Krishna，奎师那、黑天，字面意思为“黑色的神”）通常

被认为是毗湿奴神的第八个化身，在印度教徒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在印度的很多地方尤其是

印度东部的普里市（Puri），印度教徒每年都会举行隆重的仪式来祭拜克利须那神。克利须

那神的神像被安置在一辆巨大的战车上，随着游行队伍前进。狂热的信徒往往会投身于车轮

之下，任其碾过，作为献祭给克利须那神的牺牲品。载有克利须那神像的巨型车辆被称为

juggernaut，来自印度语中克利须那神的名号之一 Jagannath，意思为“世界主宰”。现在，

juggernaut 通常用来比喻“无情的、不可抗拒的破坏力”、“重型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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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ggernaut：['dʒʌɡənɔ:t] n.强大的破坏力，世界主宰，重型战车，巨无霸 

266. magic：古波斯帝国的拜火教祭司 

琐罗亚斯德教是流行于古代波斯（今伊朗）及中亚等地的宗教，中国史称祆教、拜火教。

琐罗亚斯德教是基督教诞生之前中东和西亚最有影响的宗教，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其创始

人为伊朗先知琐罗亚斯德（Zarathushtra，又译查拉图斯特拉）。该教认为阿胡拉·马兹达（意

为“智慧之主”）是最高主神。马兹达创造了物质世界，也创造了火，即“无限的光明”，

因此琐罗亚斯德教把拜火作为他们的神圣职责，因此被称为“拜火教”。 

琐罗亚斯德教的出现，对后来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深远的影响。在基督

教尚未成为罗马国教之前，罗马国内流行的摩尼教就是该教的一个分支。佛祖释迦牟尼悟道

后招收的第一批弟子就有琐罗亚斯德教徒。 

琐罗亚斯德教的祭司在古波斯语被称为 magush，希腊语中被称为 magos，拉丁语中被

称为 magus，复数形式为 magi，意思是“哲人”、“贤人”、“知晓神的奥秘的人”。据

《圣经》记载，耶稣出生时，三位 magi 在东方看见伯利恒方向的天空上有一颗大星，于是

便跟着它来到了耶稣基督的出生地，并给耶稣带来了礼物，这就是圣诞礼物的由来。美国著

名文学家欧·亨利写的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The Gift of the Magi）中，就用了这个典故。 

英语单词 magic（魔法）就源自 magi 的形容词，字面意思是“magi 的”，源自拉丁语

magicus 和希腊语 magike。古人认为 magi 拥有深奥秘密和超能力，所以就用 magic 来形容

巫术、魔法等神奇的事情。 

magic：['mædʒɪk] adj.不可思议的，神奇的，有魔力的，魔术的 n.魔法，巫术，魔术 

magician：[mə'dʒɪʃ(ə)n] n.魔术师，魔法师，巫师 

magical：['mædʒɪk(ə)l] adj.魔术的，有魔力的 

三、 科技篇 

（一） 人体医学 

267. abscess：体内毒素随脓汁排出 

英语单词 abscess（脓肿）由 abs（away，离开）和 cess（cede，走）构成，字面意思就

是 go away（走开）。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古代希腊人认为，脓肿是身体在排毒，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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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素等不好的体液将以脓汁的形式排出体外。因此，古代希腊人用希腊语 apostema 来表示

脓肿，其字面含义就是 go away。古罗马人继承了古希腊人的思想，将 apostema 翻译为拉丁

语 abscessus。英语单词 abscess 就来源于拉丁语 abscessus。 

abscess：['æbsɪs; -ses] n.脓肿，脓疮 vi.形成脓肿 

268. anim-：代表生命之源的灵魂 

古代人认为生命的本质是因为灵魂的存在。在拉丁文中，灵魂分为阴性和阳性两个单词，

既阴性的 anima（阿尼玛）和阳性的 animus（阿尼姆斯）。表示生命的词根 anim 就来自这两

个拉丁文。由于生命和灵魂密不可分，所有词根 anim 既有“生命”、“动”的含义，也有

“精神”、“心”的含义。 

animal：['ænɪm(ə)l] n.动物，有生命能动的。 

animation：[,ænɪ'meʃən] n.动画，原意是使其具有生命，使其动起来。 

unanimous：[juː'nænɪməs] adj.全体一致的 

equanimity：[,ɛkwə'nɪməti] n.（心情）平静坦然 

269. aorta：悬挂着心脏的主动脉 

主动脉是人体内血液循环的主干动脉。英语中表示“主动脉”的单词 aorta 来自希腊语

aorte，最早被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用来表示支气管，取自希腊语 aer (air) 和 tepeo (挂住）。

后来，亚里斯多德将该词用来表示主动脉，原因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法认为，主动脉弓的形

状类似一种叫做 aorta 的古希腊刀的刀柄；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取意希腊文 aortemei（悬

挂），因为心脏就悬挂在主动脉上。 

aorta：[eɪ'ɔːtə] n.主动脉 

270. artery：古人眼中的“气管” 

人死后动脉里面并不会有血液，因此古希腊人在解剖尸体时，发现这些空洞无物的管道

时，还以为是用来运输空气的管道，所以将其叫做“arteria”，意思是“气管”。该词经由拉

丁语进入英语后演变为 artery。中世纪时，人们还认为动脉是用来传输“生命元精”的。直

到近代，人们才知道动脉原来是用来输送血液的。 

artery：['ɑːtərɪ n.动脉，干道，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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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erial：[ɑː'tɪərɪəl] adj.动脉的，像动脉的，干线的 

271. asphyxia：脉搏停止跳动 

英语单词 asphyxia 来自希腊语，由 a（没有）和 sphyzein（搏动）构成，本意是“脉搏

停止、没有脉搏”。18 世纪后，该词的含义逐渐转变为“缺氧而死、闷死”，表示由于空气

缺氧而被闷死。人们认为在这种情形下人的脉搏会停止跳动。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认知。现

在，科学家发现，人因为窒息而停止呼吸后，脉搏仍然会持续跳动一段时间。 

asphyxia：[əs'fɪksɪə] n.窒息，闷死 

272. crisis：疾病痊愈或恶化的关键时刻 

crisis 是拉丁词借用词，最初只是一个医学术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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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sis：['kraɪsɪs] n.危机，关键时刻，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危机处理的 

273. 与古代“四体液学说”有关的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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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滑稽”和“诙谐”的含义。 

英语单词 choler 来自拉丁语 cholera，本意是胆汁。根据体液学理论，胆汁多的人脾气

暴躁易怒，因此原本表示胆汁的单词 choler 衍生出“愤怒”之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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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体液学说还认为，一个人如果体内黑胆汁太多，就会变得“性情忧郁”。在希腊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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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胆汁”被称为 melankholia，由 melanos（黑）和 khole（胆汁，choler）组合而成。该词

进入英语后拼写演变为 melancholy，含义转变为 “忧郁、悲哀”。 

根据四体液学说，血液占优势的人就属于多血质，这种人活泼好动、乐观开朗。因此，

英语单词 sanguineous 既表示“血的、多血质的”，也表示“乐观的”。它的词根 sanguin-来

自希腊语，表示“血”。 

根据四体液学说，体内黏液占比较高的人性情冷淡、反应迟钝。因此，英语单词 phlegm

（粘液）的形容词 phlegmatic 就产生了“冷淡的、迟钝的”等含义。 

英语单词 complexion（肤色）其实也与四体液学说有关。它来自拉丁语 complexionem

（组合），本意是人体四种体液的组合，与英语单词 complex（复合体，复合的）同源，表

示由体液组合所决定的人的脾性。古代人又认为人的脾性能通过肤色显露出来，就像中国人

所说的“相由心生”，因此 complexion 一词又衍生出“肤色、面色”的含义。 

humour： ['hjʊmɚ] n.幽默，体液，等于 humor 

choler：['kɒlə] n. 胆汁，愤怒 

bile：[baɪl] n.胆汁，愤怒 

melancholy：['melənkəlɪ] n.忧郁；悲哀；愁思 adj. 忧郁的；使人悲伤的 

sanguineous：[sæn'ɡwɪnɪəs] adj.血的；血红色的；多血质的；乐观的 

phlegm：[flem] n. 痰；粘液 

phlegmatic：[fleg'mætɪk] adj. 冷淡的；迟钝的；冷漠的 

complexion： [kəm'plekʃ(ə)n] n.肤色，面色，情况，局面 

274. cancer：形状像螃蟹一样的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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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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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cer：['kænsə] n.恶性肿瘤，癌症；螃蟹 

Cancer：['kænsɚ] n.巨蟹座 

275. character：环境在人的身心留下的印记 

英语单词 character 来自希腊语 kharakter，本意是“刻下的印记”，来自 kharax（尖头

的棍子）。由此产生了 character 的基本含义“符号、印记”。古代希腊人认为，环境和人的

成长经历会在人的身心留下印记，从而使其具有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因此 character 又衍

生出“性格、个性、特征”的含义。在文学、戏剧等艺术作品中，作者通过对人物性格的刻

画，从而塑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这种“人物角色”也被称为 character。 

character：['kærəktə] n.性格，品质，特性，角色，符号，字符，印记 vt.印、刻，使具

有特征 

276. chole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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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单词时，不妨将 cholera（霍乱）

和 choler（胆汁）放到一起来记忆。 

cholera：['kɒlərə] n.霍乱 

choler：['kɒlə] n. 胆汁，愤怒 

277. clavicle：连接肩膀的关键 

古代西方人认为，锁骨是连接人体两侧肩膀的骨头，故在拉丁语中称其为 clavicula，是

clavis（关键）的指小形式。英语单词 clavicle 就来自拉丁语 clavicula，同源词有 clavier（键

盘）。 

clavicle：['klævəkl] n.锁骨 

clavier：[klə'vɪr] n.键盘，键盘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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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cord-：源自心脏的意识活动 

我们中国人认为心脏是人的意识活动的场所，所以才有“心灵”、“心理”、“心思”

等词汇。和我们东方人一样，古代西方人也有类似的观念，所以很多表示意识活动的单词都

由表示心脏的词根 cord-构成。 

core：[kɔː] n.核心，要点 

cordial：['kɔːdɪəl] adj. 衷心的，诚恳的；兴奋的 

concord：['kɒŋkɔːd] n.和谐；和睦；一致；协调 

accord： [ə'kɔːd]n. 符合；一致；协议；自愿 vt. 使一致；给予 vi. 符合；一致 

discord：['dɪskɔːd] n. 不和；不调和；嘈杂声 vi. 不一致；刺耳 

279. fren-：控制人精神的横膈膜 

横隔膜是胸腔和腹腔之间的分隔，它位于心脏和双侧肺脏的下面，肝脏、脾脏、胃的上

方，就像一个大圆盘平放在身体内部分隔了胸腹腔。由于横膈膜与心脏距离较近，古人看到

人情绪激动时心跳也会加快，便以为横膈膜是负责人精神状态的器官，因此英语中表示“横

膈膜”的词根 fren-（phren-、phreno-）同时还可以表示“精神”，产生了很多与“精神”相

关的单词。 

diaphragm：['daɪəfræm] n.隔膜，快门，光圈 

frenzy：['frenzɪ] n.狂暴，狂怒，暴怒 vt.使发狂，使狂怒 

frenetic：[frə'netɪk] adj.狂热的，发狂的 n.疯子，狂人 

schizophrenia：[,skɪtsə'frinɪə] n.精神分裂症 

280. gout：有害体液滴落渗入至关节 

英语单词 gout 即表示“痛风”，也表示“一滴”，这与古人对痛风的病因解释有关。

古人认为，痛风是因为人体内的有害体液滴落渗入至关节，从而引发关节剧烈疼痛。这种解

释与现代医学对痛风的解释比较接近。现代医学认为，痛风是因为人体血液中尿酸含量过高，

从而损伤关节组织细胞。 

gout： [gaʊt] n.痛风，一滴，一团 



英语词源故事集锦——钱磊博士编著 

                 新浪微博：weibo.com/qianlei888   昵称：钱博士趣味英语                159  

281. hectic：由肺结核病引发的习惯性亢奋 

古希腊名医盖伦（Galen）发现，有些病人脸部持续红热，像是发烧不退。因此，他将

这种病症称为 hektikos（拉丁拼写方式为 hecticus），意思是“持续的、习惯性的”。该词进

入英语后，拼写形式变为 hectic。15 世纪时，欧洲医生们依然沿用盖伦对这种病症的称呼，

叫做 hectic fever（痨热病）。到了近代，医生才知道这种病就是肺结核（phthisis）。 

肺结核曾经有个美誉：“艺术家的疾病”。这是因为，肺结核病人时常发热，易于亢奋。

在欧美历史中，曾经有很多著名艺术家都是肺结核病人。他们在患病期间充满创作热情，感

受力敏锐，创作了很多杰作。得过肺结核的著名艺术家有：济慈、雪莱、拜伦、肖邦、歌德、

席勒、梭罗、卡夫卡、契诃夫、劳伦斯、勃朗宁、勃朗特三姐妹、费雯·丽、托马斯·贝恩哈

特、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尤金·奥尼尔、托马斯·曼、柯南·道尔，还有中国的萧红、郁达夫

等。有段时间，欧洲贵族们甚至以得肺结核为时尚，有些人主动去染上肺结核。 

由于肺结核病容易引发亢奋，hectic 一词也就产生了“兴奋的、狂热的”之意。 

hectic：['hektɪk] adj.兴奋的，狂热的，脸色潮红的，肺病的，忙乱的 n.脸色潮红，患肺

结核 

282. highbrow：颅相学中代表智力发达的高眉骨 

英语单词 highbrow 由 high（高）和 brow（眉毛、眉骨）构成，而它的含义是“卖弄知

识的”。眉骨高低怎么和卖弄知识扯上关系的？这跟颅相学有关。颅相学（Phrenology）是

一种认为能够根据头颅形状确定人的心理与特质的心理学假说，由德国解剖学家弗朗兹·约

瑟夫·加尔（Franz Joseph Gall）于 1796 年提出。目前这种假说已被证实是伪科学。颅相学

认为，眉骨高的人，即所谓的 highbrow，智力发达，文化修养高雅；而眉骨低的人，即所

谓的 lowbrow，则知识程度低，比较低俗。颅相学学者经过研究还发现，白人的眉骨最高，

并且越是靠近西欧和北欧的白人，眉骨越高。而其他地区的人如新西兰土著则被打入

lowbrow 的行列。 

highbrow 这个单词出现在美国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用来描述智力或审美的优越性。

当然，对于这个带有浓厚种族歧视色彩的词，不少人嗤之以鼻，因此这个词事实上往往被用

来反讽那些卖弄知识的人。所以使用这个词语时一定要注意它的情感色彩，否则就会恰得其

反。 

highbrow： ['haɪbraʊ] n.卖弄知识的人，知识分子 adj.卖弄知识的，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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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brow： ['ləʊbraʊ] n.文化修养浅薄的人 adj.文化修养浅薄的 

283. hysteria：妇女子宫功能失调导致的情绪失控 

癔病（hysteria）又被称为“歇斯底里”，指因为恐惧或其他原因造成的情绪失控。古

代西方医生认为，只有女性才会出现“歇斯底里”的症状，原因在于女性子宫功能失调；男

性因为没有子宫，所以不会得癔病。他们还认为，癔病之所以有各种不同表现，是由于子宫

在体内偏离正常位置，到处乱跑造成的。当子宫在体内四处游走，压迫其他器官时，会导致

不由自主的恐惧。这种错误的认识，直到十九世纪才被精神学家夏尔科、弗洛伊德等人纠正。 

英语单词 hysteria（癔病）源自希腊语 hysterikos，字面意思就是“源自子宫的”。词根

hyster-表示“子宫”，如 hystera（子宫）、hysteritis（子宫炎）。 

hysteria：[hɪ'stɪərɪə] n.癔病，歇斯底里 

hysteric：[hɪ'sterɪk] adj.歇斯底里的，癔病的，异常亢奋的 n.癔病患者 

hysterical：[hɪ'sterɪk(ə)l] adj.歇斯底里的，异常亢奋的 

hystera：['hɪstərə] n.子宫 

hysteritis：[,histə'raitis] n.子宫炎 

284. intelligence：辨识并从中选择的能力 

在现代科学中，“智力”（intelligence）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它到底包含哪些能力，

如何测量，如何培养，到现在一直充满争论。但古代西方人可没想得这么复杂，他们所说的

intelligence 很简单，就是辨识、区分事物从而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英语单词 intelligence

来自拉丁语 intelligere，由 inter（在其中）+legere（选择）构成，字面意思就是“从中选择”。

由此可见，intelligence 的基本含义就是能帮助人辨识事物、做出明智选择和决策的东西。因

此，intelligence 还可以表示“情报”，因为情报可以帮助人们做出明智选择和决策。我们常

说的“商业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就很好地体现了 intelligence 的基本含义，它的实

质就是通过对信息的分析处理，获取到某种 intelligence，这种 intelligence 既可以理解为“情

报”，也可以理解为“智能”或“智慧”。 

单词 intellect 与 intelligence 同源，都可以表示“智力”，不同的是，intellect 还可以用

来表示“知识分子”。 

intelligence：[ɪn'telɪdʒ(ə)ns] n.智力，理解力，智能，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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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ɪntəlekt] n.智力，理解力，知识分子，智力高的人 

intellectual：[,ɪntə'lɛktʃuəl] adj.智力的，聪明的，理智的 n.知识分子，凭理智做事者 

285. language：舌头的功能 

讲话离不开舌头，因为舌头是重要的发声器官之一。这一点西方人也有深刻认识。因此，

表示“语言”的英语单词 language 的本意就是“舌头”。它来自拉丁文 linguaticum，词根

lingua 就是“舌头”的意思。含有这个词根的单词还有：lingual（语言的、舌的、舌音的）；

linguistic（语言学）。 

language：['læŋgwɪdʒ] n.语言，语言文字 

lingual：['lɪŋgw(ə)l] adj.语言的，舌的，舌音的 n.舌音，舌音字 

linguistic：[lɪŋ'gwɪstɪk] adj.语言的，语言学的 

286. malaria：由脏空气引发的疾病 

疟疾（malaria）是一种由于疟蚊叮咬引发的传染病。在古代罗马城周围有许多沼泽，沼

泽附件的空气又脏又臭，在沼泽附近待的时间一久，人就容易得疟疾。当时的罗马人不知道

疟疾是因为疟蚊叮咬引发的，还以为是脏空气引发的，所以将这种病称为 malaria，由 mal

（bad）+aria（air）构成，字面意思就是“脏空气”。英语单词malaria就来自意大利语malaria。 

malaria：[mə'leərɪə] n.疟疾，痢疾，瘴气 

malarial：[mə'lɛrɪəl] adj.疟疾的，患疟疾的，毒气的 

287. nerve：人体中的筋 

人们常常将英语单词 nerve 翻译为“神经”，但在科学家发现“神经”之前，nerve 表示

什么呢？其实，nerve 的本意与神经无关，而是表示人体内的“筋、肌腱”。古代希腊人和罗

马人认为人体内的筋和肌腱是身体活力的来源，因此 nerve 还可以表示“活力”、“精力”，

并进一步衍生出“勇气”之意。17 世纪左右，科学家在人体内发现一种特别的纤维，可以

传递信号。科学家以为这种纤维也是一种筋，因此同样将其称为 nerve，其实这是人体神经

细胞末端的细长纤维，跟筋或肌腱毫无关联。到了现代，nerve 一词基本上专指“神经”，已

经很少用来表示“筋”或“肌腱”。但在它的衍生词 enervate（使失去活力）中，我们依然

能看到它的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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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ve：[nɜːv] n. 神经；勇气；[植] 叶脉 vt. 鼓起勇气 

enervate：['enəveɪt] vt. 使衰弱；使失去活力 adj. 衰弱的；无力的 

288. rheumatism：太多体液流入关节造成的疾病 

古人认为人体内含有大量体液，在希腊语中将其称为 rheum，来自动词 rhein（流动）。

古人认为风湿病是因为太多体液流入关节，导致关节内韧带被拉伸，所以古希腊人将风湿病

称为 rheumatismos，字面意思就是“rheum 造成的毛病”。该词经由拉丁语后进入英语，拼

写演变为 rheumatism。 

rheumatism：['rumətɪzəm] n.风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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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宇宙认识 

289. aspe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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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构成，字面意思就是“（星体相互）观看对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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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pect：['æspekt] n.方面，方向，形势，外观 

290. apogee：星体轨迹中距离地球最远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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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y，远离）和 gee（geo，地球）组成，字面意思就是“远离地球”。 

apogee：n.远地点，极点，最高点 vt.位于远地点，位于最高点 

291. atmosphe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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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mosphere：['ætməsfɪə]n.大气层，气氛 

292. cosmos：多个部分构成的和谐有序整体 

英语单词 cosmos（宇宙）和 cosmetic（化妆品）拼写接近，这两个单词有啥关联吗？

没错，它们拥有相同的词源。cosmos 源自希腊语 kosmos，基本意思是 order（秩序），据说

由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首创，表示一个由多个部分构成但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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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有序的体系，是 chaos（混沌）的反面。从希腊语 kosmos（秩序）衍生出动词 kosmein（调

整、修饰、使有序），从而衍生出形容词 kosmetikos（修饰的、调整的），这就是英语单词 cosmetic

的词源。 

cosmos：['kɒzmɒs] n. 宇宙；和谐；秩序 

cosmetic： [kɒz'metɪk] adj.美容的，化妆的 n.美容品，化妆品 

cosmopolis：[kɒz'mɒp(ə)lɪs] n.国际大都市 

293. gravity 和 gravitation 的区别 

英语单词 gravity 和 gravitation 都源自拉丁语 gravis（=gravy，沉重的），都含有“重力、

地心引力”的含义，因此很多人都区分不了这两个单词之间的细微差异。其实，通过词源分

析，两者之间的差异一目了然。gravity 直接来自拉丁语名词 gravitas，是 gravis 的名词形式，

本意就是“沉重性、严重性”，13 世纪进入法语，15 世纪进入英语。当时并没有“重力、地

心引力”的含义，因为那时候人们还没有“重力”和“万有引力”的概念，光知道物体有“沉

重”这种性质。 

直到 16 世纪末期，科学家伽利略才首次提出了“重力”或“万有引力”的概念，并通

过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向大众演示了重力的作用过程。这个时候，科学家才有了“引力”这

个概念，并在 17 世纪 40 年代创造了动词 gravitate，用来表示“引力作用”，而它的名词形

式自然就是 gravitation。 

这么看，gravity 和 gravitation 之间的差异就很明显了：gravity 是 gravy（沉重的）的名

词形式，意思是“沉重性、严重性”，后来万有引力概念诞生后，在非专业场合可以表示“重

力、万有引力”，但同时保留了“沉重性、严重性”之意。而 gravitation 出现在万有引力概

念诞生之后，是动词 gravitate（引力作用）的名词形式，专门用来表示“重力、万有引力”，

不表示“沉重性、严重性”。 

gravity：['ɡrævəti] n. 重力，地心引力；严重性；庄严 

gravitate：['ɡrævɪtet] vi. 受引力作用；被吸引 

gravitation：[,ɡrævɪ'teʃən] n. 重力；万有引力；地心吸力 

294. planet：四处漫游的星星 

古人很早就发现，天上的繁星中，有些保持恒定位置，有些却在不停地运动。在希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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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们将那些不停运动的星星称为 planetes，来自形容词 planetai（四处漫游的）和动词

planasthai（四处漫游）。英语单词 planet 就来自希腊语 planetes。 

planet：['plænɪt] n.行星 

295. cynosure：众人瞩目的北极星 

北极星是天空北部的一颗亮星，离北天极很近，差不多正对着地轴，从地球北半球上看，

它的位置几乎不变，可以靠它来辨别方向。对于古代希腊人来说，北极星属于“小熊座”（Ursa 

Minor）的一部分，其位置正好处于熊尾巴末端，因此古希腊人便将其称为 kynosoura，字面

意思就是“狗尾巴”，由词根 kynos（狗）+ oura（尾巴）组成。英语单词 cynosure 就来源于

此。同样源自希腊词根 kynos（狗）的英语单词还有 canine（犬）。 

由于北极星是天空北部最醒目的一颗星，是众人瞩目的焦点，因此 cynosure 一词衍生

出“众人瞩目的焦点”之意。现在，cynosure 一词常常作为普通名词使用，用来表示“众人

瞩目的焦点”。首字母大写的 Cynosure 则表示其本意“北极星”。 

cynosure：['sɪnəʃʊr] n.指针，众人瞩目的焦点 

Cynosure：n.北极星，小熊座 

canine：['kenaɪn] adj. 犬的；犬齿的；犬科的；似犬的 n. 犬；犬齿 

296. Arctic：正对大熊星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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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语arktos表示“熊”和“大熊星座”。因此正对着大熊星座的方向就被称为arctic，

也就是北极的。背对大熊星座的方向就是 antarctic（南极的）。 

Arctic：['ɑːktɪk] n.北极圈 adj.北极的，极寒的 

Antarctic：[æn'tɑrktɪk] 南极洲，南极地区 adj.南极的 

297. canicular：天狼星导致的炎热 

古代西方星象学家发现，每年夏天天气最炎热的几个星期内，天狼星（Sirius）总会与

太阳共升共落。他们认为，正是因为天狼星的光和太阳的光合在一起，才使得这段时间格外

炎热。在拉丁语中，天狼星还有一个别名，叫做 canicula（小狗星），是 canis（犬）的指小

形式，翻译成英语就是 the Dog Star。因此，人们就用拉丁语 canicularis 一词来形容每年夏



英语词源故事集锦——钱磊博士编著 

                 新浪微博：weibo.com/qianlei888   昵称：钱博士趣味英语                166  

天最炎热的这段时间，其字面意思就是“小狗星的”，进入英语后拼写演变为 canicular，表

示“三伏天的，酷暑期的”。与该词对应的英语习语是 dog days，意思就是“三伏天、酷暑

期”。 

canicular：[kə'nɪkjʊlə] adj.三伏天的，酷暑期的，天狼星的 

dog days：三伏天，酷暑期 

298. atom：不可再细分的最小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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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tomos（cut）构成，意思就是“不可分

割）。后来这个词进入英语，演变为 atom。现在我们知道原子并非不可分割，比原子更小的

是夸克。 

atom： ['ætəm] n.原子 

299. quintessence：被视为万物精华的“第五物质” 

古代希腊哲学家认为世间除了常见的水、火、土、气等四种物质外，还存在第五种物质。

这种物质是万物之精华，构成了天体，并弥漫在所有其他物质中。亚里斯多德将这种物质命

名为“以太”（ether）。拉丁语将这种物质称为 quinta essentia（第五物质）。该词经由法语

进入英语后，拼写改为 quintessence。中世纪的炼金术士致力于提炼这种物质，认为它能治

百病，并且具有长生不老的功效。现在，该词一般用来比喻“精华、精髓、典范”。 

quintessence：[kwɪn'tes(ə)ns] n.精华，精髓，典范，第五物质 

300. empyrean：由纯净之火构成的苍天 

古代希腊宇宙论中，天空的最高处为一团纯净之火，因此古希腊人将天空的最高处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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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yros，由 em（=en，in）+pyr（火）+os（名词后缀）构成，进入英语后拼写演变为 empyrean，

表示“苍天”。 

empyrean：[,empaɪ'riːən; -pɪ-; em'pɪrɪən] n.苍天，最高天 

empyreal：[,empaɪ'rɪ,əl] adj. 九天的；（古人宇宙论的）最高天的；苍天的；由纯净之火

或光形成的 

301. climate：希腊人设想的地球上的平行斜坡 

希腊人很早就发现一个地区的气候与太阳光线的倾斜角度有关。越靠近赤道，太阳光倾

角越大，气候就越温暖；越靠近极点，太阳光倾角越小，气候就越寒冷。我们现在知道，不

同地区太阳光倾角不同，是因为地球是圆的。但古代的希腊人还不知道，依然认为地球是平

的，只是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坡度，地区坡度的不同造成了太阳光倾角的不同。因此，他们将

地球划分成很多块边线平行的斜坡，每条斜坡的坡度都有所不同，这些平行的斜坡就是希腊

人划分的气候带，在希腊语中称为 klima，字面意思是“斜坡”。古希腊人将世界划分为 7

个气候带，古希腊著名的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y）将世界从赤道到北极划分

为 24 个气候带。 

英语单词 climate（气候）就来自希腊语 klima。而英语单词 lean（倾斜）与此同源，来

自希腊语 klinein（倾斜）。 

climate：['klaɪmət] n.气候，风土，思潮 

lean：[liːn] v.倾斜，依靠 adj.瘦的，贫瘠的 n.倾斜，瘦肉 

302. continent：连绵不断的陆地 

古代人缺乏地理知识，以为所有的大地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在拉丁语中将这个大地

称为 terra continens，翻译成英语就是 continent land。英语单词 continent 就来自拉丁语

continens，是 continere（hold together，连接为一体）的现在分词，原本是一个形容词，表

示“连绵不断的”或“自制的”之意。作名词的 continent 其实是 continent land 的缩略形式。

与 continent 同源的英语单词还有 contain（容纳）、continuous（连续的）等。 

continent：['kɒntɪnənt] n.大陆，洲 adj.自制的，克制的 

continental：[kɒntɪ'nent(ə)l] adj.大陆的，大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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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orient：太阳升起的地方 

英语单词 orient（东方）来自拉丁语 orientem，字面意思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后

者来自 oriri（升起）。因为太阳从东方升起，所以 orient 也就等于“东方”。同源的英语单

词有 origin（起源）。 

orient： ['orɪənt] n.东方，东方诸国 adj.东方的 vt.确定方向，使……朝东 vi.朝东 

304. 源自罗马古历法的月份 

当今世界通用的公历起源于古罗马历法。古罗马历法原来只有十个月，后来罗马皇帝增

加了两个月，并将这两个月放在年初，成为一月和二月。原来的一月和二月便成了三月和四

月，后面的月份依次类推。12 个月中，从 1 月到 8 月的每个月份都以神灵或皇帝的名字命

名，只有 9、10、11 和 12 月依然保留原来以数字命名的做法。 

英语中，表示 9 月、10 月、11 月和 12 月的单词都直接来自拉丁语。September（9 月）

其实就是古罗马历法中的“七月”，其中的 septem 就是“七”的意思。October（10 月）其

实就是古罗马历法中的“八月”，其中的 octo 就是“八”的意思，含有该词根的英语单词

还有：octpous（章鱼）、octonary（八进制的，八个一组）等。November（11 月）其实就是

古罗马历法中的“九月”，其中的 novem 就是“九”的意思。December（12 月）其实就是

古罗马历法中的“十月”，其中的 decem 就是“十”的意思。 

September： [sep'tembə] n.九月 

October： [ɒk'təʊbə] n.十月 

November： [nə(ʊ)'vembə]n.十一月 

December： [dɪ'sembə] n.十二月 

（三） 自然万物 

305. amber：抹香鲸的肠道分泌物或树脂化石 

英语单词 amber 最早指的是“龙涎香”——一种极其名贵的香料，其实是抹香鲸的肠道

分泌物经过长期自然作用后演变而成的灰白色蜡状漂浮物。阿拉伯人发现这种物质后，将其

命名为 anbar，进入法语后变成 ambre。在 13 世纪后期时，不知道什么原因，人们又使用 ambre

一词来表示树脂的化石，即琥珀，这就造成了混淆。为了加以区分，人们就用 ambre gris（g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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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re）来表示龙涎香，用 amber jaune（yellow amber）来表示琥珀。进入英语后，ambre gris

就演变成了 ambergris（龙涎香），amber jaune 则演变成了 amber（琥珀）。在香水行业中，

人们常常提到“琥珀香”，其实指的是“龙涎香”，是由于混淆了法语 ambre 一词所表示的

“琥珀”和“龙涎香”两个含义的缘故。 

amber：['æmbə] n.琥珀，琥珀色 adj.琥珀的，琥珀色的 

ambergris：['æmbəgrɪs; -iːs] n.龙涎香 

306. anem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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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archipela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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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armadi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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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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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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batty：令人反感的蝙蝠 

英语单词 batty 是从 bat（蝙蝠）一词衍生出来的形容词，按照构词法应该解释为“跟蝙

蝠有关的”。为什么 batty 含有“古怪的，疯狂的”这样的负面含义呢？原来，这与东西方

的文化差异有关。在东方文化中，蝙蝠是“福”的象征，因为“蝠”字与“福”字发音接近。

但在西方人的眼中，生活在阴暗洞穴里、长相丑陋怪异的蝙蝠是魔鬼的化身，传说中的吸血

鬼就多半有着蝙蝠那样的翅膀。因此，由蝙蝠（bat）衍生出来的形容词 batty 就有了“古怪

的、疯狂的”等负面含义。 

batty：['bætɪ] adj.古怪的，疯狂的 

as blind as bat：有眼无珠，像蝙蝠一样盲目 

310. beeline：蜜蜂的直线飞行路径 

古代人认为蜜蜂采完花蜜后会沿着直线返回蜂巢。后来虽然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

人们依然使用 beeline 一词来表示“直线、捷径”。beeline 由 bee（蜜蜂）+line（线）构成，

字面意思就是“蜜蜂的线路”。 

beeline：['biːlaɪn] n.直线，捷径 

311. butterf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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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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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cabbage：形似人头的蔬菜 

在英语中，表示“卷心菜”的单词 cabbage 的原意是“head”（头颅）。它来自法语

caboche（头），同拉丁语 caput（头）有亲缘关系。显然，这种菜是因其形似人头而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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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最古老的蔬菜之一，其种植史已有四千多年。在希腊神话中，卷心菜被说成是主神宙斯

头上的汗珠变成的。 

cabbage： [ˈkæbɪdʒ] n.卷心菜，洋白菜 

313. caprice：山羊的突然跳跃 

古人发现，山羊在低头安静吃草时，有时候会突然地跳跃起来。单词 caprice 原本就是

表示山羊的这种突然跳跃。它来自意大利语 capriccio “奇想、颤抖”，而后者来自拉丁语

capreolus（野山羊）。后来，caprice 引申为人心意的突然变化、一时的兴致。 

caprice：[kə'priːs] n.突发奇想；奇思怪想；一时兴致；心血来潮；变化无常；随想曲；

充满幻想的作品 

314. caterpillar：毛发粗浓杂乱的猫 

英语单词 caterpillar 来自拉丁语 catta pilosa，由 catta（cat，猫）和 pilosus（毛发粗浓杂

乱的）组成，字面意思就是“毛发粗浓杂乱的猫”，中文被翻译为“毛毛虫”。它的后半截拼

写受到中古英语单词 piller（掠夺者）的影响，因为人们认为毛毛虫会吃掉树皮。除了表示

“毛毛虫”外，caterpillar 还可以表示履带车，因为它们外观相似。 

caterpillar：['kætəpɪlə] n.毛毛虫；履带车 adj.有履带的 

pillage：['pɪlɪdʒ] n.掠夺，掠夺物 v.掠夺，抢劫 

315. chameleon：地上的狮子 

英语单词 chameleon 来自希腊语 khamaileon，由 khamai（地上）+leon（狮子）构成，

字面意思就是“地上的狮子”。变色龙之所以得此名，是因为变色龙的头颈部有硕大的头冠，

看起来就像是雄狮颈部的鬃毛。 

chameleon：[kə'miːlɪən]n.变色龙，善变的人 

316. chicken：胆小的小鸡 

西方人认为小鸡特别温顺、胆怯，所以原本表示“小鸡”的单词 chicken 也含有“胆小

鬼、胆怯”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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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ken： ['tʃɪkɪn]n.小鸡，鸡肉，胆小鬼 adj.鸡肉的，胆怯的，幼小的 vi.畏缩 

chicken out：临阵脱逃，打退堂鼓 

317. clam：像钳子一样的蛤蜊壳 

蛤蜊是一种有壳的软体动物，它的壳像是一把钳子，能够紧紧地夹住东西。因此，古苏

格兰人将其命名为 clam。该词来自古英语 clamm，意思是“紧握”。英语单词 clamp（夹钳）

也来源于此。这就是为什么单词 clam 和 clamp 的拼写如此相似的原因。 

clam：[klæm] n.蛤蜊，沉默寡言的人，钳子 vi.捞蛤；保持沉默，闭嘴不言 

clamp：[klæmp] n.夹钳 vt.夹紧，固定住 

318. crocodile：喜欢在卵石上晒太阳的爬虫 

英语单词 crocodile 来自希腊语 krokodilos，由 kroko（卵石）+drilos（爬虫）构成，字

面意思就是“喜欢在卵石上晒太阳的爬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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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codile： ['krɒkədaɪl] n.鳄鱼 

319. cryst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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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daisy：白天的眼睛 

雏菊（daisy）是意大利的国花，外观雅致，花朵娇小玲珑，色彩和谐，十分逗人喜爱。

意大利人认为它代表了君子风度和天真浪漫，因此推举为国花。 

雏菊的花心像太阳，花瓣像太阳的光芒，因此又被称为小小向日葵。传说它的花瓣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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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傍晚闭合，因此人们称它为 day’s eye（白天的眼睛），后来演变为 daisy。 

在古代，年轻人爱用雏菊的花瓣来占卜爱情，一面念着“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直

到天荒地老，”一面数着花瓣，最后一瓣对于的一句代表了爱情的结果。 

在英语中，daisy 还可以用来表示“极好的东西”，还可以用作女子的名字。 

daisy：['deɪzɪ] n.雏菊，极好的东西，（女子名）黛西 adj.极好的，一流的 

321. dandelion：叶子像狮子牙齿的植物 

英语单词 dandelion（蒲公英）来自法语 dent de lion，意为“teeth of lion”（狮子的牙齿），

译自拉丁语 dens leonis（狮子的牙齿）。这是因为蒲公英的叶子很像狮子的利齿。 

dandelion：['dændɪlaɪən] n.蒲公英 

322. diamond：坚不可摧的物质 

英语单词 diamond（钻石）和 adamant（坚硬无比的）其实是同源单词，都源自希腊语

adamas，由 a（not）+daman（to conquer, to tame）组合而成，字面意思就是“不可征服的、

坚不可摧的”。希腊人用 adamas 来表示钻石这一类坚硬无比的物质，由此衍生出 diamond

和 adamant 这两个英语单词。其中 diamond 的演变路径比较复杂，为：希腊语 adamas→古

拉丁语 adamantem→通俗拉丁语 adiamantem→中世纪拉丁语 diamantem→古法语 diamant→

英语 diamond。而单词 adamant 的演变路径相对简单，为：希腊语 adamas→古拉丁语

adamantem→英语 adamant。 

diamond：['daɪəmənd] n.钻石，金刚石，菱形 adj.菱形的，金刚石的 

adamant：['ædəm(ə)nt] adj.坚硬无比的，固执的，坚定的 n.坚硬的东西 

323. ephemera：只有一天寿命的蜉蝣 

蜉蝣（ephemera）是最原始的有翅昆虫，其幼虫生活在淡水湖或溪流中。经过一年左右

的成长期后，幼虫或浮升到水面，或爬到水边石块或植物茎上，日落后羽化为亚成虫。亚成

虫与成虫相似，出水后停留在水域附近的植物上，一般经 24 小时左右蜕皮为成虫。蜉蝣成

虫不进食，寿命短，只负责繁衍后代的任务，一般只活几小时至数天，所以有“朝生暮死”

的说法。蜉蝣的英文名称 ephemera 也反映了它的这一特性。ephemera 来自希腊语 ephemeros，

由 epi-（on）+hemera（day）构成，字面意思就是“延续一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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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hemera：[ɪ'fɛmərə] n. 蜉蝣 

ephemeral：[ə'fɛmərəl] adj. 短暂的；朝生暮死的 n. 只生存一天的事物 

324. garlic：既像韭葱又像矛头的大蒜 

在古代和中世纪，人们把蒜当作护身符带在身上避邪。古罗马人把蒜吊在大门上方使妖

巫不敢走近。蒜的英文名称 garlic 在古英文中拼作 garleac，由 gar（spear，矛）和 leac（leek，

韭葱）组合而成。之所以得其名是因为蒜苗形似韭葱，其小鳞茎又形似矛头。 

garlic：['gɑːlɪk] n.大蒜，蒜头 

325. gladiolus：叶如小剑的剑兰 

英语中表示“剑兰”的单词 gladiolus 来自拉丁语，是 gladius（罗马短剑）的指小形式，

字面意思就是“小剑”。因为这种植物的细长叶片很像罗马短剑，古罗马作家普林尼便将其

称为 gladiolus。它的同源词是 gladiator（角斗士），字面意思是“使用罗马短剑的人”。 

gladiolus：[,glædɪ'əʊləs] n.剑兰 

gladiator：['glædɪeɪtə] n.角斗士 

326. hull：包裹豆子的豆荚 

英语单词 hull 来自古英语 hulu，意思是“豆荚”，来源于原始日耳曼语 hulus（包裹覆盖），

所以 hull 指的就是包裹覆盖豆子的豆荚。15 世纪时，人们开始将船的主体外壳也称为 hull，

因为它的形状和功能都和豆荚类似。 

hull：[hʌl] n.船体，豆荚，果实的外壳 

327. insect：身体一节节切开的昆虫 

古代西方看到蚂蚁、甲虫等昆虫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身体都是一节一节的，因此

以为昆虫都是这样的。英语单词 insect（昆虫）和 entomology（昆虫学）都反映了古代人的

这种观念。insect 来自拉丁语 insectum，本意是“cut up”（切断）。entomology 来自希腊语

entomos，本意也是“cut up”（切断）。 

insect： ['ɪnsekt] n.昆虫 



英语词源故事集锦——钱磊博士编著 

                 新浪微博：weibo.com/qianlei888   昵称：钱博士趣味英语                175  

entomology：[ˌentə'mɒlədʒi] n.昆虫学 

328. jaywalker（乱穿马路者）：呆头呆脑的松鸡 

英语单词 jaywalker 由 jay（松鸡）+walker（行人）构成，指的是像松鸡那样不守交通

规则、乱穿马路的行人。jay（松鸡）是美洲大陆的一种鸟，性喜喧闹，行为莽撞，在美国

俚语中常被用来比喻“乡巴佬”、“无经验的人”。当乡下人第一次来到大城市时，面对车

水马龙不免手足无措，往往会不遵守交通规则而在马路上乱穿乱跑，就像松鸡一样。因此人

们就杜撰了 jaywalker 一词来表示这种不守交通规则、乱穿马路的行人。 

jaywalker：['dʒei,wɔ:kə] n.不守交通规则、乱穿马路的人 

jaywalk：['dʒeɪwɔːk] vi.乱穿马路 

329. kite：以猛禽命名的风筝 

英语单词 kite 来自古英语，原本是一种猛禽的名字，很可以是模仿这种猛禽的叫声来命

名的。17 世纪 60 年代，人们开始用 kite 来表示“风筝”，因为风筝在空中飞行的样子与 kite

这种猛禽很像。 

kite：[kaɪt] n.风筝 

330. lettuce：能分泌乳汁般汁液的莴苣 

lettuce（莴苣）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蔬菜，其茎部称为“莴笋”，叶子称为“生菜”。单词

lettuce 来自拉丁语 lactuca，源自 lactis（乳汁），同源词有 lactate（分泌乳汁、喂奶）。莴苣

之所以得此名，是因为莴苣茎部切开后，能分泌状如乳汁的白色汁液。 

lettuce：['letɪs] n.莴苣，莴笋，生菜 

lactate：[læk'tet] vi.分泌乳汁，喂奶 

331. lobster：形如蝗虫的龙虾 

英语单词 lobster（龙虾）来自拉丁语 locusta，与英语单词 locust（蝗虫）同源。之所以

如此，是因为龙虾的形状与蝗虫颇为相似。受古英语单词 loppe（蜘蛛）的影响，“龙虾”在

古英语中拼写为 loppestre，到了现代才演变为 lob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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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bster：['lɑbstɚ] n.龙虾 

locust：['ləʊkəst] n.蝗虫 

332. Mesopotamia：两条河流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 

在西亚的阿拉伯半岛北部有两条主要河流：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条河流之间土

地肥沃、灌溉便利，诞生了人类早期文明之一——两河文明。这片区域在希腊语中称为

mesopotamia，由 mesos（中间）和 potamos（河流）组合，字面意思就是“两条河流之间的”。

英语单词 Mesopotamia（美索不达米亚）就来源于此。美索不达米亚的位置就是现代的伊拉

克，“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指的就是两河流域诞生的古代文明。 

Mesopotamia：[,mesəpə'teimiə] n.美索不达米亚 

333. mosquito：小飞虫 

蚊子的体型通常很小，因此在古代西班牙语中被称为 mosquito，是 mosca（飞虫）的指

小形式，字面意思就是“小飞虫”。英语单词 mosquito 就直接来自西班牙语。 

mosquito：[mə'skito] n.蚊子 

334. muscle：像“小老鼠”一样的肌肉 

大家有没有发现英语单词 muscle（肌肉）和 mouse（老鼠）长得有点像？其实这两个单

词还真有渊源。英语单词 muscle 来自拉丁语 musculus，是 mus（老鼠）的指小形式，其实

就是“小老鼠”的意思。之所以有这种说法是因为古罗马人觉得人体中的肌肉很像一只一只

小老鼠。无独有偶，希腊语和德语中，“肌肉”和“老鼠”就是同一个词，阿拉伯语中的“肌

肉”和“老鼠”的拼写也很接近。 

muscle：['mʌs(ə)l] n.肌肉 vt.加强，使劲搬动，使劲挤出 vi.使劲行进 

335. nightingale：夜晚唱歌的夜莺 

夜莺属于雀形目鹟科，鸣唱出众，音域极广，是少有的夜间鸣叫的鸟类，故此得名“夜

莺”。无独有偶，在英语中，表示“夜莺”的单词 nightingale 也是“夜间唱歌”的意思。它

来自古英语，由 night（夜晚）+in（连接成分）+gale（唱歌）构成，字面意思就是“夜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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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其中，gale 来自古英语 galon（唱歌），与 giellan（yell，叫喊）有关。 

nightingale：['naɪtn,gel] n.夜莺 

336. onion：紧密团结的洋葱 

英语单词 onion（洋葱）和 union（团结）拼写十分接近，这是因为它们都来自同一个

拉丁词源 unio（一致、统一）。洋葱被叫做 onion 是因为它由紧密团结的许多层组成。 

onion： ['ʌnjən] n.洋葱，洋葱头 

union： ['junɪən] n.团结，联盟，协会，联合 

337. orchid：根部像男人睾丸的兰花 

提起兰花，我们脑子里会涌现一种优雅脱俗的花朵。但在西方很多国家的文字里，有些

墨守成规的礼法人士在女士面前却羞于提起兰花。原来，英语中表示“兰花”的单词 orchid

来自希腊语 orchis（睾丸）。因为兰花是孖根植物，根部与男子睾丸一样成双成对且形状相

似。在古英语中“兰花”和“睾丸”都是 orchid，后来为了避免误解和文雅，就用 testicle

来表示“睾丸”，而用 orchid 专指兰花。至今 orchid 作为词根在一些医学术语中还是指“睾

丸”，如 orchiopexy（睾丸固定术）。 

orchid：['ɔːkɪd] n.兰花，兰科植物，淡紫色 adj.淡紫色的 

338. oyster：有硬壳的牡蛎 

牡蛎（oyster）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有壳类海产。它的英文名 oyster 来自希腊语 ostreon，

由表示“骨骼”的原始印欧语词根 ost 衍生而成，字面意思就是“有硬壳的生物”。古代希

腊人刚从海中见到牡蛎时，发现它全身都封闭在坚固的硬壳中，所以就管它们叫做“有硬壳

的生物”。 

oyster： ['ɔɪstɚ] n.牡蛎，蚝，沉默寡言的人 

339. pedigree：形如鹤脚的家谱 

英语单词 pedigree（家谱）源自古法语中的 pied de gru（foot of crane），因为鹤的脚丫

形状与树状的家谱图很像。pedigree 中的 pe=foot，如 impede（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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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igree：['pedɪgriː] n.家谱，血统 adj.纯种的 

340. peninsula：几乎与大陆隔离的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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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la 表示“隔离”，如 insulate

（隔离、绝缘）。所以 peninsula 的字面意思就是“几乎与大陆隔离”，中文译为“半岛”。 

peninsula：[pɪ'nɪnsjʊlə] n.半岛 

341. petroleum：从岩石中流出的石油 

petroleum（石油）是一种存储在地壳上层的粘稠液体。早在公元前 10 世纪之前，古埃

及、古巴比伦和印度等文明古国已经采集天然石油用于建筑、防腐、粘合等用途。英语单词

petroleum 来自希腊语，由希腊语的 petra（岩石）和 oleum（油），字面意思就是“从岩石中

流出的油”。 

中国也是世界上较早发现和利用石油的国家之一。东汉的班固（公元 32-92 年）所著《汉

书》中记载了“高奴有洧水可燃”。宋朝的大科学家沈括经过实地考察后，首次将这种矿物

质称为“石油”。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中提到，“鄜、延境内有石油……颇似淳漆，燃之

如麻……此物后必大行于世。” 

petroleum：[pɪ'trəʊlɪəm] n.石油 

342. pineapple：形似松果的菠萝 

在古代欧洲，apple 一词被用来表示任何一种树或灌木的果实。pineapple 的原意是松树

（pine）的球果，即“松果”。17 世纪中期，一位意大利著名旅行家彼特罗·代拉·瓦勒（Pietro 

della Valle）的著作流传至英国。他在著作中提到，在新大陆的热带地区有一种水果，形状

很像 pineapple（松果）。其他很多人也注意到了菠萝和松果在外形上的相似性。因此，在英

语中菠萝也被称为 pineapple，而松果则用 pine cone 来表示。 

pineapple： ['paɪn'æpl] n.菠萝，松果 



英语词源故事集锦——钱磊博士编著 

                 新浪微博：weibo.com/qianlei888   昵称：钱博士趣味英语                179  

343. pomegranate：有许多颗粒的石榴 

英语单词 pomegranate（石榴）来自拉丁语 pomum granatum，字面意思就是“有许多颗

粒的水果”，由 pome（水果）+ grenate（许多颗粒）构成。石榴得此名称是因为它切开后

里面含有大量颗粒状的石榴籽。 

pomegranate：['pɒmɪgrænɪt] n.石榴 

344. search：鹰在空中盘旋搜寻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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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rch：n.v.搜索，搜寻，探究，搜查 

research：n.v.反复搜索，调查，研究 

345. sider-：太空陨石的主要成分 

英语词根 sider 源自拉丁语 sideris，本来表示“星星”，如 consider（考虑，观察群星）。

古人发现星星掉下来后变成了陨石，而陨石的主要成分是铁，所以词根 sider 又衍生出“铁”

的含义。 

sidereal：[saɪ'dɪərɪəl] adj.恒星的，星星的 

siderite： ['saɪdəraɪt; 'sɪd-] n.菱铁矿，陨铁。记：sider 铁+ite 矿石→菱铁矿 

siderolite：['saɪdərəlaɪt] n.铁陨石。记：sider 铁，星星+lite 小东西→掉下来的小星星→铁

陨石 

 

346. sunflower：形如太阳的向日葵花 

向日葵又名朝阳花，因其花常朝着太阳而得名。英语称之为 sunflower（太阳花），因为

其盛开的黄花形如太阳。 

sunflower：['sʌnflaʊə] n.向日葵，朝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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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tulip：形如穆斯林头巾的郁金香花 

一提起郁金香（tulip），人们往往最先想到的就是荷兰。没错，郁金香是荷兰种植最广

泛的花卉，也是荷兰的国花。很少有人知道，其实郁金香的故乡在中亚，包括西域即现在的

新疆，16 世纪后才传入欧洲。中国唐朝大诗人李白留下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

珀光”即为明证。由于郁金香花似穆斯林头巾，所以波斯语称之为 dulband，土耳其语称为

tulbend，意即“穆斯林头巾”。该词通过拉丁文和法语进入英文，演变成 tulip 这一形式。土

耳其语 tulbend 一词通过另一渠道进入英文，拼写为 turban，仍指“穆斯林头巾”。 

tulip：['tjuːlɪp] n.郁金香 

turban：['tɝbən] n.穆斯林头巾 

348. vegetable：能够繁茂生长的植物 

英语单词 vegetable 在 18 世纪前指的是任何植物，并不特指人类可以食用的“蔬菜”。

它来自拉丁语 vegetabilis，前半部分来自 vegere（生长、活跃），字面意思就是“能够生长的”，

用来区分“能够活动的”（即动物）和“不能生长的”（无生命物质）。vegetable 原本表示

任何植物，18 世纪之后，词义缩小，用来表示可以食用的植物，即“蔬菜”。 

vegetable：['vɛdʒtəbl] n.蔬菜，植物，植物人 adj.蔬菜的，植物的 

 

（四） 工具技术 

349. adobe：古埃及人用于建筑的泥砖 

在古埃及时代，由于尼罗河一带缺少木材，因此古埃及建筑的通常是采用大量的泥砖和

石头建成。其中，石头一般用在金字塔陵墓和神庙等宗教建筑，而泥砖则用在王室宫殿、城

墙、城镇和神庙旁的附属建筑。建筑用的泥砖原料主要来自尼罗河沿岸的淤泥。古埃及人取

得泥土后，会将泥放入模具中，并放置在阳光强烈处来干燥硬化，最后成为泥砖。这种用泥

砖盖房屋的方法在埃及的一些地方仍在沿用。古埃及的一些建在高地上的泥砖建筑村落、神

庙和陵墓目前依然存在，如村庄德尔巴拉梅迪纳、小镇莱红和堡垒巴衡等。 

英语单词 adobe 源自古埃及的科普特语 tube，意为“泥砖”。后来流传至阿拉伯，加上

定冠词 al 后变成了阿拉伯语 al-tob，后来拼写变为 attob。穆斯林占领西班牙后，该单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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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西班牙进入英语，最终演变为英语单词 adobe。 

adobe： [ə'dəʊbɪ; ə'dəʊb] n.泥砖，砖坯 

350. board：用途广泛的木板 

英语单词 board 的本意是“木板”。由于木板可以用于多种用途，所以单词 board 也从

“木板”衍生出多种不同含义。古代西方人吃饭时的餐桌最初就是一块长木板，所以 board

一词衍生出“膳食”的含义。开会的会议桌最初也是一块长木板，所以 board 一词又衍生出

“董事会”的含义。古代小船基本上就是由几块木板构成的，所以board又可以延伸表示“木

船”用作动词时表示“上船、上火车、上飞机”。单词 aboard 就是“在船上”的意思。后来，

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aboard 的词义也随之扩展，除了可以表示“在船上”外，还可以表示

在火车上、在飞机上。 

board：[bɔːd] n.木板，膳食，董事会，甲板 vt.上（船、火车、飞机）、提供膳宿 vi.寄宿 

boarding：['bɔːdɪŋ] adj.寄宿的，供膳的 

aboard：[ə'bɔːd] adv.在船上，在火车上，在飞机上 

351. broom：用金雀花枝叶制造的扫帚 

英语单词 broom 在辞典中有两个释义：1、扫帚，2、金雀花。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事

物是怎么扯到一起的呢？原来，在古英语中，用来表示“扫帚”的单词原本是 besom，而单

词 broom 表示“金雀花”，一种长荆棘的小灌木。本来这两个词毫无关联，但由于人们常

常使用金雀花的枝叶来制作扫帚，因此人们将这种用金雀花枝叶制造的扫帚称为 broom。随

着时间流逝，broom 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逐渐替代了 besom 一词，成为“扫帚”的代名词。 

broom：[bruːm] n.扫帚，金雀花 vt.扫除 

352. bo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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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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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数字与数数方法之间的联系 

在很多古代文化中，数字与人们用手指头和脚趾头数数的方法相关。生活在温暖地区的

人通常是光着脚的，数数时把脚趾头也用上，因此采用了二十进制的计数方法。而古代日耳

曼名族生活在冰雪覆盖的北欧，一年四季都需要穿鞋，因此只用十个手指头来数数。数到十

时已经用完了所有手指头，因此“十一”在古英语中叫做 enleofan，意思就是“（十个手指

头用完后）还剩一个”，后来演变为现代英语中的 eleven（十一）。“十二”在古英语中叫

做 twelf，意思就是“（十个手指头用完后）还剩二个”，后来演变为现代英语中的 twelve

（十二）。 

eleven：[ɪ'lev(ə)n] n.十一 

twelve：[twelv] n.十二 

354. 与芬香精油有关的单词 

古人很早就开始尝试从芬香植物中萃取精油和药膏，用于保健、提神、治疗、防腐、杀

菌等多种用途。在公元前 3000 年时，古埃及的“医学与治疗之神”伊姆茶提普就使用从植

物中萃取的油和膏药治疗疾病。古埃及人在制作木乃伊时还广泛使用芳香精油做为防腐剂和

化妆品。考古学家曾经在公元前 5 世纪的米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墓中发现了用来蒸馏植物的器

具。 

中世纪“黑死病”横行欧洲时，那些贩卖从尸体上剥下来的衣服的盗贼们使用花草制成

的芳香剂来消毒防腐，从而避免感染瘟疫。这些花草所具有的杀菌、消毒作用令人瞩目，使

用芳香精油和花草的医疗在 17 世纪的欧洲迎来了黄金时期。当西方医学和药物学兴盛了一

百多年之后遇到了瓶颈，19 世纪中，芳香精油和花草再度受到重视，成为新的“芳香疗法”

并发展至今。 

古希腊人将从芳香植物中萃取的精油或药膏称为 aroma。该词经由拉丁语在 13 世纪初

进入英语，最初用来表示“具有芳香气味的物质”。19 世纪后，该词的词义逐渐转变为“芳

香气味”。但在 aroma therapy（芬香疗法）中，aroma 依然保留原意，指的是芬香物质而非

芬香气味。 

同样，古代阿拉伯人很早就学会了使用芬香植物制作芬香气味的药膏，可用来治疗外伤、

缓解疼痛，类似于我们中国的中药。这种芬香药膏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 basham。这个单词

经过不同途径，最终演变为英语中的 balm（镇痛软膏）和 balsam（香脂）两个单词。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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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中，balm 一词可以用来表示很多种护肤品，如眼霜唇膏之类。 

aroma：[ə'rəʊmə] n.芬香，香气 

aroma therapy：n.芬香疗法 

balm：[bɑm] n. 香油；镇痛软膏；香峰草，香树膏 

balmy：['bɑmi] adj.芬香的，温和的，止痛的 

balsam：['bɔlsəm] n. 香脂；凤仙花；香膏；产香脂的树 

355. grape：用来采集葡萄的钩子 

在英语中，葡萄酒是 wine，葡萄藤是 vine，为什么葡萄偏偏是 grape 呢？原来，在古英

语中，葡萄本是 winberige（wine berry），后来才被来自古法语的 grape 取代。而 grape 源自

古日耳曼语 krappon，本指采集葡萄的钩子，其根本词义是“弯曲”。与此同源的英语单词

还有 grapnel（抓钩）、crumple（使起皱）、crimp（使卷曲）、cramp（抽筋）、cripple（跛子）。 

grape：[greɪp] n.葡萄，葡萄酒，葡萄树 

356. pastel：用植物叶子制成的蓝色染料 

中国古人在三千多年前就发明了使用蓼蓝以及菘蓝、木蓝、马蓝等植物叶子制成蓝色染

料的工艺，将这种染料称为“蓝靛”或“靛青”。战国时期荀况的千古名句“青出于蓝而胜

于蓝”就源于当时的染蓝技术。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中就记载：“凡蓝五种、皆可为靛”。

无独有偶，古代西方人同样掌握了使用这些植物叶子制造蓝色染料的方法。在拉丁语中，这

种蓝色染料被称为 pastellus，是单词 pasta（面团）的指小形式，意思就是“小面团”，因为

这种染料的初始形态就是将植物叶子捣碎后形成的糊状物。后来，该词经过意大利语、法语

进入英语，演变为 pastel 一词，词义也发生变化，用来表示“粉蜡笔”，因为这种蜡笔原本

就是用这种蓝色染料做成的。 

与 pastel 同源的单词还有 pasta，它直接来自意大利语和拉丁语 pasta，指的是意大利的

一种面食，本意就是“面团”、“面糊糊”。去西餐厅点餐时，千万不要把 pasta（意大利面）

和 spaghetti（意大利细面条）搞混。 

pastel：[pæ'stɛl] n. 粉蜡笔；粉蜡笔画 adj. 柔和的；彩色蜡笔的，粉蜡笔的 

pasta：['pɑstə] n.意大利面，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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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spunk：形如海绵的火绒 

在古代苏格兰，人们使用一种干燥松软、形如海绵的木材充当引火的火绒。在苏格兰语

中，海绵（sponge）被称为 spong。因为这种火绒形如海绵，因此也被称为 spong。当人们

发怒或奋勇拼搏时，看起来就像是人体内的火绒被点燃了，因此 spong 便常常用来比喻人体

内的怒火或勇气。英语单词 spunk 就来自苏格兰语 spong，其本意“火绒”已经几乎被人遗

忘，而其比喻义反而用得更加普遍。 

spunk：[spʌŋk] n.勇气，精神，怒火；火绒，引火物 v.鼓起勇气，发怒 

sponge：[spʌndʒ] n.海绵，海绵状物 

358. straw：最早用作吸管的天然麦秆 

英语单词 straw 的本意是农作物的茎秆，如麦秆，稻草，它与“吸管”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人类最早用作习惯的材料就是天然的麦秆。19 世纪时，美国人喜欢喝冰凉的淡香酒。

为了避免口中的热气冲淡酒的冰冻味道，人们使用天然的麦秆来吸饮。但是天然麦秆容易折

断，并且不够卫生。1888 年，一名叫做马尔温•斯通（Marvin Stone）的美国卷烟制造商从

卷烟中得到启发，使用打蜡的纸做成了喝饮料的吸管（drinking straw），并申请了专利。这

项发明不仅为亿万消费者提供了便利，还有效降低了蛀牙的发生率。 

最初，人们使用 drinking straw 来表示吸管，后来直接简化成了 straw。 

straw：[strɔː] n.农作物的茎秆，麦秆；吸管；无价值的东西 adj.稻草的，无价值的 

strawberry：['strɔːb(ə)rɪ] n.草莓，草莓色 

straw man：n.稻草人 

359. taper：用纸莎草做成的灯芯 

对于古代埃及人而言，纸莎草（papyrus）是一种用途十分广泛的材料，除了用来造纸

以外，埃及人还使用纸莎草的芯来制作灯芯，放在灯油里用来照明。蜡烛发明后，人们又用

纸莎草芯来制作蜡烛芯。taper 的本意就是用纸莎草的芯做出的灯芯或蜡烛芯，后来还可以

用来表示含有这种芯的细蜡烛。我们不难看出，taper 的拼写和 paper（纸张）十分接近，这

是因为它们最初都来自纸莎草。 

taper：n.蜡烛芯，细蜡烛，锥形物 v.逐渐减少或减弱，（使）成为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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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abacus：古代希腊人用于算数的沙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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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aftermath：第一次刈割后的再生牧草 

英语单词 aftermath 是 after math（数学之后）的意思吗？当然不是。这里的 math 来自

古英语 mæð，等于 mow（割草）。该词的由来与牧人多次刈割牧草的做法有关。牧草拥有很

强的再生能力，能在刈割或放牧后再次生长。游牧民族很早就发现了牧草的再生能力，并在

放牧时加以充分利用。在古英语中，人们将第一次刈割后的再生牧草称为 aftermath，意思

就是“after the first mowing”（经过初次刈割后），即“再生草、第二茬草”。后来，aftermath

的词义逐渐扩充，除了牧草以外，还可以表示其他事物的第二波次，如地震的余波。后来词

义继续扩大，用来表示某一事物带来的结果。由于第二茬牧草的质量往往不如头生的，所以

aftermath 往往表示不好的结果，中文中一般译为“后果”。 

aftermath：['ɑːftəmæθ] n.后果，余波，再生草 

362. alkali：古阿拉伯人从灰烬中提取的碱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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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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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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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kali：['ælkəlaɪ] n.碱 adj.碱性的 

alkaline：['ælkəlaɪn] adj.碱性的，碱的 

363. amalgam：能够“点石成金”的神秘药膏 

中世纪时，有些炼金术士宣称自己掌握了“点石成金”的本领。他们将一种神秘的药膏

涂抹到铁、铜等贱金属的表面，过段时间后就会发现这些贱金属的表面金光闪闪，好像变成

了黄金。这种能够“点石成金”的神秘药膏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 al-malgham（软化剂），可

能来自希腊语 malagma（软化物）。英语单词 amalgam 就来源于此。 

这种神秘药膏其实是水银和黄金等贵重金属的合金，学名是“汞齐”，俗称“软银”。中

国古代道教认为它是长生不老药的成分之一，可用于补牙。将汞齐涂抹到铁、铜金属表面后，

汞齐里含有的水银会逐渐挥发，在金属表面留下一层贵金属的镀金，就能造成“点石成金”

的假象。 

amalgam：[ə'mælgəm] n.汞合金，汞齐 

amalgamate：[ə'mælgəmeɪt] v.（金属）汞齐化，混合 

364. aplomb：利用铅垂来确定垂直线 

古人很早就发现铅的比重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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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建筑、测深等领域广泛使用铅垂。英语中表示“铅”的单词 plumb 来自

拉丁语 plumbum。它既能表示“铅”这种物质，还可以表示“垂直的”、“使垂直”等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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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铅垂不易受风或水流影响而左右乱动，所以 aplomb

引申出“沉着、泰然自若”的含义。 

aplomb：[ə'plɒm] n.垂直，沉着，泰然自若 

plumb：[plʌm] n.铅垂，垂直 adj.垂直的 vt.使垂直，探索，探测 

plumbing：n.铅工业，水管 

365. archite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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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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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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asbestos：无法烧尽的石棉材料 

石棉（asbestos）是一种天然的纤维状硅酸盐类矿物质，具有高度耐火性、电绝缘性和

绝热性，是重要的防火、绝缘和保温材料。石棉呈纤维状，可以从中获得细长的纤维。古代

希腊人和罗马人很早就认识到了石棉的这种特性，并用它来制造各种器具。他们用石棉纤维

来制造毛巾、餐巾、衣物、建筑材料等。由于石棉耐火，当用石棉编织而成的物品脏了后，

只需要将其投入火中，烧一会儿后再取出来又洁白如新了。由于石棉无法被火烧尽，因此古

希腊人将其称为 asbestos，由 a（not）+sbestos（灭绝）构成，字面意思就是“不可灭绝，烧

不尽”。 

asbestos：[æs'bɛstəs] n.石棉 adj.石棉的 

367. balance：由两个秤盘构成的天平 

世界上最早的天平是古埃及人发明的。在 7000 多年前，古埃及人就发明了一种悬挂式

的天平来给麦子称重。这种天平有两个秤盘，分别悬挂在秤梁的两边，使用的是石头做成的

砝码。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天平出自上埃及第三王朝，约公元前 2500 年。 

古希腊人也会使用天平，并最早创造了衡器理论。古希腊科学家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

和阿基米德都曾经研究过等臂杠杆的平衡、稳定性以及天平灵敏度与臂长的关系。古希腊人

所使用的天平与古埃及天平类似，也是由两个秤盘构成。 

到了古罗马时期，出现了杆秤，即只使用一个秤盘和一个秤砣，通过秤砣在秤梁上的位

置来确定秤盘上的货物的重量。与需要两个秤盘和多个不同刻度的砝码的天平相比，杆秤无

疑更加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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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单词 balance 最初的本意是“天平”。它源自古拉丁语 bilanx，由 bi（two，两个）

+lanx（pans，盘）构成，指的就是“由两个秤盘构成的天平”。后来，该词又逐渐衍生出

“平衡”的比喻之意，再在财会领域中，由“财务平衡表的差值”而衍生出“余额”之意。 

balance： ['bæl(ə)ns] n.天平，平衡，余额 vt 使平衡，使相称，结算 vi.保持平衡，抵消。 

368. balk：农田中的田脊或田埂 

英语单词 balk 的最初含义是农田中没犁过的条状区域，即两条犁沟之间的田脊或分割

两块农田的田埂。作为动词时，表示“在犁地时留下田脊或田埂不犁”，引申为“（有意）

忽略”。由于犁过的农田都是平整的，而田脊或田埂高高突出在农田之上，因此 balk 作名

词时又衍生出“障碍、梁木”等含义，作动词时又衍生出“阻碍、阻止、退缩、止步不前”

的含义。在体育运动中，还可以表示动作中断违规，如棒球运动中投手做出投球动作后却没

有投球，跳远运动员跑过起跑区域后没有起跳，马术表演的马在栏杆前突然止步不前。 

balk：[bɔːlk; bɔːk]n.障碍，田脊，田埂，梁木 vt.忽略，阻碍，阻止 vi.犹豫，退缩，止

步不前，（棒球）佯投。 

369. ballast：用来增加船只稳定性的压舱物 

古代人在使用帆船航行时发现，如果船底太轻，帆船很容易被风刮得东倒西歪，无法稳

定行驶。因此，为了增加帆船的稳定性，他们会在帆船底部放置一些重物。如果船上的货物

已经全部卖出，就只能用一些无用的重物如石头来压在舱底。这种没有价值的压舱物在英语

中就叫做 ballast，在古英语中由 bar（=bare，空的，光的，无用的）+last（=load，负载）构

成，字面意思就是 bare load（无用负载）。在修建铁路时，需要在路基上铺上道渣碎石来压

实路基土方。这种道渣碎石也可以称为 ballast。 

ballast：['bæləst] n.压舱物，压载物，道渣碎石 vt.给……装压舱物，给……铺道渣 

370. barge：古埃及人用来运输货物的驳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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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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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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bellwether：系铃铛的领头公羊 

中文中有“领头羊”的说法，英语中也有个对应单词 bellwether。该单词由 bell（铃铛）

+wether 构成。wether 今指“阉羊”，在古英语中指“公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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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单词 bellwether 一般用来比喻各个领域

的领军者或引领潮流或趋势的人物或事物，如 bellwether stock 指的就是人们相信能够代表

某一行业、市场或板块的发展趋势的股票。 

bellwether：['belweðə(r)] n.领头羊，领导者，领军人物 

372. bend：给弓绑上弓弦 

单词 bend 的本意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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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单词的拼写上，我们还能看出 bend 与含有

“捆绑”含义的单词 bond、band、bind 很像，因为它们都是同源单词。 

bend：[bend]vi.弯曲，屈服 vt.使弯曲，使屈服 n.弯曲 

bond：[bɒnd]vi.结合，联系在一起 vt.使结合 n.结合，约定，债券 

band：[bænd]vi.用带绑扎 n.乐队，一群，带，波段 

bind：[baɪnd] vi.结合，装订，有约束力 vt.绑，装订，包扎 n.捆绑，困境 

373. blanket：制作毛毯的白色毛绒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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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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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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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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blueprint：复印机发明之前的蓝色设计图样 

在复印机发明之前，工程设计人员使用一种特殊药水把设计图样描画到一张描图纸上，

再通过晒图机将图样复印到更多图纸上。由于通过这种方式复印出来的图样是蓝色的，所以

称为 blueprint（蓝图）。 

blueprint：['bluːprɪnt] n.蓝图；计划；设计图 vt.为…制订计划 

375. bugle：用小牛角制成的号角 

英语单词 bugle 其实是 bugle horn 的缩写，bugle 一词来自拉丁语 buculus，本意是“小

牛”，是 bos（牛）的指小形式，进入法语后拼写变为 bugle。古人用小牛的角做成号角，称

为 bugle horn，进入英语后简略为 bugle。 

bugle：['bjuɡl] n.号角，喇叭，军号 v.吹号集合 

bugler：['bjuɡlɚ] n.喇叭手 

376. calculate：用石子计数 

古代罗马人很早就学会了使用石子来计数。据记载，在公元前 15 世纪，古罗马的工程

师 Vitruvius 还发明了一种利用石子来计算距离的仪器。这种仪器安装在车轮上，车轮每转

动一次，就有一粒石子落到一个容器里。通过数容器里的石子就可以算出车轮驶过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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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语 calculus 表示鹅卵石或小石子。由于石子在算术中的广泛应用，calculus 一词进入英

语后，除了表示“结石”外，还可以表示“微积分”。英语单词 calculate（计算）则源自拉

丁文 calculatus，后来表示使用石子计数的做法。英语单词 calcium（钙）也与 calculus 有关，

因为石头的主要成分就是钙。 

calculus： ['kælkjʊləs]n.结石，微积分 

calculate：['kælkjʊleɪt] v.计算，打算，预测 

calcium：['kælsɪəm] n.钙 

377. calibre：用于制造物品的模具 

古代阿拉伯人很早就开始使用模具来制造物品，例如在生产鞋时，先制造一个外形接近

人脚的模具，也就是所谓的“鞋楦”，然后利用鞋楦就可以制造出大量尺寸和外形几乎一样

的鞋来。后来出现了金属铸造技术，模具更得到了大量应用。在阿拉伯语中，将鞋楦以及各

种模具都称为 qalib。该词到了法语中变成了 calibre，在英语中的拼写也一样。但在美式英

语中，拼写变成了 caliber。该词的词义也有所变化，从表示模具本身变为表示模具的尺寸。 

在军事领域，calibre 一词最早用来表示用来制造火炮的模具，后来用来表示火炮的炮管

及炮弹的口径。小型的火枪问世后，用来表示枪管及子弹的口径。后来这个单词的词义发生

泛化，可以泛指各种度量衡，并引申出“水准、才干”等含义。 

calibre： ['kæləbɚ] n.口径，才干，水准，器量 

calibrate：['kælɪbreɪt]vt.校正，调整，测量口径 

calibration：[kælɪ'breɪʃ(ə)n] n.校正，刻度，标度 

caliper：['kælɪpə] n. 卡尺；卡钳 vt. 用测径规测量；用卡钳测量。等于 calliper 

378. camera：用来成像的小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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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era：['kæm(ə)rə] n.照相机，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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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 canvas：用大麻制成的粗帆布 

英语单词 canvas（帆布）和 canvass（细查）的拼写只有一字之差，它们之间有什么关

系呢？原来，它们来源相同，只是一个用作名词，一个用作动词。它们都来自希腊语 kannabis

（cannabis，大麻），本意是用大麻制成的粗帆布。由于古代人用这种粗布来筛东西，所以用

作动词时表示“筛”，进而衍生出“细查、细究、详细讨论”等含义，后来又衍生出“劝诱、

拉选票”的含义。而用作名词时，表示“帆布”。由于油画都使用帆布，所以还可以表示“画

布”。 

canvas： ['kænvəs] n.帆布，画布 adj.帆布的 

canvass： ['kænvəs] vt.细究，彻底检查，向……拉选票 vi.游说，拉选票 n.细查，讨论，

劝诱 

cannabis：['kænəbɪs] n.印度大麻 

380. caulk：用于船体填隙的石灰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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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与石灰有关。caulk 来自拉丁语 calicare，而后者来自名词 calx（石灰、石灰岩）。与 caulk

同源的单词是 chalk（粉笔、白垩）。 

caulk：[kɔk] vt.填隙使不漏水，捻缝 

chalk：[tʃɔk] n.粉笔，白垩 

381. chemistry：古阿拉伯人的炼金术 

在古代，有很多人希望能找到一种方法，将低贱的金属变为金子。这种方法就是所谓的

炼金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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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kimiya 据说是埃及的古称，字面意思是“黑色泥土构成的大地”。炼

金术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后，其名称 al kimiya 演变成了英语中的 alchemy（炼金术），炼金

术士自然就是alchemist，后来又演变为chemist。表示化学的词根chemi-就源自于此，chemistry

（化学）就源自炼金术 alch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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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chemy： ['ælkɪmɪ] n.炼金术，炼丹术，魔力 

alchemist： ['ælkɪmɪst] n.炼金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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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cliche：可以反复使用的铅版块 

单词 cliche来自法语，原本是印刷工人的行话，表示“铅版块”，是法语动词 clicher（click，

点击）的过去分词名词形式，可能是模拟制版时模子撞击融化金属时发出的声音。由于这些

铅版是反复使用的，因此 cliche 就衍生出“陈词滥调”的含义。 

cliche：['kli:ʃei] n.陈词滥调，陈腐思想，铅版 adj.陈腐的 

383. digit：古人用手指头来数数的习惯 

单词 digit 源于拉丁语中表示“手指、脚趾”的单词 digitus，所以 digit 的原意也是“手

指、脚趾”的意思。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有用手指头来数数的习惯，所以 digit 又用来表示“从

0 到 9 中的任何一个数字”，也就是说是个位数，而单词 number（数）则可以表示多位数。 

20 世纪中期，科学家们开始研发计算机。与以往使用连续模拟量的设备不同，计算机

中使用一系列离散的数字（digit）进行运算。科学家们将这种技术称为 digital（数字化）技

术。因此，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单词 digit 和 digital 也得到了越来越频繁的使用。 

植物“洋地黄”在英语中是 digitalis。因为这种植物的花长得像手指，故此得名。单词

digitalize 既可以表示“数字化”，也可以表示“用洋地黄治疗”。 

digit： ['dɪdʒɪt] n.数字，手指或脚趾，一指宽。 

digital： ['dɪdʒɪt(ə)l]adj.数字的，手指的。 

digitalis：[,dɪdʒɪ'telɪs] n.洋地黄 

digitalize：['dɪdʒɪtəlaɪz]vt.数字化，用洋地黄治疗 

digitalization：[,dɪdʒɪtəlɪ'zeʃən]n.数字化，洋地黄疗法，洋地黄丸 

384. embark：用木头制造小船 

英语单词 embark 由 em（in）+bark（树皮）构成，bark 一词由“树皮”引申为“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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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古代用木头制造小船，bark 在此表示“用木头做成的小船”，因此 embark 的字面意思

就是 in ship（在船上）。当人们跳入船中时也就是船开始航行之际，因此 embark 又引申出“开

始，着手”的意思。 

embark： [ɪm'bɑrk] vi.从事，着手，上船或上飞机 vt.使从事，从上船 

385. engine：设计精巧装置所需的天赋 

我们知道，在现代英语中，engine 一词表示“发动机”。那么，在发动机问世之前，engine

表示什么呢？其实，engine 来自拉丁语 ingenium，由 in（内在）+gen（产生）+ium（名词

后缀）构成，意思是“天赋，内在才能”。12 世纪左右进入法语后演变为 engin，表示“技

能、才智、诡计、战争器械”等含义。13 世纪左右进入英语后演变为 engine，词义演变为

“（战争中使用的）精巧的机械装置”。当蒸汽机问世后， engine 通常专指从自然界获取

能量并将其转换为机械能的装置，即中文所说的“发动机”。与它同源的英语单词有

ingenious（心灵手巧的）、ingenuity（独创性）。 

engine：['endʒɪn] n.引擎，发动机，机车，火车头 

engineer：[endʒɪ'nɪə] n.工程师，工兵 v.设计，策划，建造 

ingenious：[ɪn'dʒiːnɪəs] adj.心灵手巧的，有独创性的，机灵的 

ingenuity：[,ɪndʒɪ'njuːɪtɪ] n.独创性，心灵手巧，精巧，精巧的装置 

386. fiasco：用来制造瓶子的低劣玻璃 

中世纪时，威尼斯的制造玻璃的工匠在生产时，会将有瑕疵的玻璃扔到一旁，用于制作

价格低廉的普通瓶子。因此，在意大利语中，人们用 far fiasco（制造瓶子）来表示“遭受惨

败”。fiasco 来自拉丁语 flasco，表示瓶子。英语单词 fiasco（惨败）就来源与此，与它同源

的单词是 flask（烧瓶）。 

关于意大利语中“瓶子”和“失败”的关联，还有一种说法，说意大利人经常在酒吧中

玩一种游戏，输的人就买一瓶酒给大家喝，所以原本表示“瓶子”的单词 fiasco 就衍生出“失

败”的含义，常用于表示“代价昂贵的失败”。 

不管哪一种解释，fiasco 与 flask 同源，原本表示“瓶子”，记住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记忆

这两个单词。 

fiasco：[fɪ'æskəʊ] n.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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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k：[flæsk] n.烧瓶，长颈瓶 

387. fool：空无一物的鼓风皮囊 

英语单词 fool 来自拉丁语 follis，本意是铁匠烧火鼓风用的皮囊。鼓风皮囊的特点就是

特别能吹，然而里面空无一物。因此古罗马人就用 follis（鼓风皮囊）来比喻那些夸夸其谈、

实际上脑子里空无一物的人。这就是英语单词 fool 的来源和初始含义。 

fool： [fuːl] n.傻瓜，愚蠢的人 v.愚弄，欺骗，戏弄 

foolish： ['fuːlɪʃ] adj.愚蠢的，傻的 

388. furlong：一对牛一口气能耕的长度 

在英国历史上，acre（英亩）的面积等于长为一弗隆（furlong）、宽为一链（chain）的

长方形的面积。而一弗隆（furlong）等于 660 英尺，一链（chain）等于 66 英尺。 

在古代英国通常使用一对牛来耕地。耕地时，一口气耕完一段距离后，就要调转犁的方

向，同时使牛也能得到短暂休息，然后再反向耕地。一对牛中途不休息、一口气能耕的距离

就叫做 furlong（弗隆），其实就是 furrow long（犁沟长度）的缩写，指犁出来的一条不中断

的犁沟的总长度。 

furlong：n.（英制长度单位）浪，弗隆 

furrow：['fʌrəʊ] n.犁沟，车辙，皱纹 v.犁，耕 

389. investigate：利用脚印来调查罪案 

通过脚印来追踪罪犯、勘探罪案的做法早已有之。英语单词 investigate 的词源就体现了

古代这种查案手法。它源自拉丁文 investigare，其中 in=into，表示“循着”，vestigare 源自

vestigium（脚印、痕迹），表示“跟踪”，所以 investigate 的字面意思就是“循着脚印跟踪、

探究”。英语单词 vestige（遗迹）同样源自拉丁文 vestigium（脚印、痕迹）。 

investigate： [ɪn'vestɪgeɪt] v.调查，研究 

investigation： [ɪn,vestɪ'geɪʃ(ə)n] n.调查，研究 

vestige： ['vestɪdʒ] n.遗迹，残余，退化的器官 

vestigial： [ve'stɪdʒɪəl; -dʒ(ə)l] adj.残余的，退化的，发育不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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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 laboratory：中世纪炼丹术士的炼丹场所 

英语单词 laboratory（实验室）来自中世纪拉丁文 laboratorium，labor 表示“劳作”，

laboratorium 意思就是“劳作的地方”，所以 laboratory 的本意也是“劳作的地方”。为什么

是“劳作的地方”呢？这是因为最初的实验室其实就是炼金术士炼金的场所。炼金是件费时

费力的活，需要炼金术士动手劳作，所以其场所就被称为 laboratory。即使到了现代，实验

室依然是科研人员动手劳作的场所，而不是空谈或冥思的场所。 

laboratory：['læbrə'tɔri] n.实验室，研究室 

391. lace：诱捕动物的套索 

英语单词 lace 来自拉丁语 lacium，本意是猎人用来诱捕动物的套索，后来词义演变为

可以绑缚的绳索，如鞋带（shoelace）。再往后又被用来表示衣服上用于装饰的网状物，即花

边。 

lace：[leɪs] n.蕾丝，花边，鞋带，饰带 v.系带子，用花边装饰 

392. menace：以喊叫威胁的方式驱赶牲畜 

古代人放牧、驱赶牲畜时比较粗暴简单，通常通过喊叫、威胁或鞭打的方式来驱赶牲畜，

这种方式在拉丁语中叫做 minare，进入法语后拼写为 mener。英语单词 menace（威胁）就

来源于此，本意指的是驱赶牲畜时人所发出的叫喊声、威胁声，兼有“威胁”和“驱策”的

含义。后来“驱策”的含义逐渐消失，仅仅表示“威胁、恐吓”，变成了 threaten 的同义词。 

还有一个单词也来源于此，那就是 amenable，由 a（=to，面对）+mener（驱赶、领导）

+able（能够），字面意思就是“能够面对领导”，引申为“顺从的、易于管教、易于屈服、

容易被说服的”，还可以表示“负有责任的、经得起检验的”。要注意这个词与 amend（改

善）并没有关系。 

menace：['menəs] n.v.威胁，恐吓 

amenable：[ə'miːnəb(ə)l] adj.顺从的，肯接受的；负有责任的；经得起检验的 

393. paragon：用来检验金子纯度的试金石 

古代西方人为了检验金子的纯度，常常使用一种用纹理细密的深色玉石做成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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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chstone）。将要检验的金子在试金石上摩擦，就可以根据划痕颜色来判断金子的纯度。

这种试金石在意大利语中被称为 paragone，它来自希腊语 parakonan，由 para（并列、对抗）

+ akone（磨石）构成。英语单词 paragon 就来源于此，本意就是这种试金石。因为试金石是

衡量价值的标准，因此衍生出“完美之物、模范”之意。 

paragon： ['pærəg(ə)n] n.完美之物，模范，试金石 adj.完美的 

394. plumber：古罗马人用铅制作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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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葡萄酒中加入铅粉不仅能去除葡萄的酸味，还能使酒味更加醇厚；用铅粉做成的

化妆品能够让妇女的皮肤更白。因此，古罗马人的贵族广泛使用铅制品，例如，他们把铅条

夹在木棍中用于书写，这就是“铅笔”一词的由来。他们还使用铅做成水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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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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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umb：[plʌm] n.铅，铅垂，垂直 adj.垂直的 vt.使垂直，（用铅垂）探测 

plumber：['plʌmə] n.水管工 

plumbing：['plʌmɪŋ]n.铅工业，水管工业，水管工作 

aplomb：n.垂直，沉着，泰然自若 

395. rubbish：切割石材时产生的无用碎石 

岩石坚固耐用，在古代是一种重要的建筑材料。人们用岩石修建房屋、桥梁等各种建筑，

还可以打造成各种器皿。在使用岩石时，通常需要先将整块岩石切割成整齐的石条、石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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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切割石材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碎石，这些碎石利用价值不高，通常会被丢弃掉。这种

无用的碎石在英语中称为 rubble，而英语单词 rubbish 就来自单词 rubble，词义也与它有关，

表示像碎石那样的无价值。 

rubble：['rʌb(ə)l] n.碎石，粗石、瓦砾 

rubbish：['rʌbɪʃ] adj.无价值的 n.垃圾、碎石碎屑、废物 

396. scale：古人用来度量的刻度 

英语单词 scale 的本意是“鳞”，如鱼鳞、蛇鳞等。古代人在标准的度量仪器出现之前，

都是使用简单的刻度来进行度量。比如，在一根棍子上刻下不同的刻度来代表不同长度，然

后就可以使用这些刻度来度量其他物体的长度了。这些平行的刻度看起来就像鱼鳞一样，所

以英语中就用原本表示“鳞”的单词 scale 来表示刻度。现在单词 scale 的众多含义都是从

“鳞”和“刻度”这两个基本意思衍生出来的。如刻有刻度的度量仪器、刻度所代表的比例

和规模、使用刻度进行度量的行为、给鱼刮鳞、梯子（中间的横杠就像刻度一样）、费劲地

攀爬（抓着梯子的横杠攀爬）。 

scale： [skeɪl] n.鳞，刻度，比例，规模，天平，数值范围 v.测量，刮鳞，攀爬，按比例

缩放 

397. score：古代的刻痕计数法 

在人类进化的早期，人们就已经发明了各种方法来记录数字，有代表性的方法有石子计

数法、结绳计数法和刻痕计数法等。刻痕计数法就是在木头、兽骨、石块上留下刻痕，通过

刻痕来记录数字。1937 年在维斯托尼斯（摩拉维亚）发现一根 40 万年前的幼狼前肢骨，7

英寸长，上面有 55 道很深的刻痕。这是已发现的用刻痕方法计数的最早资料。 

在古代北欧地区，牧羊人利用刻痕计数法来记录自己的羊群数量。英语单词 score 就源

自北欧语 skor，本意是“刻痕”。由于当地人采用 20 进制，一条刻痕代表 20，所以 score

也就含有“20”的意思。 

score：[skɔː] n.分数，二十，刻痕，配乐 v.计分，得分，刻划，记下，评价 

398. snare：用来诱捕动物的圈套 

古代人经常采用陷阱和圈套的方式来捕捉野生动物。英语中用 trap 表示“陷阱”，用



英语词源故事集锦——钱磊博士编著 

                 新浪微博：weibo.com/qianlei888   昵称：钱博士趣味英语                199  

snare 表示“圈套”。单词 snare 来自古英语 snear（绳索）。现在，trap 和 snare 都可以用来

比喻“陷阱、圈套”，不过 trap 更常用。 

snare：[sneə] n.陷阱，圈套 vt.捕捉，诱惑 

trap：[træp] n.陷阱，圈套 vt.诱捕，使陷入困境，使受限制 vi.设陷阱 

399. torch：古代人用麻绳扭曲而成的火炬 

 

400. toxic：古希腊人用水松木制造的毒箭 

古希腊人用水松木（拉丁语为 taxus）制造弓箭，并根据水松木的名称将弓箭称为 toxon。

希腊语 toxon 的形容词是 toxikon，意思是“与 toxon（弓箭）相关的”。由于水松木有毒，

用水松木制造的弓箭也有毒，因此 toxikon 一词衍生出“有毒”的含义。该词经由拉丁语进

入英语后，产生了英语单词 toxic，原本与弓箭有关的含义已经消失，光剩下了“有毒的”

含义。 

toxic：['tɒksɪk] adj.有毒的，中毒的 

toxicant：['tɒksɪk(ə)nt] n.有毒物，毒药 adj.有毒的 

toxication：[,tɒksɪ'keɪʃən] n.中毒 

intoxicate：[ɪn'tɒksɪkeɪt] vt.使中毒，使陶醉，使喝醉 vi.醉，陶醉 

intoxicating：[ɪn'tɒksɪ,keɪtɪŋ] adj.醉人的，令人陶醉的，使兴奋的 

intoxication：[ɪn,tɒksɪ'keɪʃn] n.中毒，陶醉，喝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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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科学发现 

401. almanac：古代阿拉伯人的历书 

英语单词 almanac 通常被翻译为“历书”、“年鉴”，它是一种类似于日历的书，按年

度出版，除了包含日期、节气等历法信息外，还有更多与气象、农业耕种、航海活动相关的

信息，如某天应该播种什么作物、潮汐高度、日出日落的时辰、日食月食预报等等，以供农

民和航海家参考。美国政治家和科学家富兰克林从 1732 年到 1758 年期间逐年出版的《贫穷

的理查德的历书》（Poor Richard’s Almanac）是美国早期最著名的一部历书。这个时代出版

的历书，除了有日历和气象预测等内容外，还增加了很多老百姓感兴趣的内容，包括家庭医

疗指南、多门类的统计资料、节假纪念日，甚至还有笑话、小说和诗歌等方面的内容，成为

了真正的百姓通俗读物。农民通过历书的指导，既能合理地选择农时安排农活，同时还可以

欣赏那些既增添知识又充满趣味性的内容。 

almanac 一词来自阿拉伯语 al manakh，其中的 al 相当于英语的定冠词 the。很多来自阿

拉伯语的英语单词都含有 al，这也是来自阿拉伯语的英语单词的一个常见特征。在阿拉伯语

中，al manakh 相当于 climate，指的是特定时期的天气变化，类似于我们中国的节气。 

现在的 almanac 通常还含有各种历史统计信息，因此与 yearbook 或 annual（年鉴）有点

像，有时候可以混用。它们的区别在于，almanac 含有未来年度的信息，并且在提供历史相

关信息时不限于特定年度，且主要以时间轴来安排信息，类似于“历史上的今天”。而

yearbook 或 annual（年鉴）相当于年度报告，不含有未来年度的信息，一般是针对某个专业

领域，不像 almanac 那样通俗及包罗万象。 

almanac：['ɔlmənæk] n.历书，年历，年鉴 

402. ambivalence：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之一 

英语单词 ambivalence 来自德语 Ambivalenz，原本是一个心理学专业术语，由瑞士心理

学家布鲁勒（Eugen Bleuler）于 1910 年仿照单词 equivalenz（equivalence，相等）的模式创

造，表示精神分裂症的一种症状，即病人对某一事物产生自相矛盾的感受，中文通常译为“矛

盾意向”。该词由 ambi（两边）和 valence（长处、优势）构成，字面意思就是“两头都很

重要”。后来，该词逐渐进入日常生活，用来表示普通人对某一事物的矛盾情绪，如对某人

爱恨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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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ivalence：[æm'bɪvələns] n.矛盾情绪，正反感情并存 

ambivalent：[æm'bɪvələnt] adj.矛盾的，好恶相克的，有矛盾心理的 

403. aerobic：生物学家巴斯德发现微生物对氧气的不同需求 

19 世纪 60 年代，法国著名化学家及生物学家巴斯德发现，有些微生物能在缺乏空气或

氧气的情况下存活，有些微生物则只能在有空气和氧气的情况下存活。为了区别微生物对氧

气的不同需求，巴斯德创造了 aerobic（需氧的）和 anaerobic（厌氧的）两个新词。其中，

aerobic 由词根 aero-（空气）+bios（生物）+形容词后缀-ic 构成，而 anaerobic 则是在 aerobic

前面添加了表示“否定”的前缀 an-。 

aerobic：[eə'rəʊbɪk] adj.需氧的，增氧健身法的 

anaerobic：[,æneə'rəʊbɪk] adj.厌氧的，没有空气也能存活的 

404. allergy：人体对疫苗的异常反应 

1906 年，奥地利儿科医师皮尔凯（Pirquet）发现许多病人在第二次注射由马血清制成

的天花疫苗的时候，都产生了严重的病理反应。他首次将这种现象称之为 allergy，由希腊语

allos（另一个）和 ergon（活动、活性）构成，原意为“异常反应”，我国则译为“变态反应”，

即“过敏反应”。皮尔凯也因此被国际公认为过敏反应之父。 

allergy：['ælədʒɪ] n.过敏症，反感，厌恶 

405. alumini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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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uminum：[əˈluːmɪnəm] n.铝 

alumina：[ə'luːmɪnə] n.矾土，氧化铝矿石 

alum：['æləm] n.矾，明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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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 aspir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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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asteroid：天文学家发现的小型天体 

asteroid 一词是英国天文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赫歇尔爵士（William Herschel）在 1802

年创造的，用来表示天文学家新近发现的小行星这种天体。该词由词根 aster-（星星）和后

缀-oid（像……的）组成，字面意思就是“像星星的”。小行星（asteroid）是太阳系内类似

行星环绕太阳运动，但体积和质量比行星小得多的天体。 

asteroid：['æstərɔɪd] n.小行星，海盘车，小游星 adj.星状的 

408. bacteria：形如小棍子的微生物 

bacteria（细菌）一词最初由德国科学家埃伦伯格（Christian Gottfried Ehrenberg）在 1828

年提出，来自希腊语 bakterion，是 baktron（棍子）的指小形式，意思是“小棍子”。之所以

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最初科学家所观察到的细菌都是杆状的。 

bacteria：[bæk'tɪrɪə] n.细菌 

bacterial：[bæk'tɪrɪəl] adj.细菌的 

409. cell：软木切片中的小孔 

英语单词 cell 原本表示“连在一起的小房间”，如修道院中每个修道士或修女住的房间、

监狱里的房间、蜂巢中的蜂室。1665 年，英国物理学家罗伯特·虎克（Robert Hooke）在用

自制显微镜观察软木切片时，发现里面有很多小孔，就像蜂窝一样。他将这些小孔称为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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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因此，罗伯特·虎克被称为发现细胞的第一人。实际上，他所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

细胞，而是死去的植物细胞的细胞壁。第一个发现活细胞的英国是荷兰人安东·范·列文虎克

（Anton van Leeuwenhoek）。 

手机以前叫做 cellular phone，缩写为 cellphone，这是因为移动通信网络是蜂窝式结构

的。不过现在通常叫做 mobilephone（移动电话）。 

cell：[sel] n.细胞，小室 

cellular：['seljʊlə] adj.细胞的，多孔的，蜂窝式的 n.无线电话 

cellphone：n.蜂窝式无线电话，大哥大，手机 

410. cipher：阿拉伯数字中的“零” 

英语单词 cipher 最终来自阿拉伯语 sifr（零），随阿拉伯数字一道传入欧洲。在英语中

最初表示“零”，后来可以表示所有数字，16 世纪早期衍生出“密码、加密信息”之意，因

为那时候很多加密信息都是用数字来代替字母。 

cipher：['saɪfɚ] n.密码，暗号，零 v.计算，做算术，使用密码，加密 

decipher：[dɪ'saɪfɚ] n.密电译文 v.译码，译解，破译 

411. clone：植物的无性繁殖 

不少植物具有神奇的繁殖能力。从树木上剪下一条细枝，插入地上后，这根细枝就能长

成一棵大树。因此，20 世纪初，科学家在研究植物的无性繁殖时，就借用了希腊语中的 clon

（细枝）一词，将它英语化为 clone，用以表示植物的“无性繁殖”。中文译为“克隆”。

后来生物学家又发现，动物也可以通过细胞来无形繁殖。1997 年，英国科学家首次利用成

年绵羊的细胞克隆了一只名叫“多利”的绵羊。用无性繁殖的方法复制基因型完全相同的人，

即克隆人类，也已完全成为可能。 

clone：[kləʊn] vt.n.无性繁殖，克隆，复制 

412. electric：摩擦琥珀生电 

古希腊人常用琥珀（amber）制作护身符。在希腊语中，琥珀是 elektron，进入拉丁语后

变成了 electrum。16 世纪时，英国科学家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公元 1540 年－

1605 年）发现，磨擦琥珀可以吸引羽毛、线头等小东西，磨擦时会放出火花。他就根据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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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的拉丁语 electrum 创造了“电”的英语单词 electric，字面意思就是“像琥珀那样的”。 

electric：[ɪ'lektrɪk] n.电，带电体 adj.电的，带电的，导电的，发电的 

electricity： [ɪ'lɛk'trɪsəti] n.电力，电流 

（六） 发明创造 

413. Android：炼金术大师大阿尔伯特所制造的人形机器 

英语单词 Android（安卓）来自炼金术大师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所制造的为

他服务的小侏儒“Androides”，此事在 1751 年版的《钱伯斯百科全书》有记载。Androides

由希腊语词根 andr0-（人）与-eides（外形），意思就是“外形像人的”。之后 android 一词

使用的很少，直到十九世纪后半页才开始逐渐出现在各种科幻小说里。和 robot（自动机械）、

cyborg（半机械人）不同，android 在小说中被定义成一种与人类极度相似（特别是外表）

的个体，有时候甚至是纯粹的有机体。现在作为“安卓”操作系统象征的小机器人更像是一

个 robot，而不是一个 android。 

android：['ændrɒɪd] 机器人，安卓操作系统 

414. Band-Aid：强生公司员工为老婆而发明的快速包扎绷带 

英语单词 Band-Aid（邦迪）是最有名的创可贴的商标名，几乎是创可贴的代名词。它

的诞生涉及一个温馨的爱心故事。 

在 20 世纪初，在美国强生公司有一名叫做埃尔·迪克森的员工。他的新婚妻子在烹调时

常常切着手或烫伤自己。迪克森在公司里负责外科手术绷带的生产，他很快就能熟练地为太

太包扎。他想，要是能有一种包扎绷带，在太太受伤而无人帮忙时，她自己能包扎就好了。

于是，他开始做起实验。他考虑到，如果把纱布和绷带做在一起，就能用一只手来包扎伤口。

他拿了一条纱布摆在桌子上，在上面涂上胶，然后把另一条纱布折成纱布垫，放到绷带的中

间。但是有个问题，做这种绷带的粘胶暴露在空气中时间长了就会干。迪克森试了许多不同

布料盖在胶带上面，期望找到一种在需要时不难揭下来的材料。后来他发现，和种粗硬纱布

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当迪克森太太又一次割破手时，就自己揭下粗硬纱布，把她聪明丈

夫发明的绷带贴在伤口上。 

迪克森发明的这种可以快速包扎伤口的绷带使他工作的美国强生公司发达起来。工厂的

主管凯农先生将它命名为 Band-Aid。Band 指的是绷带，而 Aid 是帮助急救的意思。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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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生公司就把 Band-Aid（邦迪）作为各种急救和手术绷带产品的名称，后来也成了创可贴

的同义词。 

Band-Aid：['bændeid] 邦迪，创可贴 

415. barometer：英国科学家波意耳所研制的气压计 

barometer 一词由英国科学家波意耳创造，用来命名他所研制的气压计。该词由希腊词

根 baros（重量、重力）和后缀-meter（仪表）构成。气压计是一种用来测定气压，帮助判断

可能的天气变化和确定上升高度的仪表。现在，barometer 一词常用来比喻能够体现变化的

事物。 

barometer：[bə'rɑmɪtɚ] n.气压计，晴雨表，体现变化的事物 

barometric：[,bærə'mɛtrɪk] adj.气压的，气压计的 

416. cappuccino：形如修士长袍和兜帽的卡布奇诺咖啡 

英语单词中表示一种咖啡的单词 cappuccino 来自意大利语，本来指的是意大利基督教

圣方济会修道士们所穿戴的一种带兜帽的长袍。在意大利语中，cappuccino 是 capuccio（兜

帽）的指小形式，而后者是 cappa（帽子）的指大形式。圣方济会修道士生活简朴，平时都

穿着连接有兜帽的褐色长袍。20 世纪初期，意大利人发明了卡布奇诺咖啡，在浓缩咖啡上

倒入以蒸汽发泡的牛奶。此时的咖啡就像圣方济会修道士在深褐色的外衣上覆上一条头巾一

样，因而得名 cappuccino。与 cappuccino 同源的英语单词是 capuchin，它是 cappuccino 经由

法语进入英语的，所以拼写上有所变化。 

cappuccino：[,kæpu'tʃino] n.卡布奇诺咖啡，热牛奶咖啡 

capuchin：['kæpjʊ,tʃɪn] n.圣方济会修道士，圣方济会修道的长袍，僧帽猴 

417. dinosaur：令人恐怖的蜥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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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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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osaur：['daɪnəsɔː] n.恐龙，过时的人或事物 

saurian：['sɔrɪən] adj.蜥蜴的，蜥蜴类的 n.蜥蜴，蜥蜴类 

418. grapevine：形如葡萄藤的电报线 

美国人莫尔斯发明电报后，人们在各地纷纷架设电报线。由于缺乏规划，这些电报线往

往东倒西歪，像葡萄藤一样，人们就用 grapevine（葡萄藤）一词来表示电报线。美国南北

战争期间，人们大量使用电报来传递信息。由于通过电报线传来的信息太快太新，其真实性

尚未核实，因此 grapevine 又衍生出“小道消息”、“谣言”等含义。 

grapevine：['greɪpvaɪn] n.小道消息，秘密情报网；葡萄藤 

419. heroin：吸食后令人感觉像英雄的毒品 

你能想到毒品 heroin（海洛因）和表示“英雄”的单词 hero 有关吗？没错，其实它们

来源相同，都来自希腊语 heros（半神）。19 世纪 90 年代末期，德国化学家 Paul Dresser 教

授最早发现 heroin 这种化学物质时，发现吸食这种物质后令人产生一种飘飘然的快感，仿

佛变成了神通广大的英雄一般，因此将这种物质命名为 heroin，中文译为“海洛因”。 

heroin：['herəʊɪn] n.海洛因，二醋吗啡 

420. insulin：胰腺周围岛状细胞团所分泌的激素 

19 世纪 60 年代，一位年轻的德国医学院学生兰格尔汉斯（Paul Langerhans）在显微镜

下观察胰腺组织时，发现了胰腺周围分布有很多岛状的细胞团。兰格尔汉斯在自己的毕业论

文中公布了自己的观察成果，并且推测说，这些岛状细胞团可能是分泌激素用的。但是这项

天才发现并没有受到重视，评委们认为这些岛状细胞团其实不过是淋巴结。兰格尔汉斯最后

只能混个学位后卷铺盖走人，并在 41 岁时死于尿毒症。 

然而，半个世纪过后，科学家们却发现这些岛状细胞团所分泌的物质确实是一种重要的

激素，能够治疗当时的不治之症——糖尿病。为了纪念兰格尔汉斯，科学家们将这些岛状细

胞团命名为 islets of Langerhans（兰格尔汉斯岛），即“胰岛”，将其分泌物命名为 insulin，

该词源自拉丁文 insula（岛屿），意思就是“岛素”，即所谓的“胰岛素”。 

insulin：['ɪnsəlɪn] n.胰岛素 

insula：['ɪnsəlɚ] n.岛屿，脑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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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late：['ɪnsjʊleɪt] vt.隔离，孤立，使绝缘 

421. kaleidoscope：可以观察到美丽图案的万花筒 

1816 年,苏格兰物理学家大卫·布鲁斯特爵士发明了万花筒。这种仪器只需要轻轻转动即

可从中看到各种不同的美妙图案，因此布鲁斯特将其命名为 kaleidoscope，由希腊语 kal（美

丽的）+eidos（形状）+scope（观测仪器）构成，意思就是“可以观察到美丽图案的仪器”。 

kaleidoscope：[kə'laɪdəskəʊp] n.万花筒，千变万化 

kaleidoscopic：[kəlaɪdə'skɒpɪk] adj.千变万化的，万花筒似的 

422. lens：像小扁豆一样两面凸起的透镜 

人类很早就发现，将透明水晶或宝石磨成两面凸起的对称薄片，具有放大影像的功能。

历史上关于透镜的最早记录是大约公元前 700 年，亚述人用水晶制作的。古埃及、希腊和巴

比伦也有类似的镜片。当玻璃在 13 世纪问世后，人们开始使用玻璃来制作透镜。在英语中，

透镜被称为 lens，它来自拉丁语 lens，原本指的是一种两面凸起的豆子，进入英语后变成英

语单词 lentil，中文译为“兵豆”或“小扁豆”。lens 原本指的是两面凸起的透镜，如人眼中

的晶状体。现在，lens 可以表示各种形状的透镜，不管是凸透镜还是凹透镜。 

lens：[lenz] n.透镜，镜头，晶状体，镜片，隐形眼镜 

lentil：['lent(ə)l] n.兵豆，小扁豆 

423. nylon：同时在纽约和伦敦发明的尼龙 

关于尼龙（nylon）的英文名有一种有趣的解释，认为尼龙之所以叫做 nylon，是因为它

是同时在英国和美国发明的，所以取地名纽约（New York）和伦敦（London）的一部分组

成了 nylon。这种说法显然是一种戏说，因为据考证，尼龙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初美国杜邦公

司的一位化学家在偶然间发明的。它的英文名 nylon 诞生于 1938 年，由 nyl 和表示纤维的

后缀-on 构成，拥有相同后缀的单词还有 cotton（棉花）、rayon（人造纤维）。至于第一部分

nyl 的由来，根据杜邦公司的说法，是其发明者随意找的一个通用音节，没有任何含义。 

nylon：['naɪlɑn] n.尼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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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parachute：应对高空跌落的降落伞 

英语单词 parachute 直接来自法语，由法国著名发明家、热气球飞行先驱布兰沙尔

（Blanchard）所创造，由 para（beside、against、抵抗、应对）+chute（fall、跌落），字面意

思就是 “应对高空跌落（的防护装置）”。 

布兰沙尔是一名勇敢的冒险家和杰出的发明家。16 岁时，他就自己动手制造了一辆自

行车。成年后，他立志于制造能够飞行的机器。后来他听说有人利用氢气制造了气球。于是，

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制造了能够载人飞行的气球，并开始了自己的气球飞行冒险事业。1784

年，他首先乘气球飞越英吉利海峡，携带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封航空信。 

1783 年，法国人利诺曼（Lenormand）在达芬奇等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研制了一种降落

装置，并利用它从高塔上降落。布兰沙尔听说后，决心研制能够帮助人从失事气球中逃生的

降落装置。两年后，他用一条狗充当乘客进行首次试验，利用他研制的降落装置从高空气球

安全降落至地面。由于这种降落装置可以在气球失事时，帮助人们从高空安全降落，因此他

将其命名为 parachute，中文译为“降落伞”。 

1793 年，布兰沙尔所研制的降落伞真的救了他一名。在一次飞行中，布兰沙尔所乘坐

的气球发生破裂。布兰沙尔利用自己研制的降落伞安全地从高空降落。从此以后，布兰沙尔

所研制的 parachute 广为人知。虽然后人在其基础上不断改进降落伞，但为了纪念他，人们

一直沿用 parachute 这个名字来称呼降落伞。 

parachute：['pærəʃuːt] n.降落伞 vi.跳伞，空投 

425. purple：古代腓尼基人发明的紫色染料 

古代腓尼基人因为发明了紫红色染料而闻名历史，大发横财，连腓尼基（Phoenicia）这

个名字都与紫色有关，是“紫红色国度”的意思。腓尼基人发明紫红色染料纯属偶然。据说

有个腓尼基牧人，有一回从海中捡了一些海螺。煮好之后，他扔了几个给自己的猎狗吃。猎

狗一咬，嘴边和鼻子上都溅上了鲜红的颜色，拿水冲洗都洗不掉。牧人仔细观察，发现是因

为海螺中流出的红色汁水。他想，如果用这种颜色染布，一定不会掉颜色。于是，他又拾回

一大堆这种海螺，放在水里熬，果然熬出了一种紫红色的染料。用这种染料染出的衣服，洗

过多次后，依然能够保持亮丽的紫色，从不褪色。 

这种海螺在腓尼基的浅海非常多，人们便用熬出的染料来染布。这种紫红色的布匹在地

中海沿岸许多国家大受欢迎，供不应求，许多腓尼基人靠贩卖染料、布匹发了财。于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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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放弃了农业生产，以经商为生。在当时，腓尼基商人的足迹遍及地中海南北各个海港。 

英语单词 purple 来自希腊语 porphyra，原本指的是腓尼基人所生产的这种紫色染料，后

来逐渐演变为表示“紫色”这种颜色。 

purple：['pɜːp(ə)l] n.紫色，紫袍 adj.紫色的，帝王的 vt.使成紫色 vi.变成紫色 

426. quinine：从金鸡纳树皮中提炼出来的奎宁 

17 世纪时，欧洲殖民者发现南美洲秘鲁有一种神奇的树，其树皮对于治疗疟疾具有神

奇的功效。这种树就是后来所说的“金鸡纳”（cinchona）。很快，金鸡纳树皮变成了一种重

要的药材，源源不断地从南美洲运输至欧洲大陆。但运输树皮太麻烦，于是一些科学家开始

研究如何从金鸡纳树皮中提炼能够治疗疟疾的有效成分。经过漫长的研究，1820 年，法国

化学家佩尔蒂埃（Pelletier）与卡芳杜（Caventou）终于从金鸡纳树皮中提炼出了一种生物

碱，它便是治疗疟疾的有效成分。在命名这种化学成分时，两人并没有采用欧洲人给金鸡纳

所起的名字 cinchona，而是采用了秘鲁当地人对金鸡纳树的称呼 quina，在此基础上创造了

quinine（奎宁）一词，由 quina 和表示化学制品的后缀-ine 构成。通过大规模生产后，奎宁

挽救了大量疟疾病人的生命，它的名称 quinine 也得到广泛流传，最终进入了英语。 

quinine：[kwɪ'nin] n.奎宁，金鸡纳碱，金鸡纳霜 

427. radium：居里夫人所发现的放射性元素镭 

镭（radium）是一种强放射性化学元素。它能放射出人们看不见的射线，含有很大的能

量，能用于癌症的治疗。镭的发现，引起科学和哲学的巨大变革，为人类探索原子世界的奥

秘打开了大门。发现镭元素的，是一位杰出的女科学家。她就是后来为世人所熟知的居里夫

人。 

居里夫人 1867 年 11 月 7 日生于波兰。1895 年在巴黎求学时，和法国科学家彼埃尔·居

里结婚。1896 年，法国物理学家亨利·贝克勒发现了元素放射线，激发了居里夫人对放射性

元素的极大兴趣。在研究中，居里夫人发现，除了铀和钍外，还有一种未知物质也能释放放

射线。她将这种新元素取名为 radium（镭），源自拉丁语中的 radius（放射）。 

当时许多科学家并不相信镭的存在。为此，居里夫人需要提炼出纯镭来。居里夫妇利用

奥地利政府捐献的一吨已提取过铀的沥青矿残渣，在极度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提炼纯镭的

艰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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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工作，1902 年，居里夫妇终于从矿渣中提炼出 0.1 克镭盐，接着又初

步测定了镭的原子量。1910 年，在丈夫不幸去世 4 年后，居里夫人成功地分离出金属镭，

分析出镭元素的各种性质，精确地测定了它的原子量。 

由于长期受到放射性物质的严重损害，居里夫人患了白血病，于 1934 年 7 月 4 日逝世。

居里夫人在极短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科研工作的献身精神，为科研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radium： ['reɪdɪəm] n.(化学元素)镭 

radio： ['reɪdɪəʊ] n.无线电，电台，收音机 v.用无线电发送，用无线电通信 

radius：['reɪdɪəs] n.半径，半径范围 

radiate：['reɪdɪeɪt] v.辐射，发光，传播 adj.辐射状的，有射线的 

radiation：[reɪdɪ'eɪʃ(ə)n] n.辐射，发光，放射物 

radiant：['reɪdɪənt] adj.辐射的，容光焕发的 n.发光点，发光的 

428. rubber：可用来擦除铅笔痕迹的橡胶 

1770 年，英国化学家 Joseph Priestley（1733— 1804）无意中发现橡胶树的白色树胶的

凝块可以擦去铅笔的痕迹，于是他就给它取名叫 rubber，字面意思就是“可用来擦除的东

西”。现在橡胶制品已经广泛应用于工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名称依然为 rubber。橡胶富

有弹性，因此 rubber 还可以表示“扭转脖子看”。因为人出于好奇时，会使劲伸长脖子围

观，脖子就像是橡皮做的一样可以延展。 

rubber： ['rʌbə] n.橡胶，橡皮 adj.橡胶制成的 vt.涂橡胶于，用橡胶制造 vi.扭转脖子看，

好奇地看 

429. smog：最早在伦敦发现的肮脏烟雾 

英国首都伦敦曾经是有名的“雾都”。在 20 世纪初，伦敦的空气中就经常出现一种前所

未见的，含有大量杂质、肮脏不堪的浓雾。1905 年，英国人 Henry Antoine Des Voeux 博士

在其文章“Fog and Smoke”将这种浓雾称为 smoky fog（烟雾），并据此杜撰了 smog 一词。

当地媒体对这个新词大加赞赏，认为该词恰到好处地表现了烟雾的特征。从此以后，smog

一词开始得到普遍应用。 

smog：[smɑːɡ] n.烟雾 

smoggy：['smɔɡi] adj.烟雾弥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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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stereotype：不可更改的固定印版 

19 世纪初期，铅版印刷术问世。铅版印刷术以活字版为原型，将其复制为铅版，不仅

可以提高印版的耐印力，而且可以用于异地或多台印刷机印刷。用于铅版印刷的铅版就是

stereotype，它来自法语，由 stereo（固定的）和 type（版），字面意思就是“固定的印版”，

因为它是一大块固定的铅版，不像活字版那样可以拆开，里面的内容自然也不能修改。因此

stereotype 就衍生出“难以更改的刻板印象”之意。 

stereotype：['stɛrɪətaɪp] n.刻板印象，陈规，老套，陈词滥调，铅版 

431. tabloid：医药公司发明的片状药品 

19 世纪 80 年代，一家名为 Burroughs, Wellcome and Co.的医药公司推出了一种新的制

药方式。他们将药材进行浓缩和提炼，将其精华压制成扁平状的片剂。公司将这种新形态的

药品申请了商标，命名为 tabloid，由 tablet（小片）和后缀-oid（形如…的）组成，字面意

思就是“形如小片的”。后来，tabloid 的词义得到扩充，可以表示任何一种精炼、压缩后的

物品。 

20 世纪初，报纸行业出现变革，一些出版社推出了尺寸和杂志差不多大小的报纸，并

将其称为 tabloid，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报”。tabloid 的主要倡导者包括《伦敦日报》的所

有人及主编 Alfred C. Harmsworth 先生。他认为在新的世纪中，人们的时间越来越宝贵，而

传统报纸读起来太费时间，因此大力提倡浓缩、精炼的小报。在他和其他人的推动下，越来

越多的小报开始面世。由于这种小报常常通过耸人听闻的标题来吸引观众，因此 tabloid 又

产生了“耸人听闻的、轰动性的”之义。 

tabloid：['tæblɔɪd] n.小报，药片，文摘，小型画报 adj.小报式的，缩略的，扼要的，轰

动性的 

432. umbrella：能制造荫凉的遮阳伞 

中国人最早发明的伞是用来挡雨的，所以叫“雨伞”。西方人最早发明的伞不是用来挡

雨的，而是用来遮阳的。在西方，最早的伞就是一块遮阳板，板上蒙着一块绷紧了的麻布。

在古希腊，伞状遮阳板是节日盛装不可缺少的陪衬。奴隶主让仆人在自己的身后高高地举着

遮阳板，以显示自己的权势和高贵。因为打伞的人必须站在主人身后，所以伞柄不是安在伞



英语词源故事集锦——钱磊博士编著 

                 新浪微博：weibo.com/qianlei888   昵称：钱博士趣味英语                212  

的中央，而是在伞的边上。到了中世纪，伞变成了宗教权力的象征，地位越高的人，伞越豪

华。罗马教皇用的伞精致至极，伞面上装饰着鲜红和金黄的羽毛，伞把上刻着精美的天使雕

像。 

由于古代西方人的伞是用来遮阳的，所以在拉丁语中，表示伞的单词是 umbrella，是

umbra（树荫、阴影）的指小形式，意思就是“小荫凉”。英语单词 umbrella 就来源于此，

与它同源的单词有 umbrage，本意是“树荫”，常用来比喻“不快、生气、怀疑”。 

umbrella：[ʌm'brelə] n.伞，保护伞，庇护，伞状结构 

umbrage：['ʌmbrɪdʒ] n.不快，生气，怀疑，树荫 

433. vaccine：用来预防天花的牛痘苗 

天花（smallpox）曾经是一种令人谈虎色变的致命疾病，但患过天花的人体内产生了对

天花的免疫力，以后再也不会感染天花。因此，我们中国人早在 10 世纪时就曾提出“以毒

攻毒”的方法，将天花病人的些许痘痂涂抹到健康人身上，使人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18

世纪时，英国医生琴纳（Edward Jenner）发现挤奶女工从来不会得天花。他观察并认为，这

是因为挤奶女工容易感染牛身上的一种轻微天花——牛痘（cowpox）。因此，琴纳想出了通

过接种牛痘使人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的方法。1796 年，琴纳的接种牛痘试验获得成功。从

此以后，接种疫苗的方法得到大力推广，现在天花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 

琴纳将用于人体接种的牛痘苗称为 vaccine virus，其中 vaccine 来自拉丁语 vaccinus（母

牛的），原本是个形容词，后来演变为名词。不仅可用来表示用于预防天花的牛痘苗，还可

以表示任何一种用于接种的疫苗。 

vaccine：['væksiːn; -ɪn] n.疫苗，牛痘苗 adj.疫苗的，牛痘的 

vaccinate：['væksɪneɪt] vt.给……接种疫苗 vi.接种疫苗 

vaccination：[,væksɪ'neɪʃən] n.接种疫苗 

434. vinegar：酒变酸后得到的调味品 

醋（vinegar）是由酒精在醋酸杆菌等微生物的作用下转化而成的。传说，中国古人在用

粮食酿酒过程中，有人觉得酒糟扔掉太可惜，就存放起来。过来一段时期后，发现酒糟转变

成了另一种味道酸甜的调味品，这就是醋的来历。英语单词 vinegar 也反应了醋和酒之间的

关系。它来自古法语 vinaigre，由 vin（wine，酒）和 aigre（sour，变酸）组成，其源头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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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语 vinum acetum（变酸的酒）。由此可推测，西方的醋最早也是由酒变酸后形成的。 

vinegar：['vɪnɪgə] n.醋 

435. vitamin：维持生命活力所需的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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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生活篇 

（一） 起居 

436. boudoi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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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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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canopy：可以铺设蚊帐的埃及床 

在古代埃及，人们夏天晚上睡觉时，为了避免蚊虫叮咬，就用渔网或其他材料把床围起

来，这就是最初的蚊帐。希腊人见到埃及人的这种四周围有蚊帐的床，觉得十分有用，就将

其引入到希腊，并将这种床叫做 konopeion，来自 konops（蚊虫），字面意思就是“避免蚊

虫叮咬（的床）”，这就是英语单词 canopy 的来源。 

其实这种埃及床的最大特点就是有一个顶，可以用来撑开蚊帐。因此，单词 canopy 就

逐渐衍生出“顶、盖、天蓬、华盖”等含义。 

canopy：['kænəpɪ] n.天蓬，华盖，遮蓬，苍穹 vt.用天蓬遮盖，遮盖 

438. bar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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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bureau：用来覆盖写字台的桌布 

英语单词 bureau 来自法语，来自 burel（糙羊毛布）。由于人们以前往往在写字台上铺上

一层 bur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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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它衍

生的单词 bureaucracy 表示“官僚作风、官僚机构”。 

bureau： ['bjʊərəʊ] n.局，处，办公室，办公桌 

bureaucracy： [,bjʊ(ə)'rɒkrəsɪ] n.官僚作风，官僚机构，官僚政治 

440. carafe：阿拉伯人用来盛饮料的玻璃器皿 

carafe（卡拉夫瓶）来自阿拉伯语或波斯语，是一种精美的玻璃器皿，用来在宴会上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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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或其他饮料，是当时阿拉伯人高雅生活的象征之一。欧洲人将这玩意带回家乡的同时也将

这个充满异域风情的称呼 carafe 带了回去。在现代西方人的餐厅中，喝红酒时会先把酒倒入

一个精美的玻璃瓶或水晶瓶中，用来醒酒或澄清酒液，然后再用这个大瓶子来给客人斟酒。

这个用来斟酒的大瓶子就叫做 carafe，而封装红酒的酒瓶叫做 bottle，用来喝酒的杯子叫做

cu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carafe 其实应该是玻璃“壶”而非玻璃“瓶”。 

carafe：[kə'ræf] n.玻璃瓶，卡拉夫瓶 

441. carpet：用拆散的碎布料制成的粗布 

英语单词 carpet 来源于意大利语 carpita，与拉丁语 carpere（撕扯）有关，本意是“用

拆散、撕开的碎布料制成的粗布”，原本用作桌布或床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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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pet： ['kɑːpɪt] n.地毯，地毯状覆盖物 vt.在……上铺地毯 

442. flat：楼房中一个独立居住单元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人们住的一般都是独立的房屋。但是随着城市的出现，越来

越多的人聚居在城市里。由于城市土地价格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而提高，中低收入阶层无力

支付独立房屋的费用，此时就出现了多户人家共同居住在一栋建筑的情况。这种供多户人家

居住的建筑就是公寓。 

在古罗马时代，罗马城中就出现了这种公寓，拉丁语中称为 insulae。据记载，在罗马

帝国晚期，罗马城中就已经有 5000 座最高 7 层、20 米高的 insulae。据阿拉伯地理学家

Al-Muqaddasi 描述，在 10 世纪的埃及开罗，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高层的公寓中，每一栋公

寓能容纳 200 多口人。 

在英国，公寓出现得很晚。人们习惯居住在独立的房屋中。直到 19 世纪末期，这种观

念才有所转变。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人口增加，伦敦城中传统的独立房屋的价格日益昂贵，越

来越多的人负担不低，特别是对于年轻的未婚男女。因此，公寓楼的概念应运而生。这张楼

房由多层构成，每一层都是单独的一套居住单位，人们可以购买或租用楼房中的一层。在英

语中，人们管这种楼房中的一套居住单位称为 flat，本意是“一层，一个平面”，而一栋公

寓楼则称为 a block of flats。flat 中的一个房间称作 apartment，意思是 flat 中的一个 part（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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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但到了美国，美国人逐渐用 apartment 来表示整个 flat。但是在英国、香港、新加坡等

英联邦国家中，人们还是使用 flat 来表示一套公寓。 

flat： [flæt] n.公寓，平地，平面 adj.平地，单调的，平坦的，扁平的 

apartment： [ə'pɑːtm(ə)nt] n.公寓（美式英语），房间（英式英语） 

443. mug：印有人脸图案的马克杯 

英语单词 mug 的拼写十分简单，但它的含义却十分复杂。翻开词典可以看到它对应的

含义有：杯子、脸、做鬼脸、抢劫。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干的含义是怎么产生的呢？原来，

在 16 世纪初，mug 指的仅仅是一种带柄的酒杯，即我们常说的“马克杯”。在 18 世纪时，

马克杯的生产厂商往往喜欢在杯子上印上一张稀奇古怪的人脸，现在还有很多人喜欢在马克

杯上印上图案。因此，mug 一词就与“人脸”发生了关系，在俚语中产生了“人脸”的含义。

到了 19 世纪初，mug 又产生了一种动词用法，表示对准对方脸上来一拳，流行于拳击爱好

者们。再往后，mug 的含义进一步扩展，还可以表示“行凶抢劫”。 

mug：[mʌg] n.马克杯，人脸，苦读者 vt.给…拍照，行凶抢劫 vi.扮鬼脸。 

mugger：['mʌgə] n.行凶抢劫者 

444. napkin：宴会上使用的小桌布 

现在宴会上用的纸制小餐巾，英语叫 napkin， 过去曾一度是大块方形的亚麻织品。这

种大型餐巾，在银制餐具出现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还被当作是一种“优美”、“雅致”、

“富贵”的象征，甚至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它仍然是高级宴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英语单词 napkin 由古法语 nape（桌布）和中古英语 kin（小）构成，字面意思就是“小

桌布”。“桌布”（tablecloths）在英语曾经叫作 napery，就是从古法语词 nape 来的。  

napkin：['næpkɪn] n.餐巾，餐巾纸，尿布 

napery：['neɪp(ə)rɪ] n.桌布，餐桌用布，抹布，家用亚麻布 

445. pavilion：外形像蝴蝶一样的精致建筑 

英语单词 pavilion 来自拉丁语 papilionem（butterfly，蝴蝶），指的是外形像蝴蝶一样的

一类建筑。具体说来，这类建筑大致具有这么一些特点：1、小巧精致，因为蝴蝶都比较小

巧；2、左右对称，因为蝴蝶都是左右对称的；3、有细长精致的柱子，宛如蝴蝶的躯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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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称的翼（wing），宛如蝴蝶的翅膀。中国的亭、阁的建筑风格就符合 pavilion 的特征。

pavilion 还可以表示精美的大帐篷，因为帐篷的外形也符合 pavilion 的特征。 

pavilion：[pə'vɪljən] n.亭，阁，大帐篷，外形像蝴蝶一样对称的精致建筑 

446. robust：用作建材的红色硬木 

古代罗马人发现一种颜色发红的橡木质地特别坚硬，因此广泛使用这种橡木作为建筑材

料。这种橡木在拉丁语中称为 rubus，来自 ruber（red，红色）。rubus 的形容词是 robustus，

本意是“rubus 做的”。由于 rubus 特别坚硬，因此 robustus 也就衍生出“坚硬、强壮，像

橡树一样”的意思。英语单词 robust 就来源于 robustus。 

robust： [rə(ʊ)'bʌst] adj.强健的，强壮的，粗野的，粗鲁的 

447. toilet：用作梳妆台台布的小块薄麻布 

很多人一看到英语单词 toilet 就想到“厕所”，其实，在历史上，toilet 这个词跟厕所一

点关系也没有。它来自法语，原本是 toile（一种薄麻布）的指小形式，本意是“一小块薄麻

布”，表示用来包衣服的布，后来词义演变为“梳妆台台布”，后来继续演变为“梳妆打扮”，

在往后演变为“梳妆室”。由于女性经常在厕所里盥洗和梳妆打扮，所以人们又将厕所美其

名曰 toilet。由此可见，toilet 是“厕所”的雅称，本身并不含有“厕所”之一。并且，作动

词时，toilet 不是“上厕所”的意思，而是“梳洗打扮”的意思。 

toilet：['tɒɪlɪt] n.厕所，盥洗室，洗手间 vi.梳妆，打扮，盥洗 vt.给……梳妆打扮 

toile：[twɑːl] n.薄麻布，一种棉质印花布 

448. window：古代房屋中的采光通风口 

公元 4 世纪时，罗马人开始把玻璃应用于窗户上。那么，在这之前，房屋的窗户是什么

样子的呢？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用纸糊窗户，在古装戏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用手在窗纸上戳

一个洞来偷窥的场景。而在古代西方，窗户是什么也不糊的。那时候，人们为了采光和通气，

会在屋顶和墙壁上开凿一些细长的缝隙。长是为了多进光线和空气，窄是为了抵御恶劣天气，

还可以抵御敌人的进攻。因此，在北欧语中，人们将这种细长的缝隙称为 vindauga，由 vind

（wind）+auga（eye）构成，字面意思就是“wind eye，风眼”。英语单词 window 就是由

此单词演变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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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wɪndəʊ] n.窗户，窗口 

（二） 饮食 

449. acorn：中世纪时用来喂猪的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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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bacon：常用来腌制培根肉的猪后臀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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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banquet：西方请客时摆在长凳上的小点心 

英语单词 banquet 表示正式的宴会，如国宴，所以一看到 banquet 这个单词，很多人就

会联想到美食琳琅满目的豪华宴会，但实际上，banquet 这个词在历史上跟豪华一点关系也

没有。banquet 由 bangu 和 et 构成，其中，banqu 源于拉丁语 bancus，即 bench（长凳），et

表示“小的东西”。所以该词的字面意思就是摆在长凳上的小点心。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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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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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quet：n.大型宴会，正式宴会，国宴 vt.宴请，设宴招待 vi.参加宴会 

452. batch：烤面包时的同一炉面包 

古人用烤炉烤面包时，通常都是一次将多个面包放入烤炉中烘烤。同一批入炉烘烤的面

包在古英语中叫做 bæcce，演变为现代英语单词 batch。它与 bake（烘烤）同源，这一点可

以从它们的拼写中能看出来。 

batch：[bætʃ] n. 一批；一炉；一次所制之量 vt. 分批处理 

bake：[beɪk] vt. 烤，烘焙 vi. 烘面包；被烤干；受热 n. 烤；烘烤食品 

453. biscuit：烘烤两次制成的干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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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scuit：['bɪskɪt]n.饼干，小点心。 

454. breakfast：打破斋戒的第一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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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即在某段时期减少或停止饮食。斋戒在英语中是 fast。斋戒期结束后吃的第一

餐就叫做 breakfast，字面意思就是“终止斋戒”。由于这一餐通常是在早晨吃的，所以后来

breakfast 就变成了“早餐”的英语叫法。 

fast：[fɑːst] n.斋戒，绝食 vi.禁食，斋戒 adj.快的，迅速的 

breakfast：['brekfəst] n.早餐 vt.为……提供早餐 vi.吃早餐 

455. brunch：早餐和午餐的合并 

很多上班族在周末时喜欢睡懒觉，睡到上午 9 点左右才起床，然后在 10、11 点左右吃

饭。这顿饭比早餐晚，又比午餐早，在英语中叫做 brunch，其实就是 breakfast（早餐）和 l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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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的组合，可以译为“早午餐”或“晚早餐”。据考证，这个词最早于 1895 年出现在

英国刊物《猎人周刊》上，由英国作家 Guy Be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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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unch：[brʌntʃ] n.早午餐 

456. candy：古印度人制造的块状蔗糖 

在古代欧洲，人们利用蜂蜜来制造糖果。最先是在罗马周围的地区出现了糖衣杏仁这种

糖果。制造者用蜂蜜将一个杏仁裹起来，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就可以得到糖衣杏仁。而在亚

洲，人们通过蔗糖来制造糖果。甘蔗（sugarcane）原本是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独有的农作物。

人们将甘蔗榨出的汁液中提炼蔗糖（sugar）。印度人很早就掌握了从利用甘蔗制造蔗糖的工

艺。波斯人从印度学会了种植甘蔗、制造蔗糖的技术，并流传至阿拉伯，再通过阿拉伯人传

播至欧洲。英语单词 candy 一词就反映了这种技术的传播途径。它的源头是印度的梵语

khanda，意思是“块状蔗糖”，是蔗糖制成品之一，即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冰糖”。从该词

演变出波斯语 qand、阿拉伯语 qandi、法语 candi 和英语单词 candy。在英国英语中，candy

仍然指用冰糖制成的糖果，而在美国英语中，candy 可以表示任何糖果。 

另外，sugar（蔗糖）一词来源自印度的梵语 sharkara，经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拉丁语后

传入英语的。 

candy： ['kændɪ] n.糖果，冰糖 adj.甜言蜜语的，新潮的 vt.用糖煮，使结晶为冰糖 vi.糖

煮，结晶为冰糖 

sugar： ['ʃʊgə] n.糖，食糖，蔗糖，冰糖，甜言蜜语 vt.加糖于，粉饰 vi.形成糖 

457. dessert：收拾餐桌后再吃的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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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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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 doughnut：油炸面团做成的食物 

英语单词 doughnut 常常被翻译为“甜甜圈”，因为它通常是环形的。这个单词由 dough

（面团）和 nut（坚果）组成，字面含义就是“面团做成的坚果”。为什么是这样呢？原来，

最早的 doughnut 的形状与现在不同，是用一小块面团裹上蜜饯等甜点，然后放到猪油中烹

制而成。由于最初的形状像小果子，因为就被称为 doughnut。直到 19 世纪后期才出现中间

有洞的 doughnut，但人们已经习惯 doughnut 这个称呼了。 

doughnut：['dəʊnʌt] n.甜甜圈，炸圈饼 

dough：[dəʊ] n.面团，生面团 

459. ketchup：用腌鱼和香料混合而成的调味品 

英语单词 ketchup（番茄酱）的拼写很不规则，显然是个外来词。很多人认为它来自中

国的闽南话，是闽南话中“鲑汁”的意思，指的是一种用腌鱼和香料混合而成的类似酱油一

样的调味品，在闽南语中念作 ke-chiap。后来，这种调味品及其名称流传至马来群岛。英国

人在马来群岛品尝到这种美味的调味品后，将其带回了欧洲，并根据其发音将其称呼为

ketchup。 

ketchup 流传至欧洲后，欧洲人使用蘑菇、胡桃、小银鱼和牡蛎等各种不同原料来制作

这种 ketchup。在 1873 年，H.J. Heinz 公司开始售卖用番茄制成的 ketchup。也就是从那时开

始，番茄成为了制作 ketchup 的主要原料。这就是为什么 ketchup 往往被翻译为“番茄酱”

的原因。 

ketchup：['ketʃəp; -ʌp] n.番茄酱 

460. mustard：沉浸在未发酵葡萄汁中的调味品 

芥末（mustard）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调味品。它是用芥菜的种子经过碾磨之后制成的。

最早的时候，芥末是和醋混合在一起形成膏状，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芥末酱一样。但在中世

纪时，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用酿葡萄酒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未发酵的葡萄汁来替代醋。

这种未发酵葡萄汁在拉丁语中称为 mustum，在英语中称为 must。因此，人们就将芥末和

must 混合后形成的芥末酱称为 mustard，后缀-ard 表示沉湎某物的人，如 drunkard（酒鬼）。

所以 mustard 的字面意思就是沉浸在 must（未发酵葡萄汁）中的调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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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ard：['mʌstəd]  n.芥末，芥菜，深黄色 

461. potluck：不速之客所吃的家常便饭 

过去一家人从一个大锅（pot）里吃菜。如果来了不速之客，来不及另外做菜，就只能

一道吃这锅菜，客人的口福要看运气（luck）。所以在英语中用 potluck 指并非特意准备的家

常便饭。美国人把每人各带一个菜的聚餐形式称为 potluck dinner，简称 potlock，中文翻译

为“百乐餐”。之所以将这种聚餐称为 potluck dinner，也是因为大家口味和手艺各不相同，

能否吃到可口的菜全凭运气。 

potluck：['pɒt'lʌk] n.百乐餐，家常便饭 

462. restaurant：能够恢复人体力的肉汤 

在以前，还没有专门提供饮食服务的饭店。那时候的人要是想请客或不想做饭了，就让

专门提供膳食服务的人（caterer）上门来给自己做饭做菜。caterer 其实就是职业厨师，专门

上门为客户做饭做菜、承办酒席。1765 年，有一个叫做 Boulanger 的法国人开了一家店，专

门出售肉汤。这种肉汤在当时的法国叫做 restaurant，是 restaurer（to restore）的名词形式，

字面意思就是“能 restore（恢复）体力（的东西）”。 

刚开始时，Boulanger 还仅仅是提供这种叫做 restaurant 的肉汤。后来，他的生意越做越

大，提供的食物越来越多，人们开始直接来他的店里享用他提供的食物，就像现代人下馆子

一样。这就与上门提供膳食服务的 caterer 产生了竞争。为此，caterer 的行业公会与 Boulanger

打起了官司，但 Boulanger 出乎意料地赢了官司。这样，越来越多的人来 Boulanger 的店里

就餐，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仿效 Boulanger 的做法，开店提供饮食服务。很多的 caterer 也受雇

于这种店铺，变成了 chef（厨师）。 

由于 Boulanger 的店最初是以 restaurant（肉汤）出名的，所以人们就管这种提供饮食服

务的店称为 restaurant。 

restaurant：['restrɒnt] n.餐馆，饭店 

caterer：['keɪtərə] n.备办食物者，承办酒席者 

chef：[ʃef] n.厨师，主厨，大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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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salad：用盐水泡过的蔬菜 

沙拉（salad）是西方人非常喜爱的菜肴之一，通常由蔬菜、水果再加上一些调味酱制

成。在现代，制作沙拉时通常使用沙拉酱作为调味品，而在古代，制作沙拉的调味品通常就

是盐水。salad 一词的来源就与“盐”有关。它来自拉丁语 salata，字面意思就是 salted（用

盐腌的、用盐泡过的）。不过和泡菜不同，沙拉通常是用新鲜蔬菜制成，在盐水中泡的时间

很短，达到调味的效果即可。现在，随着各种沙拉酱的出现，很少有人还使用盐水来制作沙

拉，但 salad 这个单词的拼写依然显示了它和盐之间的关系。 

salad：['sæləd] n.沙拉，色拉 

464. sirloin：被封为爵士的牛里脊肉 

英语单词 sirloin 通常被音译为“西冷牛肉”，在古英语中原本拼写为 surloin，由 sur（上

部）+loin（腰肉）构成，表示“牛腰部上方的里脊肉”。西冷牛肉连带着脂肪组织，烹饪

后口感比较香、嫩、油润。同时它体积比较大，卖相很好。因此，用西冷牛肉制作的牛排是

西餐中的佳品。 

关于 sirloin 前半部分从 sur 变为 sir 的原因，有一个有趣的民间传说。传说，有一位英

国国王有一回对吃到的牛里脊肉特别满意，高兴之下就把它封为爵士（Sir），因此，surloin

的拼写就变成了 sirloin（Sir Loin，腰肉爵士）。英国作家富勒（Thomas Fuller）和斯威夫特

（Jonathan Swift）都认可这种说法。前者说这位国王是亨利八世，后者说是詹姆士一世，还

有人认为英国是查理二世。虽然这种解释属于传说，缺乏严肃的学术考证，但对我们记忆这

个单词很有帮助。 

sirloin：['sɜːlɒɪn] n.西冷牛肉，西冷牛排，牛的上部腰肉 

loin：[lɒɪn] n.腰，腰部，腰肉，里脊肉 

465. supper：以汤为主的晚餐 

在古代，生活条件艰苦，人们一般在中午吃正餐，而到了晚上，通常只会简单喝一点稀

饭。因此在古法语中，表示“晚餐”的单词是 soper。它原本是个动词，与“soup”（汤）

的词源相同，相当于英语中的 sup（啜饮）。英语单词 supper（晚餐）就来自法语 soper，字

面意思就是“供 sup 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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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p：[suːp] n.汤，羹 

sup：[sʌp] vt.啜饮，呷，招待……吃晚饭 vi.啜饮，呷，吃晚饭 n.一口，少量 

supper：['sʌpə] n.晚餐 

466. syrup：古代阿拉伯人常喝的甜味饮料 

古代阿拉伯人经常喝一种浓稠的甜味饮料。这种饮料在阿拉伯语中称为 sharab（饮料），

来自动词 shariba（他喝）。这种饮料及其名称后来传入欧洲，广受欢迎。英语中表示“糖浆”

的单词 syrup 其实就来自阿拉伯语 sharab，最初指的就是阿拉伯人常喝的这种甜味饮料。与

它同源的单词有 sherbet（冰冻果子露），同样源自古代阿拉伯人所喝的饮料。 

syrup：['sɪrəp] n.糖浆，果汁，含药糖浆 

sherbet：['ʃɜːbət] n.冰冻果子露 

467. toast：在葡萄酒中放烤面包片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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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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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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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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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ast in the town：广受赞誉的人。 

toastmaster：n.宴会主持人，祝酒提议人，致祝酒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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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 vermicelli：像小蠕虫一样的意式细面 

英语中表示一种意大利面条的单词 vermicelli（意式细面）来自意大利语，是 verme（蠕

虫）的指小形式，字面意思就是“小蠕虫”。英语单词 worm（蠕虫）与它同源。这种面食

之所以得名 vermicelli，显然是因为它的形状像是细长的蠕虫。 

vermicelli：[,vɝmɪ'tʃɛli] n.意式细面，粉条，粉丝 

worm：[wɜːm] n.蠕虫 v.蠕动 

469. whiskey：被视为“生命之水”的白酒 

在茶和咖啡传入欧洲之前，白酒是古代欧洲人生活中最重要的饮料。在中世纪拉丁语中，

白酒被称为 aqua vitae（生命之水）。公元 11 世纪时，基督教传道士到苏格兰地区传教，由

此带来了白酒的蒸馏技术，当时这种液体被视为用于御寒的药水。苏格兰人利用大麦等谷物

酿酒，在橡木桶中陈酿多年后，调配成 43 度左右的烈性蒸馏酒。这种白酒在当地的盖尔语

中被称为 uisge beatha（生命之水），是对拉丁语 aqua vitae的翻译。盖尔语 uisge原本表示“水”，

后来演变成英语单词 whiskey 或 whisky（威士忌），用来表示发源自苏格兰地区的这种独特

蒸馏白酒。现在除了苏格兰外，威士忌的主要产地还包括爱尔兰、美国或加拿大。 

whiskey：['hwɪski] n.威士忌 

470. zest：用来增加饮料口味的水果皮 

在古代，法国人喝饮料时，喜欢在饮料中添加一些新鲜的柠檬皮或柑橘皮，用来增加饮

料的口味。这种用来增加饮料口味的水果皮就被称为 zeste，进入英语后演变成为 zest，用

来表示“可增添口味的东西”，进而引申为“风味、乐趣”等意思。 

zest：[zest] n.风味，滋味，乐趣，兴趣 vt.给……调味 

（三） 服饰 

471. alcohol：古代中东妇女用来画眼影的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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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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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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hl： [kəʊl] n.眼影粉，化妆墨 

472. belladonna：用来美容的颠茄汁 

颠茄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含多种生物碱致命毒素。它的英语名称 belladonna 来自意

大利语，由 bella（女人）和 donna（美好的）构成，字面意思就是“美女草”。为什么这种

有毒植物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名称呢？原来，颠茄的汁液虽然有毒，但微量汁液能使人瞳孔放

大，使双眼显得更加有神。所以有些爱美胜过一切的女人喜欢用颠茄汁液来美容。因为这个

缘故，颠茄才得名 belladonna。 

belladonna：[,belə'dɒnə] n.颠茄，美女草 

473. bigwig：欧洲上流人士戴的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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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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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wig（大假发）这个单词来表示大人物。 

bigwig： ['bɪgwɪg]n.权贵之人，有重大影响力的人 

wig： [wɪg]n.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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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brassiere：用儿童背心命名的胸罩 

在英语中，常用 brassiere 一词来表示“胸罩”，常常缩略为 bra。brassiere 一词来自法

语，但在法语中该词并非表示“胸罩”，而是指“儿童穿的背心或紧身内衣”。它来源于古

法语 braciere（护臂），其中的 bras 表示“胳臂”。 

1904 年，美国德普（DeBevoise）公司在宣传最新推出的、能够支撑乳房的女性胸围产

品时，为了吸引眼球，在广告文案中使用法语单词 brassiere 称呼这款产品，使得 brassiere

一词受到广泛注意。该产品和其他胸罩的早期版本一样，类似于带筋去骨的吊带背心。

brassiere 一词于 1907 年首次出现在《时尚》杂志中，并于 1911 年被收录至《牛津英语词典》。

从此，原本与“胸罩”毫无关系的 brassiere 一词正式进入了英语词汇。 

brassiere：['bræzɪə; 'bræzɪeə] n.胸罩，乳罩 

475. cloak：像钟一样的宽大斗篷 

英语单词 cloak（斗篷）和 clock（钟表）的拼写十分接近，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没

错，其实它们是一对同源词，都来自古代北方法语 cloque（钟）。斗篷跟钟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最早的斗篷其实就是一大块圆形的布，中间留一个洞。人把头从洞中穿过去，把整块

布套在身体上，用来保暖。这块圆布套在人身上是不是像一座钟？所以人们就将其形象地称

为 cloque（钟），后来演变为英语单词 cloak。 

从 cloak 的原意就可以看出，cloak 的基本特点就是无袖。与 cape（披肩相比），cloak

长度更长，通常覆盖全身。 

cloak：[kləʊk] n.斗篷，宽大外衣 

476. diaper：用白色布料做成的尿布 

英语单词 diaper 来自希腊语 diaspros，由 dia（跨越、完全）+ aspros（白色、银币的白

色光芒）组合而成，字面意思就是“纯白色的”。在法语中，这个词变成了 diaspre，指的

是一种绣有菱形图案的精美白色布料。进入英语后，拼写变为 diaper，原本指的是一种白色

棉布，因为这种棉布柔软且吸水力强，故常常被用作小孩尿布。后来，美国人就用 diaper

一词来表示“尿布”，但在英国，尿布被称为“nappies”，可能是 napkin（餐巾）的指小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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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per：['daɪəpə] n.尿布，vt.给……换尿布 

477. handkerchief：拿在手中的方头巾 

13世纪初，征服了英格兰的法国诺曼贵族们喜欢在头上戴一条方巾，将其称为courchief，

由 cour（cover，盖）和 chief（head，头）构成，后来演变为英语单词 kerchief。16 世纪后，

时尚潮流变了，流行将这种方巾拿在手上，用来擦嘴或擤鼻涕，因此在 kerchief 前面加上 hand，

变成了 handkerchief。后来又流行将它放在西装口袋了，变成了 pocket handkerchief。今天当

我们说到 a pocket handkerchief 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一件古时候戴在头上、后来拿在手中、

现在装在口袋里的东西。 

handkerchief：['hæŋkətʃɪf] n.手帕，头巾，围巾 

kerchief：['kɜːtʃɪf] n.方头巾，方围巾，手帕 

478. livery：给仆人配的制服 

在中文中，英语单词 uniform 和 livery 都译为“制服”，但实际上它们的含义有很大差

异。uniform 由 uni（一致）+form（形态）构成，意思是“一样的衣服”。而 livery 来自法

语 livree（配给），本意是给家里仆人统一配给的衣服，通常样式一样。现在，livery 一般用

来表示餐厅服务员、售票员等与古代仆人地位差不多的人所穿的制服，而军人、学生等人所

穿的制服则用 uniform 表示。 

livery：['lɪv(ə)rɪ] n.制服，侍从，口粮 

479. necklace：古人上衣领口的蕾丝镶边 

在 16 世纪时，欧洲贵族和社会上流人士们喜欢在上衣领口上缝上一圈金银线之类的镶

边作为装饰。这种镶边在英语中就称为 necklace，由 neck（颈部）+lace（蕾丝、细带）构

成，字面意思就是“脖颈处的蕾丝”。后来，随着服饰时尚潮流的变迁，人们开始在脖子上

挂上各种用珠宝或其他贵重物品制成的项链，并继续使用 necklace 一词来表示挂在脖子上上

的链状装饰物。 

necklace：['neklɪs] n.项链，项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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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 pajama：印度人和波斯人穿的宽松睡裤 

英语单词 pajama（美式英语写为 pyjama）是个地道的外来词，来自印地语 pajama，而

后者来自波斯语 paejamah，由 pae（leg）+jamah（clothing）构成，字面意思就是“leg clothing”，

即“裤子”的意思，指的是印度、波斯等人常穿的一种宽松裤子，用绳子系在腰上，既可以

在晚上睡觉时穿，也可以在白天当做休闲服穿。 

欧洲人原本流行穿着长袍入睡。到了 1880 年左右，西方开始流行东洋风。人们将 pyjama 

这种服装从亚洲殖民地带回本国，从此便成为男性的睡裤，并还为此配上了睡衣。不过，裤

装睡衣成为主流却是半个世纪之后的事情了，其导火线是 1934 年的电影《一夜风流》（It 

Happened One Night）。当时以性感著称的男演员克拉克·盖布尔（Clark Gable）在片中有穿

着裤装睡衣就寝的画面，裤装睡衣才真正成为主流。 

1920 年代末期至 1930 年代，裤装睡衣也快速地在女性之间普及开来。当时女生们流行

穿着睡衣通宵聚会，举行所谓的“睡衣派对”。 

和 trouser（裤子）一样，pajama 通常以复数形式 pajamas 出现，因为它有两个裤管。 

pajama：[pə'dʒɑːmə] n.睡裤，裤装睡衣 

481. sabota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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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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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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succinct：把衣服下摆扎进腰带 

古代希腊人、罗马人的衣服样式都以袍子为主。里面穿的贴身短袍子叫 tunic，长不过

膝，中间用腰带束起来，相当于现代人所穿的衬衫。外面再穿上比较宽松的长袍。农民等劳

动阶层通常不穿长袍，直接穿 tunic 做外衣。由于 tunic 的下摆在劳动时碍事，他们还往往把

tunic 的下半截往上提，用腰带将 tunic 的下摆扎在腰间。这种装束显得简洁利落，一点也不

拖泥带水。英语单词就来源于这种装束。它来自拉丁语 succinctus，是 succingere 的过去分

词形式。而后者由 sub（下面）+cingere（系、捆扎）构成，字面意思就是“把衣服下摆扎

好”。来源于 cingere 的单词还有 cinch（肚带）。 

succinct：[sək'sɪŋ(k)t] adj.简洁的，简练的，紧身的 

cinch：n.肚带，紧握，有把握的事情 vt.紧握住，系肚带 

483. vignette：用作装饰花边的葡萄卷须 

法国是盛产葡萄酒的国家，有很多大型葡萄酒庄园。在法国建筑和日常摆设中，形如葡

萄卷须的装饰花边是日常装饰中经常出现的图案，这跟我们中国人日常装饰中的“祥云”、

“中国结”、“玄关”差不多。这种形如葡萄卷须的装饰花边在法语中就叫做 vignette，是

vigne（葡萄园）的指小形式。英语单词 vignette 就来源于此，表示装饰图案、小插图，还有

小品文，小插曲的意思。 

vignette：[viː'njet; vɪ-] n.装饰图案，小插图，小品文 vt.晕映，把……印放为虚光照 

（四） 卫生 

484. bromide：用作镇静剂的溴化物 

在西方，从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溴化物（bromide）尤其是是溴化钾（potassium bromide）

常被用作镇静剂，可以作为非处方药直接在药店购买。所以我们常常可以在当时的文学作品

中看到妇女在情绪激动时掏出一小包溴化钾放到鼻子前嗅闻的场景。直到 1975 年，由于可

能引发慢性中毒，政府才下令禁止随意销售溴化物。 

当人们在劝慰情绪激动的人时，往往都会说一些被人反复说过的话，如“别着急，事情

总会好起来的”、“做人呢最重要的是要开心”。这种用来劝慰人的陈词滥调就被比作

bromide。后来，bromide 的比喻含义进一步扩大，不仅用来比喻陈腐的话，还可以用来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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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腐、庸俗的人。 

1906 年，美国著名幽默作家 Frank Gelett Burgess 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做《Are You 

a Bromide?》（你是一个庸俗的人吗？），使得单词 bromide 的喻意“庸俗之徒”得以流行。 

bromide： ['brəʊmaɪd] n.溴化物，陈词滥调，庸俗陈腐的人 

485. nitpick：清理头发或衣服中的虱子 

古代人卫生条件差，很多人都长虱子。一旦家里有人长了虱子后，为了避免传染，必须

从他的头发和衣物中将虱子及其卵清理干净。在英语中，用 nit 表示虱子的卵和幼虫，清理

虱子及其卵就叫做 nitpicking。由于虱子体型很小，从头发中发现虱子需要很好的眼力，因

此 nitpick 又引申出“挑剔、吹毛求疵”的含义。 

nitpick：['nɪtpɪk] vi.挑剔，吹毛求疵 vt.对……吹毛求疵 

nitpicker：['nitpikə] n.吹毛求疵的人 

486. perfume：用来消毒、清洁空气的熏香之烟 

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当有人死于传染病时，尸体被抬走后，人人往往会点燃某种香料，

用其产生的带有香味的烟雾来熏病人的房间，以达到消毒和去除异味的作用。英语单词

perfume 的本意就是“用熏香的烟来熏病人的房间”，做名词时表示“用来消毒的烟”。它

由 per（through，彻底、弥漫）+fume（烟）构成，字面意思就是“用烟弥漫”或“弥漫的

烟”。 

后来，人们流行在身上喷洒具有芬芳气味的液体，即所谓的“香水”。由于香水的目的

也是为了去除异味、清洁空气，所以香水所发出的香气以及用香水清洁空气的行为也被称为

perfume。现在，香水本身也被称为 perfume。 

perfume：['pɜːfjuːm] n.香水，香味 vt.喷香水于……，使……带香味 vi.散发香气 

fume：[fjuːm] n.烟，愤怒，烦恼 vt.熏，冒烟，愤怒的说 vi.冒烟，发怒 

487. pest：致命的传染病 

在今天，如果你听到别人说附近有 pest，你可能不会过多害怕。但是在中世纪，如果听

说附近有 pest，人们就会惊慌失措，感觉像是世界末日来了。因为在中世纪，pest 一词指的

是“瘟疫”。它来自拉丁语 pestis（致命的传染病、灾祸）。14 世纪四五十年代，由老鼠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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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黑死病曾经横扫欧洲，人们就用 pest 一词来表示它，并在住有黑死病人的房屋外墙上写

上一个大大的 P 字，提醒过往行人绕行。后来，pest 一词的词义不断缩小，先是缩小为“对

人有害之物”，包括动物或植物，后来又进一步缩小范围，专指“害虫”。但在同源单词

pestilence 和 pestilent 中，pest 依然保持了原意。 

pest：[pest] n.害虫，有害之物，讨厌的人 

pestilence：['pɛstɪləns] n.瘟疫，有害的事物 

pestilent：['pestɪl(ə)nt] adj.致命的，传染性的，有害的，危害社会的 

488. recipe：医生处方中的第一个字 

古代西方医生在开处方时，第一个字通常是拉丁语 recipe，意思是 take（服用），后来

缩写为 Rx，并且 R 的最后一笔和 x 的第一笔重合。学过西医的中国医生在开处方时也是这

样写的，不信可以翻开自己看病时医生开的处方单看看。因此，单词 recipe 在英语中原本表

示“处方”，到了 17 世纪时逐渐用来表示“食谱”，而用 prescription 来表示“处方”。不

过，从医生处方的第一个字上依然能看出 recipe 的初始含义。 

recipe：['resɪpɪ] n.食谱，菜谱，处方 

489. shampoo：印度人独特的按摩洗头法 

英语单词 shampoo 在中文中一般翻译为“香波”，很容易让人误解为 shampoo 仅仅表

示液体的洗发精。其实 shampoo 一词来自印度语，本意是“按摩、揉搓”。印度人喜欢在

洗发时做局部按摩：用手轻轻揉搓头发，同时对头皮进行按摩。这种洗发方式既科学，又能

带来美好享受。现在印度依然保留很多种传统的洗发方法，如 Shirodhara 就是一种草药滴油

洗发方法。 

18 世纪英国殖民者入侵印度后，将这种洗发方式带入英国，从而产生了 shampoo 这个

英语单词，表示“按摩洗头”。又因为按摩洗头一般需要涂抹一些油脂，所以 shampoo 又

可以作为动词表示按摩洗头所涂抹的油脂。后来，shampoo 被用来泛指洗发时所使用的各种

材料，如洗发皂、洗发水、洗发露等。 

shampoo： [ʃæm'puː]n.洗发，洗发精 vt.洗发 

（五） 婚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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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 bridal：以卖酒为由头收取礼金的英国传统婚宴 

英语单词 bridal 含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bride（新娘）的形容词，另一个是名词，表示

“婚礼”。bridal 以常见的形容词后缀 al 结尾，为什么还能作名词呢？原来，单词 bridal 源

自古英语 brydealo，等于现代英语的 bride ale，表示婚宴。 

ale 是英国地区的一种传统啤酒，通常翻译为“麦芽酒”或“爱尔啤酒”。在古代英国，

麦芽酒是英国人的主要饮料。当人们想筹措资金时，就会组织一次宴会，在宴会上销售麦芽

酒，通过卖酒的方式来筹钱。所以 ale 还可以表示通过销售麦芽酒的方式来筹钱的宴会，如

bid ale 就是为教区穷人募捐而举行的慈善宴会。 

在古代英国，结婚的新人为了筹措婚宴的费用，也会在婚宴上向来宾提供大量麦芽酒供

其饮用，而来宾也以购买麦芽酒的名义向新人赠送礼金，以此弥补新人的婚礼支出，因此这

种婚宴就被称为 bride ale。 

bride ale 原本只用作名词，但后来常常连写为 bride-ale 用作形容词，并且受到以 al 结尾

的形容词的影响，逐渐变成 bridal，因此增加了“婚礼的，新娘的”之意。 

ale： [eɪl] n.麦芽酒，爱尔啤酒，以卖酒方式筹钱或募捐的宴会 

bridal：['braɪd(ə)l]n.婚宴，婚礼 adj.婚礼的，新娘的 

491. bastard：诞生于驮鞍之上的孩子 

在中世纪法国普罗旺斯地区，当地的赶骡人在乡村小店投宿时，往往将驮鞍铺开当做临

时床铺使用。有些人生性风流，免不了拈花惹草，不少私生子就诞生于这样的驮鞍上，所以

法国人管这种私生子称为 bastard（驮鞍之子），由 bast（驮鞍）和表示人的名词后缀-ard 组

成。后缀 ard 常含有蔑视之意，如 coward（胆小鬼）。但 bastard 一词当初仅表示非婚生子，

并无贬义，如征服英国的威廉一世就被称为 William the Bastard（私生子威廉）。14 世纪后期

才逐渐衍生出“不纯、不真实”的含义，19 世纪后开始用作骂人的脏话，相当于中文中的

“杂种、王八蛋”。 

bastard： ['bɑːstəd; 'bæst-] n.私生子，杂种，王八蛋 adj.私生的 

492. genuine：抱起婴儿以示认可的罗马习俗 

在古罗马时代，孩子出生并不能自动成为一个家庭的成员，还需要父亲的认可。孩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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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后，接生婆会把它放在地上。父亲过来擦看。如果愿意接纳这个孩子，就会把他抱起来，

放在自己的膝上，通过这个举动来宣告正式同意接纳这个孩子作为自己的子女。如果不愿意

接纳，父亲就不会把婴儿抱起来，这个婴儿就会被遗弃。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古罗

马时代，男女关系混乱，妻子生的孩子未必就是自己的亲骨肉；二是做父亲的也可能跟女奴

或女仆乱搞，生下的私生子也不能随便认可，因为一旦认可了，在法律上这个婴儿就算是你

的子女了，将来有权继承你的遗产。 

英语单词 genuine 表示“真实的，真正的”，它的词源就与这种把新生儿放到膝上以示

认可的习俗有关。genuine 来自拉丁语 genu，而 genu 的意思就是“膝”，在英语中依然保

持“膝”的含义。所以 genuine 的字面意思就是“放在膝上”。把新生儿放在膝上就意味着

这个孩子确实是我的子女，所以 genuine 才逐渐演变出“真实的”的含义。 

genu： ['dʒenjuː] n.膝 

genuine： ['dʒenjʊɪn]adj.真实的，真正的 

493. dowry：女子出嫁时娘家赠送的陪嫁礼物 

女子出嫁时，女方家庭向男方或新婚夫妇赠送一定的陪嫁礼物，这是全世界范围内通行

的一项古老习俗。这种陪嫁礼物就是“嫁妆”，在英文中称为 dowry。它源自拉丁语 dotare，

其中的 do 就是“赠送”的意思，如英语单词 donate（捐赠）、endow（捐赠）。 

娘家赠送嫁妆的原因，一方面是为新婚夫妇提供一定资助，帮助他们成家立业，另一方

面还有比较深厚的社会历史原因。我们知道，古代社会是父权和夫权社会，女性地位低下，

嫁入男方后就成了婆家的人，与娘家不再有瓜葛，也不能继承娘家的遗产，所以女性成家后

几乎再也无法从娘家获得任何帮助。在这种背景下，娘家向出嫁女儿提供帮助的唯一途径就

是结婚时的嫁妆了。嫁妆的丰厚与否，与女儿日后在婆家的地位息息相关。在印度和孟加拉

等地方，人们对嫁妆异常看重，甚至经常发生“索奁焚妻”这样的暴行。“索奁焚妻”指的

是因为女方家庭拒绝男方的要求，不肯提供更多嫁妆，男方便杀害新婚妻子作为报复的事件，

通常采取浇上汽油活活烧死的残忍手段。在印度，这一恶习屡禁不止，每年造成了大量女性

的死亡。dowry 一词在印度已经违背了“自愿捐赠”的本意，变成了女方家庭的一项沉重负

担。 

dowry：['daʊ(ə)rɪ] n.嫁妆，天资，亡夫的遗产 

donate：['donet] n.v.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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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ow： [ɪn'daʊ; en-] vt.赋予，捐赠，天生拥有 

494. bust：古伊特鲁里亚人的人形骨灰瓮 

英语单词 bust 来自拉丁语 bustum，本意是“坟墓、火葬用的柴堆”。古代意大利的伊特

鲁里亚人相信逝者死后会在来世超生，并保留生前的习惯。因此人死后被火化，骨灰被放置

在一个人形骨灰瓮中，包括一个盛放骨灰的瓶身和一个人头形状的盖子。整个骨灰瓮被安放

在布置得像生前居所的坟墓里，生前使用的一系列物品也一同陪葬。受这种丧葬习俗的影响，

拉丁语 bustum 也被用来表示这种人形骨灰瓮，后来被用来表示人的“上半身雕像”。19 世

纪后还衍生出“胸部”之意。 

bust：n. [bʌst] n.半身雕像；胸部 

busty：['bʌsti] adj.胸部丰满的，大胸脯的 

495. 与保存干尸习俗有关的单词 

古埃及人相信人死后灵魂不会消亡，仍会依附在尸体上。因此，人死后，人们使用有防

腐作用的香料涂抹在尸体上，将其制成干尸体，希望它能长期保存下去。这种涂抹了防腐香

料的干尸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 mumiyah，来自波斯语 mumiya（沥青）。该词经过拉丁语进

入英语，拼写变为 mummy。 

古希腊人将古埃及人制作的这种干尸称为 skeleton soma，其中的 skeleton 是“干瘪的”

之意。英语单词 skeleton（骨架）就来源于此。古代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曾在著

作中描述古埃及有一习俗：凡重大的宴会都要在席上显眼处安放一具干尸，借此提醒众宾客

居安思危，不忘苦难。所以英文中有 skeleton at the feast 这一习语，但现在意思已经为“扫

兴的家伙”了。 

mummy：['mʌmɪ]  n.木乃伊 

skeleton：['skɛlɪtn] n. 骨架，骨骼；纲要；骨瘦如柴的人 adj. 骨骼的；骨瘦如柴的；概

略的 

496. sarcophagus（石棺）：能够食肉的石头 

古代埃及人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因此有保存死尸的习俗。当国王或贵族去世后，人们

会用大量昂贵的防腐药水浸泡尸体，然后将其制作成木乃伊。平民买不起昂贵的防腐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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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家人去世后，经过简单的防腐处理后便将尸体密封在石棺中，希望石棺能够起到防腐的

作用。很多年过后，当古希腊人挖掘出古埃及人的坟墓时，发现有的尸体保存良好，有的尸

体已经腐烂得面目全非。他们对此大惑不解，思考了很久后认为，密封在石棺里的尸体之所

以腐烂是因为石棺具有“食肉”的性质，会逐渐分解并吞食掉死尸的肉。因此，他们将这种

石棺称为 sarkophagos，由 sarx（肉）和 phagein（食用）组成，字面意思就是“食肉”。该

词进入拉丁语后拼写改为 sarcophagus，英语单词 sarcophagus 便从此而来。与此同源的单词

还有 sarcasm（讽刺，本意为“撕掉肉”）。 

sarcophagus：[sɑr'kɑfəgəs] n.石棺，用来制作石棺的大理石 

sarcasm：['sɑrkæzəm] n.讽刺，挖苦，嘲笑 

497. spinster：纺织嫁妆的未婚女子 

英语单词 spinster 由 spin（纺织）+ster（女性名词后缀）构成，字面意思就是“纺织女”。

在古代英国传统中，未婚女子的主要工作就是纺织。女孩需要在结婚前纺织好自己将来结婚

时所需要的床单、被套、衣裙等嫁妆。因此，未婚女子在英语中就被称为 spinster。从 18 世

纪开始，该词逐渐用来表示过了适龄年纪的未婚女子，即我们常说的“剩女”。 

spinster：['spɪnstə] n.老姑娘，大龄未婚女子；未婚女子 

498. wed：用于婚礼的保证金 

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结婚前，男方通常需要向女方家庭提供一定的聘礼或聘金。在古

代西方社会也存在类似的习俗。西方男人在迎娶新娘时，也需要提供一定的礼金，不过这份

礼金不是赠送给女方家庭的，而是作为一种保证金，代表男方对女方的承诺。这笔钱通常会

花费在婚礼上。在英语中，这笔用来结婚的保证金叫做 wed，它来自原始日耳曼语，本意是

“保证、抵押”。在其他日耳曼语中，该词依然保持原意，只有在英语中词义才演变为“结

婚”。不过，作为动词的 wed 一词比较少用，人们更常用 marry 一词来代替。但 wed 的动名

词形式 wedding（婚礼）则继续得到普遍应用。 

wed：[wed] v.结婚，娶，嫁，与……结婚 

wedding：['wedɪŋ] n.婚礼，婚宴，结婚 

（六） 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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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 confetti：狂欢节游行时抛撒的糖果 

在现代婚礼上，我们常常见到人们往新人身上抛撒彩色碎纸的场面。这种做法源自意大

利。在中世纪的意大利，狂欢节时常常会举行盛大的游行。游行队伍和围观群众常常会相互

抛撒小物品以表达欢乐之情。有钱的贵族往往会抛撒糖果，在意大利语中被称为 confetti，

是 confetto（糖果）的复数形式。而没钱的穷人们为了嘲弄贵族则常常扔臭鸡蛋来代替糖果，

结果双方经常在游行时发生争吵斗殴。意大利当局为了避免冲突，曾多次下令禁止在狂欢节

游行时抛撒臭鸡蛋等物品，但穷人往往会用其他类似物品加以代替。这种情况直到 1875 年

才终于有所改变。这一年，一位聪明的米兰商人在狂欢节之前向工厂采购了大量原本是无用

副产品的彩色碎纸屑，并在狂欢节上向群众销售，用作游行时抛撒的物品。由于这种碎纸屑

对人体无害，又充满喜庆，因此大受欢迎。从此以后，在狂欢节游行中抛撒彩色碎纸的做法

就逐渐流传开来。抛撒彩色碎纸的做法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还拓展至狂欢节之外的其他场

合如婚礼。由于这种碎纸最初是用来代替糖果的，所以在意大利语中也被称为 confetti。英

语单词 confetti 便来源于此，同源的单词还有 confection（糖果）。 

confetti：[kən'fetɪ] n.（婚礼、狂欢节中抛撒的）五彩纸屑；（旧时狂欢节或庆祝场合抛

撒的）糖果 

confection：[kən'fekʃ(ə)n] n.糖果，蜜饯 

500. hobb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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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木马道具就被称为

hobby-hor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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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与古代萨温节有关的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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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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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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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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Hall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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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fire：['bɑnfaɪɚ] n.篝火，营火 

Halloween：[ˌhæləʊ'iːn] n.万圣节前夜，鬼节 

AllHallow's Day：万圣节 

hallow：['hæləʊ] vt. 使...神圣；把…视为神圣 n. 圣徒 

502. Easter：源自黎明女神节的复活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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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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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复活节”来替代原来的黎明女神节，并沿用了原来的名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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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东方国家 adj. 东方的；向东的；从东方来的 adv. 向东方，

在东方 

503. February：古罗马的牧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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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庆牧神节

（Lupercal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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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还会象征性地用羊皮鞭抽打那些希望怀孕

的妇女，以象征净化妇女的身体，使其更加容易受孕和生产。 

除此以外，人们还将年轻女子们的名字被放置于盒子内，然后年轻男子上前抽取。抽中

的一对男女成为情人，时间是一年或更长。该节日是情人节的前身，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

才被情人节代替。 

由于人们在牧神节要进行净化仪式，所以该节又被称为 Februalia（净化节，菲勃卢姆节），

来自拉丁语 februa（净化）。英语单词 February（二月），便是由拉丁文 Februarius（month of 

Februalia）演变而来。 

February： ['fɛbrʊ'ɛri] n.二月 

（七） 休闲 

504. abet：中世纪时的纵狗斗熊游戏 

单词 abet 与 14 至 15 世纪英国流行的“纵狗斗熊”游戏（bear baiting）有关。这种游戏

一般在熊园里进行。先用铁链把熊拴在柱子上，然后放一群狗咬它，在经过一番撕咬搏斗之

后，总是以熊被咬死而告终。据记载，1575 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观看“纵狗斗熊”

时就有 13 只熊被咬死。“纵狗斗熊”的游戏在英国延续了 800 多年，直到 1835 年才因为过

于残忍而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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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t 一词来自古法语 abeter，其中 a=to，beter=bait（诱使去咬）。狗的主人或观众唆使

狗去咬熊的行为就是 abet the dogs（唆使狗去咬熊）。后来，abet 的词义变宽，用于表示更一

般意义上的“教唆、唆使”。 

abet： [ə'bet] v.煽动，教唆。 

505. aboveboard：赌博时将手放在桌子上 

单词 aboveboard 本是一个赌博术语，是 above board 的缩写。赌徒在赌博时，要想作弊，

往往是双手在桌子下面做小动作。为了避嫌，赌徒把双手放在桌子上表示自己没有作弊，所

以 above board（放在桌子上）意思就是“光明正大”的。 

aboveboard：[ə,bʌv'bɔːd] adj. adv 光明正大的（地），直率的（地） 

506. ace：扑克牌中的 A 

人们通常认为，西方的扑克牌（poker）源自意大利的塔罗牌。除了大小鬼两张副牌外，

共有 52 张正牌，分成四个花色。除了 1-10 等数字牌外，还有 K、Q、J 三种人头牌。其中 K

代表 King（国王），Q 代表 Queen（王后），J 代表 Jack（勇士）。其中，表示数字“1”的牌

用字母 A 表示，英语中叫做 ace，意思就是“一”，来自法语和拉丁语 as（一）。ace 除了可

以表示扑克牌中的 A 外，还可以表示骰子中的一点。由于 ace 代表最小的分值，所以 ace 原

本含有“坏运气”、“无用的东西”等含义。 

在法国大革命后，人们修改了扑克牌的游戏规则，使 A 比 K 大，作为“底层人民推翻

君主”的象征。从此以后，A 成了最大的牌。相应的，单词 ace 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变成

了“王牌、佼佼者”的意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ace 还被用来表示击落 5 架以上敌机的

王牌飞行员。在网球比赛中，发球直接得分也被称为“ace 球”。 

ace：[eɪs] n.幺点，佼佼者，王牌，直接得分的发球 adj.一流的，极好的 v.发球直接得分，

击败，得高分，顺利通过考试 

507. acrobat：表演高空行走的杂技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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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也来源于此；bates 表示“行走者”。英语单词 acrobat（杂技）正是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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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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robat：['ækrəbæt] n.杂技演员，特技演员 

acrophobia： [,ækrə'fəʊbɪə] n.高空恐惧症 

acrobatic： [ækrə'bætɪk] adj.杂技的，特技的 

508. agony：压力山大的古希腊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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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等比赛。赛会遵循“只有第一名才是胜利者”的精神，每项比赛只设冠军，

没有亚军和季军。在赛会中获得冠军将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而比赛失败会给人带来极大的痛

苦。所以，参加赛会的人在心理上会承受极大的压力。这种因为参加“赛会”（agon）而导

致的心理压力和痛苦在希腊语中就称为 agonia，后来直接进入拉丁语，最终辗转演变为英语

单词 agony。 

agony：['ægənɪ] n.苦恼，极大的痛苦 

509. aleatory：历史悠久的掷骰子赌博游戏 

人类掷骰子赌博游戏的历史非常悠久。考古学家曾经在古埃及人和苏美尔人的墓中挖掘

出手工制作的骰子。罗马曾发现一个约公元前 900 年制的伊特鲁里亚骰子，与现今常见骰

子相似，对称面的点数和为 7。英国的史前建筑眉登古堡也有相似的骰子。考古学家也证实

在古埃及，不论农人贵族都爱玩骰子游戏。宗教记载甚至说骰子是死后灵魂所玩的游戏。在

古希腊与罗马时代，掷骰子也是一种流行的游戏。 

在古拉丁语中，骰子叫做 alea。与它有关的一句名言是 Alea iacta est（The die is cast，

骰子已经掷下）。这句话是凯撒大帝率军越过罗马北部边境的卢比孔河时对将士所说的。按

照古罗马法律，在外作战的任何将军率军越过该河就算是谋反。当时凯撒准备对庞培和元老

院宣战，夺取统治权。这句话表现了凯撒大帝敢于冒险的精神。 

英语单词 aleatory 就来自拉丁语 alea，表示与骰子赌博游戏相关的，即偶然的、碰运气

的。在经济领域是一种重要的术语，译为“射幸”，如 aleatory contract（射幸合同）。我们

常见的保险合同就是一种“射幸合同”。 

aleatory：['elɪə'tɔri] adj.偶然的，靠运气的，侥幸的，即兴的，射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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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alsoran：赛马比赛中未获名次的参赛马 

英语单词 alsoran 来自赛马比赛的术语，是 also ran 的缩写。以前报纸在报道赛马比赛的

结果时，在列出获得名次的前三名赛马名字后，往往会在 also ran 后面列出未获名次的其他

赛马的名字。also ran 的本意是“参加比赛的还有”，后来，人们将其缩写为一个单词，用

来表示参加比赛但未获名次的参赛选手，往往用来比喻某种比赛、竞选的落选者。 

alsoran：[ælsə'ræn]n.失败者，落选者，落选的马 

511. arouse：鹰抖动翅膀准备飞行 

英语单词 arouse 由 rouse 衍生，后者来自法语 reuser，最初是个驯鹰术语，表示鹰抖动

羽毛，准备展翅高飞。 

arouse：[ə'raʊz] v.唤起，唤醒，激发，鼓励；醒来，发奋 

arousal：[ə'raʊzl] n.觉醒，激励，唤醒 

rouse：[raʊz] n.觉醒，奋起 v.唤醒，激起，使振奋，奋起 

512. arena：古罗马竞技场中用来吸血的沙土层 

英语单词 arena 一般被翻译为竞技场，其实它指的并非整个场馆，而是特指场馆中央的

那块比赛场地，或者是演艺场馆中的舞台。这是因为，arena 源自拉丁语 harena，本意是“沙、

沙土”，指古罗马竞技场中用来吸血的沙土层。 

古罗马时期经常举行血腥野蛮的角斗表演，即强迫奴隶出身的角斗士相互厮杀或同野兽

搏斗，并为这种节目专门修建了宏大的竞技场。为了处理厮杀中流出的血，竞技场中铺有一

层沙土。拉丁语 harena 指的就是这个用沙土铺成的场地，英语单词 arena 就是从此而来。 

arena：[ə'riːnə] n.竞技场、舞台 

513. ascetic：古希腊运动员赛前的禁欲 

每一届足球世界杯总会有一个话题引发激烈的讨论，那就是大赛之前该不该禁欲。2014

年巴西世界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所有对球员颁布“禁欲令”的队伍都遭到了淘汰，而

那些对球员性生活持有更宽松态度的球队则走得更远。尽管如此，在历史上，人们普遍认为

大赛之前应该禁欲，英语单词 ascetic（苦修）一词就反映了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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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etic 源自希腊语 asketikos，来自动词 askein（训练），最初指的是古希腊人在参加奥

运会这样的比赛前的禁欲和锻炼。古希腊人格外重视比赛前的禁欲，因为他们认为精液是男

人气概和力量的来源，在比赛时必须拥有充沛的储备。古希腊体育史上的传奇英雄、曾经在

一天内获得三项比赛的桂冠的克雷托马库斯（Kleitomachos）就特别重视禁欲，甚至连含有

色情话题的聊天都拒绝参与。还有些人甚至会采用系上包皮的方式来控制情欲。 

古希腊人为了备赛而采取的禁欲做法得到了基督教徒的赞誉。一些基督教隐士和僧侣在

进行苦修时，也会采用古希腊人的这种禁欲方法，因此 ascetic 一词后来往往用来表示隐士、

僧侣等人的禁欲苦行。 

ascetic：[ə'setɪk] n.禁欲者，苦行者 adj.禁欲的，苦行的 

asceticism：[ə'setɪk] n.禁欲主义，苦行生活 

514. athlete：在古希腊比赛中争夺奖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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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backgammon：迫使对方棋子回退的游戏 

西洋双陆棋（backgammon）是一种古老的棋盘游戏，据说有 5000 年的历史。在游戏中，

根据棋子骰子的点数决定选手可以移动棋子的步数。首位把所有棋子移离棋盘的玩者可获得

胜利。双陆棋在英语中被称为 backgammon 是因为在游戏中，选手经常会迫使对方棋子回退，

故此称为 back game。gammon 是 game 的早期拼写方式，backgammon 就是 back game。 

backgammon：['bækgæmən] n.西洋双陆棋 

516. badger：古代纵狗咬獾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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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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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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balloon：古代击打充气皮球的游戏 

英语单词 balloon 来自意大利语 pallone（large ball，大球），源自 palla（ball，球）。在

16 世纪 70 年代，balloon 指的是一种用皮革制成、里面充气膨胀的大球，可以用球棍击打。

这种游戏也被称为 balloon。17 世纪时，人们将烟花材料塞进纸板制成的大球中，可以发射

到天上去。这种用于烟花表演的纸板大球也被称为 balloon。1783 年，孟格菲兄弟发明热气

球后，人们用 balloon 来表示热气球。最后，balloon 才被用来表示用于修饰或游戏的小气球。 

balloon： [bə'luːn]n.气球，热气球 adj.像气球一样膨胀的 vt.使激增，使膨胀 vi.激增，膨

胀 

518. bandy：早期的 11 人制冰上曲棍球比赛 

英语单词 bandy 的本意是一种早期的冰上曲棍球比赛，中文中一般译为“班迪球”。班

迪球最早流行于荷兰。19 世纪中叶在英国和挪威、瑞典、俄罗斯等国迅速兴起。1955 年在

瑞典、芬兰、挪威和苏联等国家的倡议下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国际班迪球联合会，并制订

统一的比赛规则。班迪球与冰球（hockey）类似，最大的不同是班迪球的每队人数为 11 人，

而冰球为 5 人。 

班迪球使用的球棍和曲棍球球棍类似，所以单词 bandy 一词含有“向外弯曲的”之意，

如 bandy-legged 意思就是“罗圈腿的”。又由于在班迪球比赛中，球被选手打来打去，所以

bandy 又逐渐衍生出“来回投掷、打来打去、传递、散播”等多种含义。 

bandy：['bændɪ] n.班迪球，11 人制冰山曲棍球 adj.向外弯曲的，外翻的 vt.来回投掷，

打来打去，传递，散播 

bandy-legged：adj.罗圈腿的 

bandy gossip：散布流言蜚语 

bandy about：散布，反复提及 

bandy words with：口角，斗嘴抬杠 



英语词源故事集锦——钱磊博士编著 

                 新浪微博：weibo.com/qianlei888   昵称：钱博士趣味英语                245  

bandy blows：互殴 

519. bilk：在纸牌游戏中破坏对方的得分机会 

bilk 一词原本是克里比奇纸牌（一种扑克牌玩法）游戏中的一个术语，表示打出一张牌

来破坏对手的得分机会，因此引申出“挫败”之意，继而引申出“赖账”之意，最后引申出

“诈骗”之意。 

bilk：[bɪlk] vt.骗取；逃避（债务）；挫败 n.骗子；诈骗；赖账 

520. blindfold：古代“摸瞎子”的游戏 

英语单词 blindfold 来自古英语 blindfellan，由 blind（瞎的）和 fellan（to fell，使摔倒），

本意是戏弄或击打盲人，使其摔倒。它是怎么演变成 blindfold 的呢？这跟一个游戏有关。

英国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游戏，类似中国的“摸瞎子”。将一个人的眼睛蒙起来，然后让他摸

黑去捉周围的人，捉到后猜所捉的人是谁。用来蒙眼睛的通常是一块折叠起来的布，因此人

们便将单词 blindfellan 的后半部分变成表示折叠的单词 fold，构成新单词 blindfold，用来表

示 “蒙住眼睛”。 

blindfold：['blaɪndfold] vt.蒙住……的眼睛，使模糊不清 adj.蒙眼的，看不清的，草率的

adv 盲目地，草率地.n.眼罩 

521. bluff：玩扑克牌时的虚张声势 

玩过扑克牌的人应该都知道，在玩牌时，人们往往会虚张声势，明明抓了一手烂牌，却

摆出一副胸有成竹、志在必得的模样，吓得对方不敢出手，从而在游戏中获利。这种虚张声

势在英语中就叫做 bluff。这个单词最早出现于美式英语中，可能来自荷兰语 bluffen（吹嘘）。

它原本仅仅是一个玩扑克牌的专业术语，但现在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种场景。 

bluff：[blʌf] n.v.吓唬，虚张声势 

522. bowling：历史悠久的保龄球运动 

保龄球运动（bowling）历史悠久，英国考古学家曾经在公元前 5200 年的埃及古墓中发

现与现代保龄球类似的石球。因此，保龄球运动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中最早的体育运动。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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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方和国家，都曾经出现了很多与现代保龄球运动类似的运动。 

公元 3、4 世纪的德国教会中，流行一种“打恶魔”的宗教仪式。所谓“恶魔”，是树

立在一起的几根球棒。操作者在指定距离外投出一地滚球，用球撞击球棒。如果能撞倒所有

球棒，则表示操作者的信仰坚定。该宗教仪式由于趣味性太强，后来竟然慢慢从宗教仪式转

变为日常游戏。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为其制定了统一的规则，形成了九瓶制保龄球，

流行于欧洲。马丁路德也因此被称为“保龄球之父”。 

在英国，流行的类似游戏叫做“草坪滚地球”。这是一种在户外草坪上进行的游戏。游

戏者在固定距离外，瞄准预先滚动于地面的白球，投出手中的球，以两球停止后距离最近者

为优胜者。由于许多英国贵族乐此不疲，荒废了武艺，致使爱德华三世在 1366 年颁布禁令，

禁止此项游戏，时间长达 170 年之久。直到亨利八世时才解除禁令，再次盛行。 

英语单词 bowling 是 bowl 的动名词形式。bowl 原意指“木制的球”，源自拉丁语 bulla

（球状物，气泡）。bowl 做名词时表示保龄球运动用球，做动词时表示玩保龄球，投球。 

bowl：[bəʊl] n.木球，保龄球；碗 vt.投掷（保龄球），（像投保龄球那样）平稳快速移动

vi.玩保龄球，（像保龄球那样）平稳快速移动 

bowling：['bəʊlɪŋ] n.保龄球运动 

523. buck：玩牌时代表庄家身份的鹿角猎刀 

英语单词 buck 除了表示“雄鹿”、“美元”外，还可以表示“责任”，这种说法起源于玩

牌时放在庄家面前代表庄家身份的物品，最初常常是鹿角握柄的猎刀（buckhorn knife），后

来简略为 buck。由于玩牌时为求公平，常常采用轮流坐庄的方式，buck 放到谁面前就意味

着谁要承担庄家的责任，故此 buck 一词衍生出“责任”的含义。pass the buck 指的就是把

buck 传到下一家，后来幽默作家马克•吐温在其文章中，首先将其引申为“寻找借口、推诿

责任或把过失推给别人”之义，因而一举成为流行一时的俚语。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总统

杜鲁门为杜绝政府官僚推诿责任（pass the buck），乃根据此俚语创造出另一句话，也是他放

在椭圆形办公桌上的著名座右铭“the buck stops here”，意思是“责任止于此，绝不推诿”。 

buck：[bʌk] n.美元，钱，雄鹿，纨绔子弟，责任 

the buck stops here：绝不推卸责任 

pass the buck：推卸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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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casino：意大利的聚众娱乐的小屋 

英语单词 casino 来自意大利语，本意是“小房子”，是 casa（房子）的指小形式。在意

大利语中，casino 原本指的是意大利乡间小屋，类似乡村俱乐部。人们聚集在这里面唱歌、

跳舞、赌博，进行各种娱乐活动。后来，赌博的人越来越多，逐渐成为了 casino 里面最主

要的娱乐形式，casino 也就变成了赌场。 

casino：[kə'siːnəʊ] n.赌场，俱乐部，娱乐城 

525. charade：古代法国的看手势猜字谜游戏 

英语单词 charade 来自法语，由 char-和名词后缀-ade 组成。char-很可能来自法语拟声词

charrar（唠叨），所以 charade 的本意是“喋喋不休、长篇大论”。在古代法国有一种看手势

猜字谜的游戏，叫做 dumb charade（不出声的 charade）。表演者需要通过手势，将一个短语

的所有部分都表演出来，然后观看者开始猜是哪个短语。后来，这个游戏被简称为 charade。

现在，charade 常常被用来比喻“幌子”、“易识破的伪装”。 

charade：[ʃə'red] n.看手势猜字谜游戏，幌子，易识破的伪装 

526. check：国际象棋中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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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古波斯人称象棋中“把对方将死”为 shah-mat，mat 是“死”的意思。英语单词

checkmate（将死）就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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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mate：['tʃekmeɪt] n.将死，挫败 vt.把……将死，使……彻底失败 

chess：[tʃes] n.国际象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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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circus：马术表演用的圆形场地 

英语单词 circus（马戏）直接来自拉丁语，等于“ring”，表示“圆形场地”，与 circle

（圆形）同源。马戏与圆形场地有什么关系呢？原来，现代马戏发源于英国。1768 年，一

名英国退役军人 Philip Astley 在伦敦的 Westminster 桥附近开办了一家骑术学校。在这里，

他上午传授骑术，下午表演各种惊人的马上技巧。表演场地就在学校中的一块圆形竞技场中，

Philip Astley 将其称为 circus。后来，表演骑术的杂技人员都借鉴了 Philip Astley 的做法，在

特别设计的圆形场地中表演骑术，既便于骑师在马上保持平衡，又便于观众始终能够看到骑

师的表演。慢慢地，circus 一词的含义就从供马术表演的场地变成了马术表演本身。现代马

戏就是在马术表演的基础上不断扩充丰富内容而成的，因此沿用了 circus 这个单词。 

circus：['sɜːkəs] n.马戏表演，马戏团 

circle：['sɜːk(ə)l] n.圆，圈，环，循环，周期 v.画圆，绕圈，循环，旋转 

528. debonair：品种上佳的鹰 

英语单词 debonair 来自法语，是词组 de bon' aire（of good race），原本是驯鹰术语，字

面意思是“品种上佳的”，用来表示良种的、经过严格训练鹰。12 世纪进入英国后，表示“驯

服的、温顺的、谦恭的”。该词后来不怎么使用，到了现代再次流行，词义演变为“和蔼的、

令人愉快的、快活的”。 

debonair：[,debə'neə] adj.快活的，和蔼的，令人愉快的，温文尔雅的，殷勤的 

529. desultory：古罗马骑术表演中的跳跃 

在古罗马的骑术表演中，骑师常常同时骑两匹以上的马，从一马背上跃至另一马背上，

拉丁语把这种骑师称作 desultor，意思是“跳跃者”，等于英语单词 leaper。后来该词又被

用来比喻反复无常的人或说话无条理的人。英语 desultory 一词即源于此，表示不连贯的，

无条理的。 

desultory：adj.断断续续的，散漫的，不连贯的，无条理的。 

530. gymnastic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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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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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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ymnos（意为裸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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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gymnasium（体育馆、

健身房）源自希腊语 gymnasion，意思就是进行 gymnastics 的场所。词根 gymn 来自 gymnos，

表示“裸体”，如 gymnosophist（裸体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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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handicap：赌博时设置赔率的方式 

赌博是古今中外很多人都喜欢玩的游戏。赌博时需要解决的一种重要问题是保障公平性，

使各方获胜的概率大致相同。例如，拿球赛进行赌博时，如果强弱分明，赌弱队赢的人就会

吃亏，这时就需要调整两支球队的赔率，提高弱队的赔率，降低强队的赔率，这样才能实现

公平，吸引人们参与赌博。那么，由谁来决定赔率呢？以前是由中立的第三方仲裁来决定赔

率，决定的方式叫做 hand in cap。参与赌博的双方都拿出一定的担保金，抓在手中。然后双

方都把手放到帽子里。第三方仲裁宣布赔率后，参赌双方将手从帽子里拿出来。如果接受这

个赔率则将手摊开，如果不接受赔率则以握拳表示。如果双方都接受赔率，则可以开始赌博，

仲裁取走帽子里的担保金作为酬金。如果双方都不接受赔率，则赌博取消，仲裁也可取走帽

子里的担保金，但自己的声望受损，以后就很难再被人邀请来充任仲裁了。如果一方接受另

一方不接受，则赌博取消，接受赔率的一方取走帽子里的担保金，仲裁因为没能完成任务而

空手而归。 

英语单词 handicap 就来自 hand in cap，指的是赌博或比赛时为了实现公平性而进行的各

种调整和设置。除了设置赔率外，另外最常用的方式是给优势方设置障碍或不利条件，如在

赛马比赛中，给优势赛马增加负重。因此，handicap 又衍生出“障碍、不利条件”的含义。

在现代英语中，常用 handicapped 代替 disabled，用来委婉地表示“身体残疾的”，意思是

你太优秀了，老天为了让其他人能与你公平竞争才给你设置了一些不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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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icap：['hændɪkæp] n.障碍，不利条件 vt.妨碍，阻碍，使不利 

handicapped：['hændɪkæpt] adj.残疾的，有生理缺陷的 n.残疾人，缺陷者 

handicapping system：差别积分制，机会均等化比赛法 

532. hazard：用骰子来玩的赌博游戏 

英语单词 hazard 来自阿拉伯语 al zahr（the dice），意思是“骰子”。在十字军东征期间，

十字军在东方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会了一些用骰子来玩的游戏，也将这个词带回了欧洲，原本

指的是用骰子来玩的赌博游戏。由于这种游戏都需要冒险、赌运气，所以 hazard 一词就衍

生出了“冒险、赌运气”等含义。 

hazard：['hæzəd] vt.赌运气，冒……的风险，使遭受危险 n.冒险，危险，冒险的事 

hazardous：['hæzədəs] adj.有危险的，冒险的，碰运气的 

533. jeopardy：胜负难分的比赛 

英语单词 jeopardy 来自法语，原本是一个游戏术语，表示比赛、游戏时双方势均力敌、

胜负难分。该单词的拼写中，jeo 表示“比赛”（game），与 joke 同源；pard 表示“部分”

（part），因此该词的字面意思就是比赛双方各据一方，势均力敌。由于双方都有或输掉比

赛，因此 jeopardy 一词逐渐衍生出“潜在的危险、风险”的含义。在法律领域中，jeopardy

表示“被告在法庭上可能被判罪的风险”。词组 double jeopardy 指的是被告因为同一罪行而

受到两次审判和惩罚，这是法律禁止的，即“一罪不二罚”。  

美国有一档著名的电视知识竞赛节目就叫做 Jeopardy。参加节目的都是智商超高、知识

超渊博的牛人。IBM 公司甚至派出自己研发的人工智能系统“沃森”参加该节目，与两位

最强选手同台竞技。 

jeopardy：['dʒepədɪ] n.危险，风险 

534. lure：召回猎鹰的引诱物 

古时在英国和欧洲大陆流行鹰猎，即使用猎鹰来进行狩猎。为了召回飞出去的猎鹰，猎

人往往使用由肉食和鲜艳羽毛做出的引诱物。这种引诱物在英语中就称为 lure。allure 与 lure

同义，来自古法语 alure，表示“to lure”。 

lure：n.诱惑，诱饵 v.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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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ure：n.诱惑力 v.诱惑。 

535. park：供贵族狩猎游玩的围场 

古代欧洲贵族崇尚武艺，喜爱狩猎，平素的一大娱乐就是狩猎，因此会将一些土地围起

来作为狩猎场所，其他人不得进入。这种供贵族狩猎游玩的围场就是 park。该词来自古法语

parc，最初的含义是 enclosure（围场）。如我国河北承德市的木兰围场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

皇家 park。 

单词 park 的基本含义就是“围场”，即围起来的专用场地。古代贵族狩猎游玩的围场

叫做 park，现代社会中面向公众开放的游玩场地也可以叫 park，而围起来用来停车的场地

也可以叫做 park。所以 park 一词还可以用来表示“公园”或“停车场”。实际上，park 一

词还可以用来表示体育场、花园、炮场等各种“围起来的场地”，只是不太常见。 

park：[pɑːk] n.公园，停车场 vt.停放 vi.泊车，停车 

536. parry：剑术训练课上的提醒 

中世纪时，剑术被认为是贵族必须掌握的技艺之一。很多贵族家庭都会邀请剑术高超的

教师来向子女传授剑术。在剑术训练课上，当老师向学生击出一剑时，会同时大声提醒：

“Parez!”，意思就是“小心、躲开”，是法语单词 parer（小心、躲开）的祈使形式，其源头

来自意大利语动词 parare（躲开或挡住一击）。英语单词 parry 就来自法国剑术训练课上的这

句提醒“Parez!”，表示“躲开、挡住”。 

parry：['pæri] v.躲开，挡住 n.回避，挡开，回避的回答 

537. prestige：魔术中令人叹为观止的幻觉 

好莱坞著名电影《致命魔术》（the prestige）讲述了两个超级魔术师明争暗斗的故事。

很多观众对该片的英文名字不理解。英语单词 prestige 在字典中是“声望”的意思，跟魔术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个单词的本意就是魔术表演中的招数、特技的意思。它源自

praestringere，由 prae（pre，在……前面）+ stringere（捆绑），字面意思就是“在人面前假

装把自己捆绑起来”。 

电影《致命魔术》对 prestige 的内涵进行了深刻阐述：每一次魔术表演包括三个步骤。

第一步叫做 pledge，魔术师展示一些真实的、平常的物品或场景，并请观众检验；第二部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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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turn，魔术师利用这些平常的物品做出不寻常的事情，如使东西消失，但这还不足以使观

众鼓掌。因此优秀的魔术还需要第三步，这就是 prestige，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魔术师要

在这一步做出匪夷所思的事情，如把消失的东西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再次带回到人们面前，从

而博得观众的惊奇与赞叹。 

由此可见，prestige 的本意是指高超的魔术师所创造出的令人匪夷所思、叹为观止的幻

觉，这种幻觉能使观众如痴如醉，从而对观众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对魔术师五体投地、敬若

神明。因此 prestige 一词也就衍生出“影响力、声望”的含义。 

prestige： [pre'stiː(d)ʒ] n.威望，声望，声誉 

prestigious： [pre'stɪdʒəs] adj.有声望的 

538. sniper：善于猎杀鹬鸟的人 

英国殖民印度时期，英国殖民者喜欢到印度乡间打猎，其中一种常见的猎物是鹬鸟

（Snipe）。这种鸟行动敏捷，警觉性很高，极难被猎杀。猎人需要伪装埋伏，借助高精度步

枪和精准的射击技术才能猎到鹬鸟。因此，人们便将这些枪法出众、善于猎杀鹬鸟的人称为

sniper（猎鹬者）。在战场上，狙击手通过伪装埋伏远距离射杀敌人的方式非常类似猎杀鹬鸟，

因此人们便用 sniper 一词来表示狙击手。而原本表示“鹬鸟”一词的 snipe，也反向派生出

“狙击”的含义。 

sniper：['snaɪpə] n.狙击手 

snipe：[snaɪp] n.狙击；鹬，香烟屁股，被开玩笑的人物 v.狙击，伏击，猎鸟 

539. soccer：按英国足球协会制定的规则进行的足球运动 

在英国，football 表示“足球运动”，但是在美国，football 指的是“橄榄球运动”而不

是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足球运动”。这是因为美国人对橄榄球运动的热衷程度远远高于足

球运动。在美国，“足球运动”叫做 soccer。很多人以为 soccer 是美国人杜撰出来的单词，

其实它是一个地道的英式英语单词，只是因为在美国流行因而遭到英国人的冷落。 

早在中世纪时，足球运动的雏形——用脚踢球的比赛——就已经在英格兰出现。但直到

这项运动在伊顿和拉格比等高级私立学校的贵族少年中流行后，人们才开始考虑制订统一的

比赛规则。1863年10月的一个晚上，12家英格兰足球俱乐部的负责人在伦敦一家酒馆聚会，

统一了足球运动的规则，并成立了英格兰足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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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 1871 年，以拉格比（Rugby）学院为首的另一批足球俱乐部聚会，制订了

另一种足球运动规则，更多地允许用手触球。为了区分这两种足球运动，人们将拉格比学院

牵头制订规则的足球运动称为“拉格比足球”（其实就是英式橄榄球运动），简称为 rugger；

将英格兰足球协会制订规则的足球运动称为“协会足球”，简称为 soccer，来自 association

（协会）一词。 

美国人用 football 表示“橄榄球运动”，为了区分，便用 soccer 来表示“足球”。在英

国，soccer 和 football 原本都得到使用，但出于对美式英语的抵触，英国人几乎不使用 soccer

一词，而是用 football 来表示足球运动。 

soccer：['sɑkɚ] n.英式足球，足球运动 

rugger：['rʌgə] n.英式橄榄球运动 

540. strikeout：棒球运动中的“三振出局” 

在棒球运动中，当防守方的投手投出一个符合规则的好球，而进攻方的击打手没能击中

球时，称为 strike（振）。如果击打手连续三次未能击中球，得到三个 strikes，就在本局中被

罚出局。这种情况就叫做 strikeout（三振出局）。在英语中，strikeout 常用来比喻一件事连续

尝试多次都没有成功。 

strikeout：['straɪkaʊt] n.失败，三振出局 

541. suck：吸果冻比赛时观众的叫喊声 

英语单词 suck 在口语中表示“很糟糕、很烂”。suck 一词的本意是“用嘴巴吸”。该

词表示“糟糕”的词义源自吸果冻比赛时观众的叫喊声。国外有一种吸果冻的趣味比赛。规

则很简单，不许用手，只许用嘴巴将果冻吸光。在比赛中，观众们在一旁大喊：Hey，you suck!

表面上是鼓励你快点吸，实际上是骂你太烂。因此，suck 一词在口语中常被用来表示“很

糟糕、很烂”。 

suck：[sʌk] vt.吮吸 vi.吮吸，表现极其糟糕，表现很烂 

sucky：['sʌki] adj.令人讨厌的 

542. tennis：发球者提醒对方接球的叫声 

网球的前身是 14 世纪时流行于法国宫廷的一种叫做“掌球”的游戏，两名游戏者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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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绳子，用手掌击打一个布球。后来，这种游戏不断得到改良，绳子换成了球网，出现了

木板做成的球拍，后来受到羽毛球拍的启发，出现了类似羽毛球拍的网球拍。1873 年，英

国的华尔特·科洛普顿·温菲尔德上校制订了现代的网球运动规则，并为这项运动起了一个很

古典的名称——sphairistike。该词源自希腊语，意思是“玩球的技艺”。然而，这个冗长的

名字很快被人遗忘，而源于网球运动时发球者提醒对方接球的叫声的法语单词 tenetz 却被人

们普遍接受，成为了网球运动的通俗叫法。法语单词 tenetz 的本意是“接住”，是法国人在

玩掌球和网球时，发球者提醒对方的习惯叫声。英语中表示网球运动的单词 tennis 就来源于

此。 

tennis：['tenɪs] n.网球运动 

543. yoga：追求“合一”的修行方式 

yoga（瑜伽）起源于印度，一种达到身体、心灵与精神和谐统一的运动方式，包括调身

的体位法、调息的呼吸法、调心的冥想法等。英语单词 yoga 来自梵语 yoga-s，其含义是“一

致”、“结合”或“和谐”，而后者又来自原始印欧语词根 yeug-（结合）。所以 yoga 一词的字

面意思就是“合一”，这正是瑜伽运动的宗旨，即身心合一和天人合一。 

与 yoga 同源的单词还有 yoke（轭）、jugular（颈部的） 

yoga：['jəʊgə] n.瑜伽 

yoke：[jəʊk] n.轭，束缚 v.结合，上轭 

jugular：['dʒʌgjʊlə] adj.颈部的，咽喉的，颈静脉的 n.颈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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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交通 

544. aloof：航海时船头转向上风方向避开下风障碍物 

在航海过程中遇到大风时，船只可能被风吹得偏离航线，从而可能碰撞下风方向的障碍

物。这时就需要朝上风方向转舵，使船头略微转向上风，这样可以抵消风力造成的偏移，保

持航线，避免碰撞下风方向的物体。船只的这种行驶状态在英语中就称为 aloof，由 a（处于）

+loof（朝向上风方向）构成，意思就是“朝向上风方向”。由于船头朝向上风是为了避开

下风方向的障碍物，因此 aloof 又衍生出“躲避的、远离的”之意，并进一步衍生出“疏远

的、冷漠的”等比喻之意。现在，人们几乎只使用 aloof 的比喻之意，而不再使用它的本意。

如在街上看到摔倒的老人时，大部分人的做法就是保持 aloof。 

aloof：[ə'luːf] adj.adv.远离的，避开的，疏远的，冷漠的，无动于衷的 

luff：[lʌf] vi.顶风行驶 vt.使（船头）朝向上风 n.顶风行驶 

545. arrive：水路运输中船只抵达河岸 

英语单词 arrive（到达）与 river（河流）有关系吗？没错，它们其实是同源词。古代交

通不发达，公路很少，所以天然形成的河流及大洋是非常重要的交通途径。英语单词 arrive

（到达）就与古代的水运方式有关。arrive 源自拉丁语 arripare，由 ad+ripa 组合构成。ad 表

示 toward、 near（靠近），因为后面的 ripa 以 r 开头所以改写为 ar；ripa 表示“河岸、海岸”，

如英语单词 riparian（河边居民）。英语单词 river（河流）与 arrive 同源，它源自拉丁语 riparius

（河岸的）。 

arrive：[ə'raɪv] vi.达到，达成。记：ar（=ad，靠近）+rive（river 的岸边）→靠岸 

arrival：[ə'raɪv(ə)l] n.到达，到来，到达者 

river：['rɪvə] n.河，江 

riparian： [raɪ'peərɪən] n.河边居民，河岸拥有者 adj.河边的 

546. bus：供多人乘坐的公共马车 

在公共汽车出现之间，人们可以搭乘出租马车外出。这种出租马车有点像现在的出租车，

但需要提前预订。1823 年，一位名叫 Stanislas Baudry 的法国人在法国南特市郊区创办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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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蒸汽磨坊，并利用多余的热气提供公共浴场服务。为此，他提供一辆大型马车接送住在市

中心的客人。在提供这种运输业务时，他发现有很多上车的客人并不是去他的浴场，而是在

中途其他地点下车。受此启发，1826 年，他放弃了浴场业务，专门经营这种新型的运输业

务，并专门准备了两辆 16 座的马车。马车的出发点在一家制帽店前面，这家制帽店有个招

牌，上面用拉丁语写着 Omnès Omnibus（all for all），其中的 omnibus 意思是“for all”，与

他的这种公共马车性质非常契合。因此，他就把自己经营的这种公共马车称为 omnibus，这

就是公共汽车的前身。单词 bus 其实就是 omnibus 的简称。 

在餐馆中，那些推着小推车负责上菜、收拾餐桌的助理服务员被称为 busboy，因为他

们所推的小推车有点像 bus。 

bus：n.公共汽车 

omnibus：n.公共汽车，文集 adj.综合性的 

547. cab：法国的轻便二轮马车 

英语单词 cab 是法语单词 cabriolet 的缩写。cabriolet 是十八世纪时法国流行的一种轻便

二轮马车，常用作出租用途。在法语中个，cabriolet 是 cabrioler（跳跃、雀跃）的指小形式。

这种车之所以被称为 cabriolet，是因为当时路面不平，而这种车的车身又轻，所以前进时经

常上下颠簸，像是在跳跃一样，所以称为 cabriolet，有点像北京人管三轮车称为“三蹦子”

一样。 

汽车被发明后，伦敦街头的出租汽车的外形很像以前的轻便二轮马车，所以在口语中也

被英国人称为 cab。单词 taxi 才是“出租车”的正式称谓。 

cab： [kæb] n.出租车，出租马车 vi.坐出租车 

548. leeway：航海时受风影响产生的偏移 

英语单词 leeway 原本是个航海术语，由 lee（下风处）+way（途径）组成，指的是船只

在航行时，受风力影响，向下风方向产生的偏移。在航行时，必须预先想到船只可能产生的

这种偏移，预先留出余裕，以免船只与下风方向的其他物体发生碰撞。因此，leeway 一词

便产生了“余裕，回旋余地”的含义。现在，该词已经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和工作场景中。 

leeway：['liːweɪ] n.余裕，回旋余地；偏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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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 log：古代航海家在圆木桅杆上划道计日子 

英语单词 log 指尚未切割的原木，但又常常用来表示“日志”，尤其是航海日志、飞行

日志。“原木”和“日志”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古人在驾驶帆船出海远航时，常

常采用在桅杆上划道的方法来记录日期，这就是最原始的航海日志了。由于桅杆是用原木

（log）做的，所以记录在桅杆上的日志自然也就被称为“log”了。 

log：[lɒg] n.原木，日志，记录 v.伐木 

550. mail：古代用来装行李的旅行包 

英语单词 mail 原本不是用来表示“邮件”，而是表示用来装行李的旅行包。它来自古

法语 male。直到 17 世纪，该词才被用来表示“装信的袋子”。到 18 世纪，该词才被用来

表示袋子里装的“信、邮件、包裹”。在 19 世纪的英国，mail 一般表示寄往国外的邮件，

而寄往国内的邮件则称为 post。 

mail：[meɪl] n.邮件，邮政，邮递 vt.邮寄 vi.邮寄 

551. manage：从驾驭马匹到驾驭企业 

manage 本是一个行业术语，来自拉丁语 maneygiare，意思是 handle（操纵），尤其是操

纵、驾驭马匹。manage 中的 man-是拉丁词根 manu-的变体。后来，该词从“操纵、驾驭马

匹”逐渐扩充到其他管理活动中。单词 manner 与 manage 同源，字面意思就是某人做事

（manage）的方式和风格。 

manage：['mænɪdʒ]v.管理，经营，控制，设法，处理，应付过去 

manager：['mænɪdʒə]n.经理，管理人员 

management：['mænɪdʒm(ə)nt]n.管理，管理人员，管理机构，操纵，操纵手段。 

manner：['mænə]n.方式，习惯，规矩，风俗，风度，风格，举止 

552. nausea：海上航行时的晕船恶心现象 

古代人和现代人一样，在海上航行时也会发生晕船恶心现象。英语单词 nausea 的本意

就是表示这种晕船恶心现象。它来自希腊语 nausia，其中词根 naus-表示“航行”，后缀-ia

表示“病症”。进入拉丁语后，nausia 的拼写变为 nausea。不过在现代英语中，nausea 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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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于表示“晕船”，通常仅仅表示“恶心”。 

nausea： [ˈnɔ:ziə] n.恶心，晕船，极度的憎恶 

553. opportunity：归航时风向恰好吹向港口 

在轮船发明之前，人们航海时极其依赖海上的风。如果在归航时，风向恰好吹向港口，

那就太好了，可以轻松地返航。如果风向不对，就得多费不少周折，甚至可能滞留海上无法

返回港口。但风向恰好吹向港口的情况很少见，如果能够遇到实属幸运。在拉丁语中水手们

将归航时顺风称为 opportunus，由 ob（toward，朝向）+portus（port，港口）组合而成，字

面意思就是“风吹向港口”，由此产生了英语单词 opportune（恰好的）。而 opportunus 的名

词形式 opportunitatem 则产生了英语单词 opportunity（机会）。 

opportune：[ˌɔpə'tun] adj.恰好的，合适的，合时宜的 

opportunity：[ɒpə'tjuːnɪtɪ] n.机会，机遇，时机 

554. restive：马匹不肯往前走 

英语单词 restive 由 rest（休息）衍生而出，很多人常常望文生义，以为它是“安宁的”

之意，实际上它的含义相差甚远。其实这里的 rest 取其本意，表示“静止不动”。restive 原

本指的是马匹不肯往前走，引申为“倔强的”、“难驾驭的”。 

restive：['restɪv] adj.倔强的，难驾驭的，不安宁的 

555. road（马路）：供骑马行走的路 

road 一词在英语里泛指“路”时，相当于汉语里的“马路”。“马路”可以指供车马行

走的道路，也可以指一般的路。而 road 的祖先恰好也同“马”有关。 

road 在古英语中写作 rad，是从 ridan（即“ride”，骑马）一词演变来的，rad 就是“供

骑马行走的路”，也就是“马路”。尽管中国的“马路”上并不一定有马，英国的“road”

上也不一定有骑马的人，然而我们都这样习惯的叫下去。 

road： [rəʊd] n.马路，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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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standoffish：航海时保持船只之间的距离 

英语单词 standoffish 来自航海术语 stand off。后者指的是航行时，为了避免碰撞，船只

之间总要互相保持一定距离，所以要 stand off（站开一点）。由此引申出“疏远、冷淡”之

意。 

standoffish：[stænd'ɒfɪʃ] adj.冷淡的，不友好的 

557. starboard：控制船只方向的船舵所在一侧 

在古代撒克逊人的船只中，负责控制船只方向的船舵安装在船的右侧外沿，所以在古英

语中，这一侧的船舷被称为 steorbord（steer board），后来演变为现代英语中的 starboard（右

舷）。船只靠岸时，必须使右舷朝外，用左舷靠近码头来装卸货物，所以在古英语中左舷被

称为 ladd borde（the loading side），后来演变为现代英语中的 larboard（左舷）。由于 starboard

（右舷）和 larboard（左舷）发音接近，不易区分，人们后来又将左舷称为 port。port 原指

“港口”，由于船只进港时左舷朝向港口码头，所以就用 port 来表示左舷。 

starboard：['stɑːbɔːd; -bəd] n.右舷 adj.右舷的 v.向右转舵 

larboard：['lɑːbɔːd; -bəd] n.左舷 adj.左舷的 adv 朝左舷 

port：[pɔːt] n.港口，端口，左舷 v.向左转舵 

558. taxi：装有自动计价器的出租汽车 

英语单词 taxi（出租车）与 tax（税）的拼写如此接近，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原来，

taxi 是 taximeter cab（装有自动计价器的汽车）的缩写。cab 本指一种通常用于出租的轻便二

轮马车，汽车发明后也可以表示汽车。而 taximeter 是“计价器”的意思，来自德语 taxameter，

由 taxa（tax、charge、费用）+meter（计量器）构成。所以 taxi 一词原本表示“出租的、按

时间或里程收费的”，除了出租车外还可以表示其他可租用的商品或服务，如 taxi dancer

指的是提供陪舞服务的女人。 

taxi： ['tæksɪ] n.出租车 vt.使滑行，用出租车送 vi.乘坐出租车，打车，滑行 

559. travel：古代令人痛苦的长途旅行 

英语中，表示“旅行”的单词 travel 和表示“艰辛劳动、分娩之苦”的单词 travail 拼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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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接近，实际上它们来自同一词源，拥有相同的初始含义，表示“受苦、辛苦劳作”。在

中世纪时，交通很不发达，因此长途旅行是一件非常令人痛苦并且危险的事情。单词 travel

的词源就反映了这一事实。 

travel：['træv(ə)l] v.旅行，经过，行进 n.旅行，游历 

travail： ['træveɪl] n.艰苦劳动，分娩之苦 vi.辛勤劳动，经受分娩之苦 

（九） 社交 

560. ally：通过婚姻结成同盟 

婚姻是两大家族结盟的最常用方式，古今中外，这种现象都屡见不鲜。在英语中，表示

“联合、结盟”的单词 ally 的本意就是“通过婚姻结成同盟”。它来自拉丁语 alligare（结

合），与 alloy（合金）同源。15 世纪之后，该词的词义扩大，可以表示通过缔结条约等其他

方式形成的同盟。 

ally：['ælaɪ] n.同盟国，伙伴，同盟者 vt.使结盟，使联合 vi.结盟，联合 

alliance：[ə'laɪəns] n.联盟，联合，联姻 

561. alumnus：由其他家庭抚养长大的孩子 

在英语中，表示“某校的毕业生”的单词是 alumnus（男毕业生）和 alumna（女毕业生）。

这两个单词都来自拉丁语，词根为 alere（滋养、抚养）。这两个单词本来指的是因为被父母

遗弃或其他原因而由其他家庭抚养长大的孩子。这些收养家庭虽然不是这些孩子的父母，却

像父母一样为他们提供了教育和养育，不亚于他们的再生父母。 

古代没有学校，孩子的教育都是由自己的父母负责。如果想要自己的孩子向社会上的杰

出人士学习，最常见的做法就是把孩子送到这个人家里，拜他为师父，在师父身边成长并接

受教育。这跟我们中国古代拜师学艺差不多。这些成长在师父家庭中的孩子也被称为 alumnus

和 alumna。因此，alumnus 和 alumna 也就逐渐产生了“学生、弟子”的含义。现在虽然有

了学校，学生无须住到老师家里去，但出于对母校的感激之情，学生毕业后依然自称为

alumnus 和 alumna。由此可见，alumnus 和 alumna 是学生相对母校的称谓，而不是校友之间

的称谓。 

与 alumnus 和 alumna 同源的英语单词还有 aliment（食物）、old（变老）、adolescent（青

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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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umnus：[ə'lʌmnəs] n.男毕业生，男校友 

alumna：[ə'lʌmnə] n.女毕业生，女校友 

aliment：['ælɪm(ə)nt] n.食物，滋养品 vt.向……提供滋养品 

562. bribe：送给乞丐的小块面包 

英语单词 bribe 来自古法语，本意是“送给乞丐的小块面包”，因此拼写上与 bread（面

包）有关。后来，由于乞丐和小偷往往相伴而生，有些人讨不来钱就小偷小摸，因此，bribe

又衍生出“被小偷偷走的东西、赃物”之意。再后来，有些人不仅小偷小摸，还公然敲诈勒

索，因此，bribe 又可以用来表示被迫送给这些人的礼物或钱财。再往后，人们主动送给权

势之人以换取利益的礼物或钱财也被称为 bribe，即我们中文所谓的“贿赂”。 

bribe： [braɪb] n.贿赂 v.贿赂，收买 

bribery： ['braɪbərɪ] n.贿赂，行贿，受贿 

563. calendar：月初还债的古罗马习俗 

古代罗马人有一种特别的社会习俗。有负责历法的祭司负责观察月亮变化。一旦发现新

月出现，他就会向大家宣告新的一月开始，欠债者需要在这一天将到期的债务还清。拉丁语

中表示罗马月份的第一天的单词是 calendae，由 calare（庄严宣布，大声呼喊）衍生而成，

英语单词 claim（宣布）与 calare 同源，而英语单词 calends（罗马月份的第一天）和 calendar

（日历）都源自拉丁语 calendae。 

calendar： ['kælɪndə] n.日历，历法 

calends： ['kælɪndz] n.罗马月份的第一天 

564. carouse：碰杯后一饮而尽 

中国人喝酒有干杯的习俗，即双方碰杯后一饮而尽。西方人也有同样的习俗。英国人在

祝酒时，讲完祝酒词后也会一饮而尽。在英语中称为“all out”（全干了）。德国人也一样，

在德语中称为“gar aus”，意思就是“all out”。法国人则根据德语的“gar aus”创造了法

语单词 carous。而英语单词 carouse 就来自法语 carous，其实是英语“all out”出口至德、法，

改头换面地转一圈后又回来了。 

carouse：[kə'raʊz] n.一饮而尽，欢宴 vi.畅饮，狂饮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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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chairman：坐椅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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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是“坐椅子的人”。 

chairman： ['tʃeəmən] n.主席，会长，董事长 

566. debut：西方少女的“成人礼” 

工业革命以前，欧洲的上流社会、贵族世家的女孩子在成年以前，基本上是没有机会接

触到异性的，她们不去公立学校上学，家长为她们请了私人教师。女孩子到一定的年龄，就

要穿上礼服、盛装打扮，参加“成人礼”舞会。这是她们在社交群中的第一次露面，在法语

中称为 debut。debut 一词来自 débuter，本意是“桌球或弹子球游戏中的第一次击球”。 

进入英语后，debut 一词常常被用来比喻“初次登台演出”。与它同源的单词有 debutante

（初次表演的女子）、debutant（初次表演的男子）。 

debut：[de'bju] n.v.初次登台，初次亮相，首秀，初次在社交圈露面 

debutante： ['dɛbjutɑnt] n.初入社交界的少女，初次表演者，新秀 

debutant：[,dɛbjʊ'tɑnt] n.初入社交界的男子，初次表演者，新秀 

567. drawing-ro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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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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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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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 program：书面的活动通告 

英语单词 program 来自希腊语 programma，由 pro（往前）+gramma（写、画）构成，

字面意思就是“书写出来的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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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am：['prəʊɡræm] n.程序，计划，活动，节目；节目表，方案书 

569. salon：巴黎名媛客厅中的社交聚会 

英语单词 salon（沙龙）来自法语，而法语 salon 来自意大利语 salone，本意为“大厅”

（large hall），后来指法国上层人物住宅中的豪华会客厅。当时，巴黎的名人（多半是名媛

贵妇）常把客厅变成著名的社会交际场所。进出这里的人，多为小说家、诗人、画家、戏剧

家、哲学家、音乐家和评论家等，他们志趣相同，欢聚一堂，或作诗绘画，或欣赏典雅的音

乐，或就各种感兴趣的问题促膝长谈，无拘无束，各抒高见。后来，人们就把这种形式的聚

会称为 salon（沙龙）。  

salon：['sælɒn] n.沙龙，客厅，画廊 

570. shower：大量礼品的密集落下 

英语单词 shower 含有“阵雨”和“淋浴”的含义，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它还含有另一个

含义“送礼会”。shower 的本意是“大量东西密集落下”，最早用来表示阵雨，后来用来表

示淋浴，因为淋浴也是水的密集落下。在 20 世纪初，美国人开始用 shower 一词形容某人密

集地收到大量礼物。后来，人们开始用它表示“送礼会”，即人们为了庆祝某人而一块向其

赠送礼物的活动。最常见的 shower（送礼会）是 baby shower 和 bride shower，前者是给准

父母或初为人父母者组织的庆祝活动，后者是给准新娘组织的庆祝活动。“give the bride a 

shower”的意思是“给新娘组织一场送礼会”，可别误解为“给新娘淋浴”。 

shower：n.阵雨，淋浴，送礼会 vi.淋浴，下阵雨 vt.大量给予，把……弄湿 

baby shower：n.婴儿送礼会 

bride shower：n.新娘送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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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trivial：妇女们在三岔路口的闲聊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三个女人一台戏”，意思是三个女人凑一块就会叽叽喳喳地闲聊

开，热闹得像唱戏一样。古代罗马人想必对此也深有体会。他们认为，三条道路汇集之地，

必然会有妇女聚集在一起叽叽喳喳扯些家长里短的琐碎之事。英语单词 trivial 就反映了古人

的这种观念。该词来自拉丁语 trivialis（平常的、普通的），而后者来自拉丁语 trivium，由 tri

（three，三）+via（way，道路）构成，意思就是三条道路汇聚之地。因此单词 trivial 的本

意就是妇女们在路口闲聊所说的事，自然是琐碎的、无关紧要的。 

trivial： ['trɪvɪəl] adj.琐碎的，无关紧要的 

五、 社会篇 

（一） 社会角色 

572. abbot：阿拉姆语中对僧侣的尊称 

英语单词 abbot指的是男修道院院长，是这一职位的专门称呼，来自阿拉姆语中的 abba，

意思就是“父亲”。阿拉姆语属于闪米特语族，是古代中东的通用语言和波斯帝国的官方语

言，基督教《圣经》的《旧约全书》 中有一部分就是用阿拉姆语写的，历史传说认为，耶

稣也使用阿拉姆语的一种方言。 

修道院最早起源于中东，主要分布于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特别是在埃及。由于阿

拉姆语是当时这些区域的通用语言，人们就把修道院中的僧侣尊称为 abba（父亲）。随着基

督教在西方的流传，欧洲也出现了修道院。abba 这个称呼也随之流传至欧洲。如在希腊版

的《圣经》中，abba 演变成了 abbas，在拉丁文中变成了 abbatem，在法语中变成了 abbe，

在英语中有好几个单词来源于此，一个是 abbot，主要用于称呼男修道院院长；一个是照搬

法语的 abbe，意思不变；一个是 abbey，表示修道院，与 monastery 是近义词，但规模较大；

还有一个是 abbess，表示女修道院院长。 

abbot： ['æbət] n.男修道院院长 

abbe：['æbi, 'ɑ:bə] n.神父、僧侣、修士、男修道院院长 

abbey： ['æbɪ] n.大修道院，修道院中全体修士或修女 

abbess： ['æbes] n.女修道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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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actuary：古罗马时期负责编写公报的官员 

“精算师”是在保险业内工作的数学家，他们运用自己的数学、统计和财务领域的专业

知识，来研究与风险及不确定性相关的问题，来设计各种保险产品。在英语中表示“精算师”

的单词是 actuary，来自拉丁语 actuarius。在古罗马时期，actuarius 是元老院中的一个职务，

负责编写各类公报（Acta）。为了编写公报，他需要收集整理各地上报的各种社会重大事件、

各地方法官的裁决，然后根据这些信息编写公报并对外发表。他还要参加元老院会议，负责

记录会议中形成的决议，并在会后编写元老院公报。后来，actuary 一词被用来表示“法院

书记或公证员”以及“上市公司的会计人员”。 

18 世纪时，许多数学家受到保险公司的邀请，帮助解决保险精算问题，但他们最初并

没有公认的名称。1775 年，英国伦敦的一群负责帮助保险公司进行保险精算的数学家们组

成“平衡法人寿保险协会”（The Equitable Life Assurance Society of London）其首席官员被

称为 actuary。从此以后，在保险业内工作的数学家便被称为 actuary，中文译为“精算师”。 

actuary：['æktʃuɛri] n.保险精算师 

actuarial：[,æktjʊ'eərɪəl] adj.保险精算的，保险统计的 

574. adept：顶级的炼金术士 

中世纪，那些声称掌握了炼金术秘诀的炼金术士喜欢用拉丁语 adeptus 自诩。adeptus 意

指“已达到的”，“已获得的”。到了 l7 世纪，adeptus 变成了顶级炼金术士的荣誉称号。

随着炼金术的逐步衰亡，adeptus 变成了一个通用词汇。英语单词 adept 就源自该拉丁词，表

示”擅长的”或“熟练的”，也可作名词用，指“能手”、“内行”。 

adept： [ə'dept; 'ædept] adj. 熟练的；擅长…的 n. 内行；能手 

575. admir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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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已被直接借入英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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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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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官，即舰队司令。 

admiral：['ædm(ə)r(ə)l] n.海军上将，舰队司令 

576. alderman：古代盎格鲁-撒克逊部落中的长老 

古代盎格鲁-撒克逊部落刚入侵不列颠时，还保留了自己的酋长制，各部落中最年长的

人担任部落的首领。这种首领在古英语中被称为 ealdormann，由 ealdor（elder，长老）+mann

（=man，人）构成。英语单词 alderman 就由此而来。该称呼对应的官衔在 8 世纪时相当于

国王派驻某地的总督，12 世纪时对应于行业公会的首领，后来逐渐演变为市议会的高级顾

问、参赞、市议员等职位。1974 年，该官衔在英国被正式取消。 

alderman：['ɔːldəmən] n.市议员，总督，市府参赞 

577. apprentice：处于学习阶段的手工艺人 

在古代西方的手工艺行业中，广泛采取学徒制（apprenticeship）的教育培训方式。学徒

（apprentice）是手工艺行业中最低一级，要寄宿在行业中最高一级的 master（师傅）家中

充当学徒，一边为师傅干活，一边学习和实习。通常要学习 3 到 6 年后才能出师，升为“熟

练工”（journeyman）。在大多数手工艺行业公会中，工匠的职称一般都划分为“学徒”

（apprentice）、“熟练工”（journeyman）和“师傅”（master）这三个级别。 

英语单词 apprentice 来自古法语 aprentiz（学习者），而后者来自动词 aprendre。同源的

英语单词有 apprehend（理解）。 

apprentice：[ə'prentɪs] n.学徒，生手 vi.当学徒 vt.使……当学徒 

apprenticeship：[ə'prentɪ(s)ʃɪp] n.学徒制，学徒期，学徒身份 

apprehend：[æprɪ'hend] vt.理解，逮捕，忧虑 vi.理解，担心 

578. bachelor：中世纪的见习骑士 

在中世纪的欧洲，骑士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角色，通常只有贵族出生的人才能成为骑士。

一个人要想成为骑士，必须从小接受训练，并逐级升级。从 7 岁起，他将作为“侍童”（page）

在其他贵族家庭中接受骑士礼仪的教育。等他年满 14 岁后，他可以作为“侍从”（squire）

跟随在骑士身边，接受骑士战斗训练，并随同骑士参加各种骑士比武和战斗。等年满 21 岁

以后，他可以被册封为“见习骑士”（bachelor），可作为辅助部队跟随主力部队参加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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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作战经验。他所擎的旗帜为带有分叉的燕尾旗（pennon），以表明其级别。等到他积累

了足够的战斗经验并立有战功后，可以申请剪去燕尾，成为一名“方旗骑士”（banneret）。

方旗骑士是真正的骑士，是作战的主力部队，所擎旗帜为长方形，称为“banner”，故此得

名“方旗骑士”。 

英语单词 bachelor 本来表示“见习骑士”，是成为真正的骑士的前一级别。13 世纪初

叶，法国巴黎大学首创了学位制度，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三个级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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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见习骑士”和“学士”一般都是年轻男子，往往尚未结婚，所以后来 bachelor

一词逐渐产生了“尚未结婚的年轻人”，男女均可，但在美式英语中，人们又仿造了

bachelorette 一词来表示“未婚女子”。 

bachelor： ['bætʃələ] n.学士，单身汉 

bachelorette： [bætʃələ'ret] n.未婚女子 

579. barb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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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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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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 bard：古代凯尔特民族中的吟游诗人 

英语单词 bard（吟游诗人）来自古代凯尔特语，原指古代凯尔特人中专门从事诗歌创作

和吟唱的人。这种人通常世代相传，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社会阶层。他们从小就从长辈那里

学习本民族、氏族的历史和民族传说，学习诗歌创作的各种技艺，长大后成为职业诗人，创

作诗歌并四处吟唱。他们受托为国王或其他显贵创作诗歌，歌颂其祖宗或客户自己的英勇事

迹。如果收到的报酬太少，他们还会编些讽刺诗歌来讽刺这些吝啬鬼。 

在法国和英格兰，吟游诗人的传统逐渐消失，但在爱尔兰或威尔士都保存下来。爱尔兰

的吟游诗人通过咏唱保存了颂诗的传统。在威尔士，“bard”一词一直是诗人的同义词。虽

然在中世纪末这类诗人衰落了，但在威尔士至今仍有专门的“吟游诗人大会”（Order of the 

Bards），并在每年举行的“全国诗人和音乐家年会”中举办各种活动。在活动中，吟游诗人

仍必须按照经典的吟游诗体，以头韵和行内韵的严谨格律写诗。 

bard：[bɑːd] n.（凯尔特民族中的）吟游诗人 

581. baron：直接从国王那里获得封地的贵族 

男爵是贵族爵位中最低的一级。盎格鲁一撒克逊时代英语中已有“男爵”（baron）一词，

但无男爵爵位，而且词义不够确定，似有“自由者”或“国王的臣仆”之意，并无尊贵之意。

当时，所有那些直接从国王那儿得到封地的贵族都可称为“男爵”。当时男爵在世俗贵族中

占了很高比例，以至于“男爵”一词长期作为贵族的集合名词使用。11-14 世纪，男爵的封

号和封地可通过血缘和婚姻关系传递，但不得随意出售和转让，历代国王也不随意增加或褫

夺贵族封号。 

1387 年，理查二世封约翰·比彻姆为基德敏斯特男爵后，男爵才成为英国贵族的正式爵

位，并且始终是人数最多的爵位。 

baron：['bær(ə)n] n.男爵 

baroness：['bær(ə)nɪs; -nes] n.男爵夫人，女男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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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barris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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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 blackguard：穿黑色制服的帮厨佣人 

英语单词 blackguard 由 black（黑）+guard（守卫、保安）构成，它的意思为什么不是

是 black guard（黑保安）而是“恶棍”呢？原来，它的本意是指身着黑衣的帮厨佣人。古代

西方贵族出门长途旅行时，往往会带上一大帮仆佣来伺候他。其中地位最卑微的一种是帮厨

佣人，负责保管料理各种炊具。由于整天洗碗抹锅，所以他们通常都身着黑色制服，身上脸

上满是油污，永远都没有干净的时候，因此被人戏称为 blackguard（黑衣保管员）。这个词

含有强烈的贬义，通常用作蔑视或辱骂别人的话，暗指对方粗鄙龌蹉。久而久之，它的初始

含义反而慢慢被人遗忘了。 

blackguard：['blækɡɑrd] n.恶棍，流氓，粗鄙的人 adj.粗鄙的，说脏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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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 blacksmith：与深色金属打交道的匠人 

在英语中，smith 表示锻炼金属的匠人。那些锻炼铁等深色金属的匠人，在英语中称为

blacksmith；那些锻炼锡、铝等浅色金属的匠人，在英语中称为 whitesmith。此外，与黄金

打交道的匠人称为 goldsmith，与白银打交道的匠人称为 silversmith。在英语中，Smith 还是

一个常见的姓氏，其祖上应该是打铁炼钢出身的。 

blacksmith：['blæksmɪθ] n.铁匠，锻工 

whitesmith：['waɪtsmɪθ] n.锡铁匠，铝铁匠 

goldsmith：['gold'smɪθ] n.金匠 

silversmith：['sɪlvɚsmɪθ] n.银匠 

585. boor：被人鄙视的外地农民 

在英语中，boor 原本仅仅表示“外地的或来自外地的农民或农业劳动者”，用于与英

国本地的自耕农 yeoman 区分开。后来，由于人们对农民的歧视，boor 一词逐渐衍生出“乡

巴佬、粗野的人”等负面含义。 

boor：[bɔː; bʊə] n.乡巴佬，粗野的人，莽汉 

boorish：['bɔːrɪʃ; 'bʊərɪʃ] adj.粗野的，乡土气的，粗鲁的 

586. bourgeoisie：社会地位较高的城镇居民 

英语单词 bourgeoisie 音译为“布尔乔亚”，常被翻译为“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

它来自法语，字面意思就是 town dwellers（城镇居民），其中的 bourg 相当于英语中的 town。

在欧洲的封建时期，在农村中逐渐出现一些小镇，里面聚集了一些手工业者和商人等非农业

人口，他们为周边的农业人口提供农产品以外的其他各种商品，这些人就被称为 bourgeoisie，

意思就是住在小镇的这种非农业人口。后来，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这些人的财富不断增多，

并且还可以雇佣工人为自己工作。他们的地位高于农民和工人，但低于封建贵族。 

欧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西方社会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在进行阶级划分时，使

用 bourgeoisie 来表示社会中的富有阶级之一，指有产者、中产阶级，通常翻译为“资产阶

级”。值得注意的是，bourgeoisie 是集合名词，表示整个阶级。当表示具体一个人时，男人

用 bourgeois 表示，女人用 bourgeoise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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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geoisie：[,bʊəʒwɑː'ziː] n.资产阶级、中产阶级 

bourgeois：['bʊəʒwɑː] adj.资产阶级的、中产阶级的、贪图享受的 n.资产阶级男人、中产

阶级男人 

bourgeoise： ['buəʒwɑ:z, buə'ʒwɑ:z] n.资产阶级女人、中产阶级女人 

587. buff：身穿黄色牛皮衣的消防爱好者 

19 世纪时的美国纽约还没有成立专业的消防队，负责城市消防工作的都是一些义务消

防队员。他们在业余时间参加消防培训，平时各忙各自的工作，一旦遇到附近社区发生火灾，

立刻奔赴现场参加灭火。他们参加消防工作没有任何报酬，但一般都会配发统一的消防制服，

通常都是牛皮所制。 

消防员是很多人小时候所崇拜的偶像，因此，很多人看到火灾发生时，都会赶到火灾现

场，观看消防队员灭火，甚至在外围提供一些协助。为了表达对消防队员的崇拜，他们往往

也会穿上跟消防队员制服相似的黄色牛皮衣。因此，消防队员就把这种身穿黄色牛皮衣的消

防爱好者戏称为 buffalo（水牛），后来逐渐简写为 buff，表示“爱好者”，相当于英语单词

fan（爱好者，粉丝）。刚开始 buff 专指“消防爱好者”，但后来 buff 词义扩大，可以泛指

各种“爱好者”，所以就用 fire buff 来表示“消防爱好者”。 

美国很多地方都有 fire buff society（消防爱好者协会），就像是球迷协会一样，他们会

参与各种与消防有关的活动，如帮当地消防站募捐等。在路上听到消防车的警笛声，他们往

往会兴高采烈地追着消防车来到火灾现场，像观看体育巨星比赛一样观看消防队员灭火。 

buff： [bʌf] n.柔软的水牛皮；像水牛皮那样的浅黄色；爱好者 vt.用软皮摩擦；擦亮，

抛光；缓冲 

588. bulldozer：威吓阻止黑人投票的美国白人 

美国内战结束后，代表北方工业资本家利益的共和党上台执政。1874 年-1876 年的美国

州、国会和总统选举期间，在内战期间代表南方种植园奴隶主利益的民主党与执政的共和党

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密西西比州等南方州，一些民主党白人组建了“白人联盟”和“红衫

军”等半军事化组织，通过恐吓、鞭打甚至枪杀等暴力手段阻止当地黑人参加投票。一些北

方媒体对此现象进行了揭露，并用 bulldoze 一词来形容这种行为。bulldoze 原本指的是足以

放到一头公牛（bull）的剂量（doze），比喻采用鞭打、枪杀等野蛮手段来阻止黑人参加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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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而 bulldozer 就是通过暴力威吓手段阻止黑人投票的白人，泛指欺凌者、威吓者。

推土机出现后，人们用 bulldozer 一词来称呼它，因为推土机威力巨大，可以野蛮地推倒一

切障碍，特别适合暴力拆迁等场合。 

bulldozer：['bʊldəʊzə] n.推土机，欺凌者，威吓者 

bulldoze：['bʊldəʊz] vt.威吓，用推土机清理 

589. bully：妓女的情人和保护人 

英语单词 bully 最初的本意是 lover（情人），来自荷兰语 boel（情人、兄弟），可能是中

古荷兰语 broeder（兄弟）的指小形式，也就是“小情郎、情哥哥”的意思。后来词义变为

“欺凌弱小者”，可能是因为 bully 一词在历史上常常用来表示妓女的情人及保护人、皮条

客。这些男人自然不是什么好货色，往往是一些地痞流氓，喜欢欺凌弱小。因此 bully 一词

才产生了“欺凌弱小者”的含义。但它的初始含义并未完全消失，还可以用来表示“极好

的”，如口语 bully for you。 

bully：['bʊlɪ] n.欺凌弱小者，恶霸，恶棍，拉皮条的人 vt.欺压，威吓 vi.横行霸道 adj.

极好的 adv.很，十分 

bully for you：很好，我赞同你 

590. burgess：自治市中的市民 

英语单词 burgess 在字典中除了“市民”的含义外，还拥有“议员”、“镇行政官”的

含义。难道任何一名市民都能当议员或行政官吗？没错，只要你是 burgess，你就是一名议

员或行政官。因为 burgess 指的不是一般的市民，而是自治市（borough）的市民。自治市是

拥有自治权利的城市，城市的所有主权属于所有市民，就像古希腊城邦一样，城市事务由所

有市民（burgess）共同决定。所以 burgess 也就相当于“议员”或“镇行政官”了。不过现

在这个单词很少用作“议员”，用的时候也仅仅表示代表某个自治市、特别市或大学的议员。 

和 burgess 同源的单词是 burgher（市民、公民），都来自词根-burg（要塞、设防城市）。

这里的-burg 就等于 town，如匹兹堡（Pittsburgh）、汉堡（Hamburg）、爱丁堡（Edinburgh）。 

burgess：['bɜːdʒɪs] n.（自治）市民、自由民、议员、镇行政官 

burgher：['bɜːgə] n.市民、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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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 butch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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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 butler：负责斟酒的仆役长 

英语单词 butler（男管家）来自法语，本意是“斟酒的人”，与表示酒瓶子的 bottle 同

源。由此可见，现在英语中所谓的 butler（男管家），以前其实就是仆人的头，负责在宴席

上给主人斟酒，地位相对其他仆人较高，故中文译为“男管家”。 Butler（巴特勒）还是男

人的姓氏，估计他家祖上是管家出身的。 

butler：['bʌtlə] n.男管家，仆役长，（人名）巴特勒 

593. cater：上门承办酒席的人 

古代在饭馆问世之前，如果人们想宴请客人而家中没有厨师的话，就会到外面临时聘请

一些专业厨师，上门来准备饮食和酒席。这种上门服务就是 cater。该词来自拉丁语 captare

（拿、获得），是 capere（拿）的反复形式，本意是“采办、准备食品”。提供 cater 服务的

人就是 caterer。后来出现了饭馆，很多 caterer 去饭馆工作，就变成了 chef（厨师）。如果一

家饭馆的 chef 接私活，下班后去客户家上门承办酒席，他此时又变成了 caterer。现在，cater

除了“承办酒席”之意外，还衍生出“迎合，满足其需要，接待”等含义。 

cater：['keɪtə] v.（上门）承办酒席；提供饮食服务；迎合；满足…的需要；接待 

caterer：['ketərɚ] n.备办食物的人，承办酒席者 

594. cadet：贵族家庭中的次子或幼子 

英语单词 cadet 来自法语， 而最终源头来自拉丁语 capitellum，是 caput（头）的指小形

式，字面意思就是“小首领”，用来表示贵族家庭中的次子或幼子。因为中世纪贵族的头衔

只能由家中长子继承，所以长子就是家中的首领，而次子或幼子只能是“小首领”，只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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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死了才有资格继承贵族头衔。贵族家庭中的次子或幼子通常选择从军，希望通过军功来

谋取功名。因此，cadet 原本用来称呼军营中的这些贵族子弟。后来词义扩大，用来泛指军

校或警校中的学生。 

cadet：[kə'det] n.军校生，警校生，候补军官，次子 

595. chancellor：教堂中负责开关栏杆的人 

英语单词 chancellor 来自拉丁语 cancellarius，后者来自 cancellus（方格栏杆，教堂中分

隔听众和讲坛的栏杆），原指教堂中负责开关栏杆、引导座位的人。因为他坐在栏杆（cancellus）

旁边，所以被称为 cancellarius。后来 cancellarius 的职责范围还包括文书记录，工作场所除

了教堂还包括法庭。该词进入英语后变成 chancellor，表示国王的秘书。在现代西方国家，

chancellor 可以表示众多职务，包括：政府首脑，如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政府首脑就是

chancellor，译为“总理”；外交部长，如南美等国；此外还可以表示与司法相关的一些政

府职务。 

chancellor： ['tʃɑːns(ə)lə] n.总理，大臣，校长，大法官 

596. cheat：弄虚作假的充公财产管理者 

在欧洲封建时期，如果土地或其他财产的主人去世，而又没有继承人时，这些土地及财

产将被充公，归为领主或国家所有。这种做法以及被充公的土地或财产在法语中就叫做

escheat，来自拉丁文 excadere，由 ex（out）+cadere（fall）构成，字面意思就是“偶然落下

的，意外之财”。 

负责管理这些 escheat 的人叫做 escheator。有许多 escheator 利用手中的职权，肆无忌惮

地进行弄虚作假，巧取豪夺，因此声名狼藉。而 escheat 一词也就逐渐衍生出“欺骗”的含

义。法语单词 escheat 进入英语后，依然保留了“充公”之意，但从 escheat 中衍生出的英语

单词 cheat，其含义只剩下了“欺骗”之意。 

cheat： [tʃiːt] v.欺骗，作弊，骗取 n.欺骗，作弊，骗子 

escheat： [ɪs'tʃiːt; es-] vt.归还，没收 vi.被没收，被充公 n.充公，归还财产 

escheator： [ɪs'tʃiːtə] n.管理充公财产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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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7. chevalier：法国贵族的最低级别 

英语单词 chevalier 和 cavalier 都表示“骑士”、“武士”，它们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

其实，它们词源相同，都来自拉丁语 caballarius，意思是 horseman（骑马的人）。不同的是，

cavalier 是从意大利语进入英语的，仅仅表示一种职业，如军队中的“骑兵”，而 chevalier

是从法语进入英语的，除了“骑士”本意外，还是一种贵族身份和荣誉称号。在法国，

chevalier 是贵族等级中最低一层，且不可世袭。这一点和英国的 knight（骑士）一样。 

chevalier：[,ʃevə'lɪə] n.骑士，武士 

cavalier： [,kævə'lɪə] n.骑士，武士 adj.傲慢的，漫不经心的，无忧无虑的 

598. chivalry：骑士身份所体现的侠义精神 

骑士是西方封建时代的一个重要群体。与所有其他社会角色相比，骑士形象散发出一种

鲜明的精神光芒，构成了所谓的“骑士精神”，成为西方上层社会的贵族文化精神的主要来

源。英语中表示“骑士精神”的单词 chivalry 就体现了“骑士精神”与骑士身份、骑士形象

的紧密联系。从词源上看，chivalry 是 chevalier（骑士，源自法语）的衍生词，除“骑士精

神”外，还可以表示“骑士身份、骑士群体、骑士制度”等含义，相当于 knight（骑士）的

衍生词 knighthood。骑士群体是如何长久维持这种独特、显著的骑士精神的呢？骑士制度如

何保障每一个骑士都能体现这种骑士精神呢？ 

除了骑士培养过程非常注重骑士精神的培养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在册封骑士

时，被册封者必须当众宣读骑士宣言。中世纪的骑士宣言内容如下：我发誓善待弱者；我发

誓勇敢地对抗强暴；我发誓抗击一切错误；我发誓为手无寸铁的人战斗；我发誓帮助任何向

我求助的人；我发誓不伤害任何妇人；我发誓帮助我的兄弟骑士；我发誓真诚地对待我的朋

友；我发誓将对所爱至死不渝。 

除了骑士誓言外，骑士还必须遵守公认的骑士行为准则，如骑士的八大美德：谦卑、荣

誉、牺牲、英勇、怜悯、精神、诚实、公正。比如，彬彬有礼、尊重弱者，这就是谦卑的表

现。在战斗中不偷袭敌人、不攻击步兵，这就是公正的表现。 

由于骑士誓言和骑士行为准则的强制性约束，使得骑士身份几乎等同于骑士精神。事实

上，骑士因为违反誓言和行为准则而被剥夺骑士称号的事情极其罕见。因此，在英语中人们

直接使用 chivalry 一词来表示骑士精神，而不必使用 spirit of chevalier 或 spirit of knight 这样

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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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valry：['ʃɪv(ə)lrɪ] n.骑士精神，骑士身份，骑士制度 

599. churl：没有任何头衔的普通平民 

单词 churl 来自古英语，原本是对平民男子的称呼，这些人通常是自耕农。与农奴相比，

他们拥有人身自由，但社会地位依然十分低下。该词原本是个中性词，但由于贵族对平民的

歧视，该词也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蒙上了一层贬义色彩，增添了“粗鄙之人”等贬义含义。

到了现代，该词已经完全演变为一个贬义词。由该词派生出来的单词 churlish 则完全是一个

贬义词。 

churl：n.粗鄙之人，吝啬鬼，乡下人，（中世纪）农夫 

churlish：adj.粗野的，脾气暴躁的 

600. citizen：古代西方城邦中的市民 

英语单词 citizen 含有“公民”和“市民”两个意思。在中文中，“公民”和“市民”

是两个概念，为什么在英语中却是同一个单词呢？原来，在古代西方，如古希腊和古罗马时

期，国家的存在形式就是城市（city），一座城市就是一个国家，称为“城邦”。citizen 的字

面意思就是居住在 city 里的人，也就是市民。在城邦制度中，只有本城市的 citizen（市民）

才拥有政治权利，才能参与城邦的公共事务。而其他人包括奴隶、外地人（包括居住在城外

的农民和来自其他城市的人）都没有该城邦的政治权利。一座城市的市民 citizen，也就等于

是该城邦的公民。因此，在英语中一直使用 citizen 这个单词来表示市民和公民双重含义。 

citizen：['sɪtɪz(ə)n] n.公民，市民 

city：['sɪtɪ]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 

601. civil：文明程度高于农民的市民 

英语单词 civil 与 city（城市）同源，基本意思为“市民的、公民的”，但它还含有“文

明的、文雅的、有礼貌的”的含义，从而延伸出“民事的、民间的、民用的、文职的”的含

义。为什么作为市民的形容词的 civil 就能表示文明的、文雅的、有礼貌的？这种褒扬市民、

贬低农民的成见是怎么产生的呢？原来，西方人认为，古代人类历史的初级阶段，人类都是

散居的，从事农业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出现了城市，才分化出非农业人口，因此，城

市生活是人类历史比较高级的发展阶段，是比较高级的文明阶段，所以生活在城市里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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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比生活在农村的人口更加文明、更加文雅。 

civil：['sɪv(ə)l; -ɪl] adj.市民的，公民的，民间的，民事的，民用的，文职的，有礼貌的。 

civilian：[sɪ'vɪlj(ə)n]n.平民，百姓 adj.民用的，平民的 

602. clergy：中世纪欧洲唯一能看书写字的人 

英语单词 clergy 来自拉丁语，原意是“有学问的人、能看书写字的人”。为什么表示“神

职人员”呢？这是因为，在欧洲中世纪，人们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只有神职人员因为需要研

究圣经，所以能够看书写字。因此，clergy（能看书写字的人）就成了“神职人员”的代名

词。另外，贵族们还常常雇佣教士从事记账、记录等文字工作，所以从同样的拉丁词源又产

生了 clerk（书记、记账员），后来该词的词义泛化，可以表示“职员”、“办事员”等。 

clergy：['klɜːdʒɪ] n.（总称）神职人员，教士 

clergyman：['klɜːdʒɪmən] n.教士，牧师 

cleric：['klerɪk] adj.教士的，牧师的 n.教士，牧师 

clerk：[klɑːk] n.店员，职员，办事员，书记，记账员，文员 

603. client：置于贵族保护下的平民 

很多人区分不清英语单词 client（客户）和 customer（顾客）之前的区别。了解到 client

的词源后就不必担心这个问题了。英语单词 client 来自拉丁语 clientem（追随者、家臣），而

后者又来自拉丁语动词 cluere（倾听、服从、跟随）。在古罗马时期，clientem 指的是置身于

某一贵族保护下的平民。作为代价，这些平民必须服从贵族，听候贵族的差遣，因此被称为

clientem，意思就是“服从者、追随者”。刚进入英语时，client 专指律师的客户，因为在法

律事务上，客户必须听从律师的建议，就像是古代平民听从贵族的命令一样。因此，client

在用作“客户”时，通常指的是律师、医生、咨询顾问等专业人士的客户，通常会尊重并听

从这些专业人士的建议。因此 client 还可译为“委托人”，而 customer 一般译为“顾客”，

原意是“经常惠顾（custom）的人”。与 client 同源的单词是 clientele（客户）。 

client：['klaɪənt] n.客户，顾客，委托人 

clientele：['klaɪən'tɛl] n.客户，诉讼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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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 constable：古代的“马厩总管” 

stable 就是“马厩”的意思。constable 最早是“马厩总管”这一官职，类似弼马温。进

入法语后升级为皇家内务总管，在后来升级为军队的总司令，是不是有点像中国古代的“司

马”这一官职啊？诺曼征服后，该职位随征服者诺曼一道进入英国，其职责为维护国王及各

地的武器装备。12 世纪，英国和苏格兰设立了 Lord High Constable，掌管国家军队。但

constable 一词在诸侯分裂的各领地上用来表示负责维持当地秩序的职位，也就是地方治安官。

现代警察制度建立后，该词用来表示警察、警官，在不同国家级别有高有低，在英国表示基

层警察。 

constable： ['kɑnstəbl] n.警察，治安官，巡警 

605. consul：古罗马时期的共同执政官 

英语单词 cons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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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consul 的拼写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来自 consulere（to take counsel，咨询），缘自执政

官需要向元老院征求意见；另一种解释认为 consul 由 con+sal/sell/sedl 构成，表示“坐在一

起”，缘自执政官数量一般为两人或以上，需彼此协调，共同执政。 

历史上，除古罗马以外，还有一些时期，在一些国家曾经出现以 consul（执政官）作为

国家元首的情况，如拿破仑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就以三名 consul 共同执政，但拿破仑作为

“第一执政”独揽大权。 

中世纪后期，国际商贸日益兴隆。在同一个地方经商的外国商人为了协调解决彼此的商

业争议，自行组织起来，推举一位或多位人士担任仲裁人，负责仲裁彼此的商务争议。这种

仲裁人也被称为 consul，中文译为“领事”。之所以称为 consul，是因为他的产生和职责和

古代执政官一样，都是由众人推选出的，负责仲裁。后来，领事变成了由政府派遣，但其称

谓 consul 一直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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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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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 coroner：英国诺曼王朝时期国王的司法官 

英语单词 coroner 最早是英国诺曼王朝时设置的一个王室职务，相当于国王的司法官，

由各地的骑士担任。1194 年的英国《巡回法院规章》（Articles of Eyre）第 20 条首次予以明

确规定，其职责是“custos placitorum coronae”（拉丁语，= keep the pleas of the Crown，掌

管国王的诉讼）。其中，coronae 来自 corona（crown，王冠），英语单词 coroner 即来源于此。 

在该制度设立的初期，coroner 主要负有如下两项职责：一是维护和增加国王的国库收

入，coroner 通过查明死因、确定个案的类型而分别予以处理，避免因为一些臆测的刑事案

件而浪费人力和财力，还有一项重要职能，即通过将死刑犯的财产没入国库的方式为国王聚

敛钱财；二是负责调查诺曼底人非正常死亡的案件。诺曼底人是当时英国的统治阶级，在有

诺曼底人之死存疑的情形下，coroner 应查明其死因。 

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受英国司法制度影响的国家，依然保留了 coroner（验尸官）职务

和制度。现在，coroner（验尸官）的主要职责是调查非正常死亡案件中的死亡原因。 

coroner： ['kɒr(ə)nə] n.验尸官 

607. coxcomb：戴鸡冠形帽子的弄臣 

英语单词 coxcomb 是 cockscomb 的变体，由 cock（公鸡）+comb（鸡冠）组合而成，

本意就是“鸡冠”。鸡冠花因为形状像扁平的鸡冠，所以在英语中也被称为 coxcomb。 

中世纪时，英国贵族家中经常豢养一种弄臣（jester），专门负责为主子说笑逗乐，类似

现在的小丑。由于他们经常戴一种颜色艳丽、状如鸡冠的高帽子，因此也被称为 coxcomb。

现在，coxcomb 一词常常用来表示“过于注重衣着的花花公子”。 

coxcomb： ['kɒkskəʊm] n.花花公子，纨绔子弟，弄臣，鸡冠，鸡冠花 

608. count：罗马皇帝的侍从 

在古罗马帝国时期，罗马皇帝身边的亲信往往能得到皇帝的宠爱，掌管帝国的军政大权，

有时还会出任地方官吏，最常见的是担任某个行省的总督。欧洲大陆部分国家的伯爵爵位名

称就出自拉丁文的 comes，意为“侍从”。例如，法语中表示“伯爵”的单词为 counte ，

出自拉丁文 comitem，即 comes 的宾格，意思就是“伙伴，侍从”，进入英语后演变为英语

单词 count，表示“伯爵”，但通常指的是欧洲大陆地区的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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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单词 county 是英国的行政区划单位，通常被翻译为“郡”或“县”，其实，它在

历史上指的就是诺曼底公爵征服英国后，封给手下各伯爵（count）的封地，从拼写上我们

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count：[kaʊnt] n.（法、德、南非）地区的伯爵 

county： ['kaʊntɪ] n.郡，县 

609. cretin：阿尔卑斯山中的白痴病患者 

在欧洲阿尔卑斯山脉中，曾经居住有一些白痴病患者，他们身材矮小、身体畸形，智商

低下。这种病是由于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造成的，通常会在家族中遗传。当地人称这种病人

为 cretin。该词源自通俗拉丁语 christianus（基督教徒），原本是表示“人”的通用名称，但

一般含有“可怜人”的含义。置于为什么源自 christianus（基督教徒）的单词 cretin 含有“可

怜人”之意，很可能是因为最初信仰基督教的主要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可怜人，并且最早基

督教徒在社会上受到普遍的歧视和欺凌，处境可怜，所以衍生出“可怜人”之意。不管怎么，

对白痴病患者的当地称呼 cretin 最后变成了白痴病患者的正式名称。 

cretin：n.白痴病（矮呆病、愚侏病）患者 

610. despot：古希腊的“一家之主” 

英语单词 despot 来自希腊语的 despotes，本意是“一家之主、领主”。该词的前一半来

自 domestic（家庭的、国内的），后一半来自 potent（有力的）。古希腊的一家之主对于家中

成员和奴隶拥有绝对权威，因此 despot 一词含有“独裁、暴虐”的含义。在拜占庭帝国，

despot 曾被用于宫廷贵族的称号、诸侯国亲王的称号，甚至被用作拜占庭帝国皇帝的称号。

现在，despot 常用来表示那些独裁、暴虐的一国之主。 

despot： ['despɒt] n.暴君，专制君主，独裁者 

despotism： ['despətɪz(ə)m] n.独裁，专制，独裁政治 

611. dictator：古罗马的独裁官 

英语单词 dictator 直接来自拉丁语，由 dictare（dictate，命令，口述）+or（人）构成，

字面意思就是“下命令的人”，原本是古罗马的政治职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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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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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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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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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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语中，与 dictatorship 对应的有两个感情色彩不同的词：贬义词“独裁”和中性词

“专政”。但在现代西方人眼中，无论你使用的是“独裁”还是“专政”，对应的都是

dictatorship，是一个贬义词。 

dictator： [dɪk'teɪtə] n.独裁者，独裁官 

dictatorship：[dɪk'teɪtəʃɪp] n.独裁政体，专政 

dictation：[dɪk'teɪʃ(ə)n] n.听写，口述，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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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du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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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英语单词 Duke（公爵）

的来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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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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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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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earl：北欧及英国的“部落首领” 

欧洲国家贵族爵位中，从最低级以上的第三级一般在中文里译作“伯爵”，处在侯爵之

下，在子爵之上。 

英国的“伯爵”earl 源自古英语 eorl，与北欧国家的“伯爵”Jarl 同源，原意是“部落

首领”。11 世纪，丹麦国王克努特统治英国后，把伯爵（earl）爵位引进英国，以丹麦方式

把英国划分为许多伯爵领地（earldom）。每个伯爵均是镇守一方的诸侯，相当于现在的总督

职位。在英国，earl（伯爵）的历史最悠久。在 1237 年黑太子爱德华被封为公爵之前，它是

英国最高的爵位。同时，earl 还是欧洲五种爵位中唯一一个源自英文的爵位。 

earl： [ɜːl] n.伯爵 

earldom：['ɜːldəm] n.伯爵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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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emperor：罗马军队中的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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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常常特指罗

马帝国的皇帝。一般国家的国王都是 king 而不是 emperor。 

emperor： ['emp(ə)rə] n.皇帝，君主 

empire： ['empaɪə]n.帝国 

imperial： [ɪm'pɪərɪəl]adj.帝国的，皇帝的，至高无上的 

615. esquire：古代骑士的侍从 

英语单词 esquire和 squire都来自法语 esquier，字面意思就是“（替骑士）扛盾牌的人”，

指的是骑士的“侍从”，是封建时期西方的年轻贵族成为“骑士”（knight）之前的一种级

别，其职责是服侍骑士，为其背负盾牌等物品。在 16 世纪，随着骑士阶层的没落，该词的

词义变宽，可以用作任何有教养的专业人士的头衔。在 19 世纪的美国，该词主要用来称呼

律师。 

Esquire 还是一本美国著名的时尚杂志的英文名称。它的中国大陆版本的名字为“时尚

先生”，台湾版本的名字为“君子”。 

squire 是 esquire 的另一种拼写形式，词义与 esquire 接近，在近代用来表示拥有田产但

地位低于骑士的人，如乡绅、地主，在现代美式英语中一般用作地方法官的头衔。 

esquire：[ɪ'skwaɪə; e-] n.绅士，先生 

squire：[skwaɪə] n.侍从，乡绅，地主，地方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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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farmer：替领主去收地租的人 

英语单词 farm 来自拉丁语 firma，与 firm（牢固的）同源，意思是不变的付款，即每年

固定的租金或税收的付款。英格兰早期的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租赁领主的农田，每年

要缴纳一笔固定的地租，这笔地租就是 farm。到了 16 世纪，farm 逐渐从表示农田租金转为

表示农田本身。 

同样，单词 farmer 原来表示替领主去收租金（farm）的人，后来逐渐变为“在农场上

劳动的人”，即“农民”。在欧美一些国家，农民的地位日益提高，很多农民已经拥有自己

的农场，通常被称为“农场主”，但在英语中还是使用 farmer 这个单词来称呼他们。大名

鼎鼎的美国国父华盛顿在参加独立战争之前就是一个 farmer。 

farm：[fɑːm] n.农田，农场 v.种田，务农，种植，养殖 

farmer：['fɑːmə] n.农民，农场主 

617. gentleman：出身高贵的人 

英语单词 gentleman 由 gentle+man 构成。单词 gentle 来自法语 gentil，本意是“出身高

贵的”，其词根 gen 表示“出身、种族、氏族”。因此，gentleman 原本等同于 nobleman（贵

族）。后来，由于贵族通常都受到良好教养，举止文雅温柔，因此 gentle 又衍生出“温柔的、

文雅的”之意。gentleman 一词原本用来表示“贵族、绅士”，后来被用来作为对男人的一

种尊称，可以用来称呼普通男士。 

gentle：['dʒent(ə)l] adj.温柔的，文雅的 vt.使温柔，使驯服 

gentleman：['dʒent(ə)lmən] n.先生，绅士，有教养的人，有身分的人 

618. husbandman：当家作主的农民 

英语单词 husbandman=husband+man。这里的 husband 不是表示“丈夫”，而是它的原

意“一家之主”。husband 源自北欧语 husbondi，有 hus（house）和 bondi（拥有者、居住者、

耕种者）组成，简单的说，husband 就是“一家之主”的意思，但它的内涵远远不止于此。

在中世纪的欧洲，很多农民其实还是农奴，依附于领主，并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所以他们

算不上 husband，因为他们无法当家作主。只有当拥有人身自由的佃农或自耕农出现后，他

们才算是 husband。他们要耕作农田，饲养牲畜，同时还要精打细算地管理自己的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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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husband还可以做动词，表示“节俭地使用或管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就是 husbandry，

而他们就被称为 husbandman。 

husband 进入英语后，原本一直表示“一家之主”的意思，直到 13 世纪后，才逐渐取

代英语中原本表示丈夫的 wer 一词，成为“丈夫”的常用表达。所以在西方的婚礼上，牧师

宣布两人成为夫妻时，用的是“man and wife”，而不是“husband and wife”。 

husband：['hʌzbənd] n.丈夫 v.节俭地使用（管理） 

husbandry：['hʌzbəndrɪ] n.饲养，畜牧，务农，耕种，家政 

husbandman：['hʌzbən(d)mən] n.农夫 

619. idiot：不担任公职的普通民众 

在历史上，统治阶级往往以“精英”自居，将广大普通民众视为愚民，英语单词 idiot

就反映了这一观念。idiot 源自希腊语 idiotes，而后者来自 idios（one's own，个别的），字面

意思是“私人、不任公职者”。英语单词 idiom（习语）也来源于此，本意是“某一民族或

某一地方独有的语言”。 

由于统治者对普通民众的歧视，idiotes 一词产生了“普通人、非专业人士、无专业技能

的人”的含义。该词进入拉丁语和法语后，歧视色彩进一步加强，词义变成了“未受教育的

人、无知者”。在现代英语中，则直接等同于“笨蛋、白痴、智力低下者”。 

idiot： ['ɪdɪət] n.笨蛋，傻瓜，白痴 

idiom： ['ɪdɪəm] n.习语，成语，土话 

620. k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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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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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kɪŋ] n.国王 vt.立……为国王 vi.统治，做国王 adj.主要的，最大的，最重要的 

kin：[kɪn] n.家族，同族，亲戚 adj.同类的，有亲戚关系的 

621. knave：偷奸耍滑的年轻男仆 

英语单词 knave 一般用来表示“无赖、流氓”，但它的本意指的却是“年轻男仆”。对

人的出身的偏见，无论中外都概莫能免。西方中世纪的贵族总会对家中的年轻男仆抱有一种

偏见，认为他们擅长偷奸耍滑，撒谎成性。因此，本来是表示一种身份的单词 knave 就不可

避免地掺杂了这样的偏见，以至于到了最后，人们都忘记了 knave 的初始含义，而将其掺杂

的偏见、隐含意味当做了它的主体词义。 

knave： [neɪv] n.无赖，流氓，撒谎成性的人；扑克牌中的 Jack 

622. knight：在战场上追随国王作战的骑士 

在英国，“骑士”被称为 knight，来自古英语 cniht，字面意思是“年轻人、仆人”，

用来表示“在战场上追随国王作战的骑士”。knight 不仅仅表示“骑兵”，同时还是一种荣

誉称号，一般只授予立有战功的贵族。要成为一名骑士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在 7 岁时，他

就要被送到贵族家庭中充当侍童（page），服侍贵妇人，学习各种礼仪。稍大后还要学习“骑

士七艺”，包括骑术、游泳、投枪、剑术、狩猎、吟诗、弈棋。14 岁后，他将担任骑士侍

从（squire），随同骑士一道参加各种比赛和战斗，学习战斗技能。等到 21 岁成年后，他才

有可能被册封为一名见习骑士（bachelor）。并在参加一定时间的作战、表现合格后才能升为

真正的骑士，即 Banneret（方旗骑士），可获得骑士勋章，成为某个授勋骑士团的成员，名

字前可以冠以 Sir（爵士）的尊称。 

现在骑士是英国王室册封的最低的一种荣誉封号，不能世袭，也不属贵族之列，主要授

予那些对英国有重大影响或特殊贡献的人士。一般由英国政府或王室专门机构提名，由女王

举行特别仪式授予。 

knight：[naɪt] n.骑士，武士，爵士 vt.授以爵位 

knighthood：['naɪthʊd] n.骑士，骑士身份 

623. lad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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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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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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单词 ladylike 意思就是

像淑女一样的。 

lady： ['leɪdɪ] n.女士，夫人，小姐 

ladylike： ['leɪdɪlaɪk] adj.像淑女那样的，贤淑高贵的 

624. lewd：没有文化的世俗人士 

英语单词 lewd 本意为“世俗人士、非神职人员”。它来源于拉丁语 laicus，与 lay（世

俗的、外行的）一词同源。lewd 一词本来不含贬义，但由于中世纪时，只有神职人员能够

读书写字，大部分世俗人士都是文盲，因此 13 世纪后期 lewd 一词衍生出“未受教育的、不

识字的”之意，14 世纪后期又逐渐产生“粗俗的、卑鄙的”之意，而在现代英语中，则完

全贬低为“淫荡的、下流的”之意。 

lewd：[l(j)uːd] adj.淫荡的，下流的，猥亵的 

625. liberal：享有公民权的自由人 

英语单词 liberal 来自拉丁语 liberalis（高贵的、高尚的、慷慨的、宽宏的）。liberalis 来

自词根 liber（free，自由的），字面意思就是“自由的，自由人的”。这里的“自由人”指

的是古希腊、古罗马城邦中享有公民权的自由人。在 14 世纪，英语单词 liberal 表示“慷慨

的、无私的、高贵的”；在 15、16 世纪逐渐衍生出“放纵的、不受约束的”等负面意思；

在 18 世纪后期，它的感情色彩又从贬至褒，表示“宽容的、不受偏见影响的”。现在，该

词在政治或宗教上表示“开明的、支持改革和进步的、推崇个人自由的”。在教育领域，

liberal arts 指的是为“自由人”提供的学科教育，偏重提高人文修养而非实用性，在古代西

方包括“三学”（文法、逻辑、修辞）和“四艺”（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在中国

通常翻译为“博雅教育”或“文科”。 

与 liberal 同源的单词有：liberate（解放）、liberation（解放）等。 

liberal：['lɪb(ə)r(ə)l] adj.自由主义的，开明的，宽宏的，慷慨的；文科的 n.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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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l arts：n.博雅教育，文科 

liberality：[lɪbə'rælɪtɪ] n.慷慨，大方，开明，心胸开阔 

liberalism：['lɪbərəlɪzəm] n.自由主义，开明的思想或见解 

626. lo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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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 magistrate：古罗马政府中的行政官员 

英语单词 magistrate 来自拉丁语 magistratus（官吏）和 magister（首领、指导者），与

master 同源，指的是古罗马政府中的行政官员，与它相对的是长老院中的议员、军队中的将

领等。magistrate 即可以表示中央政府中的高级官员，也可以表示地方政府中的高级官员。

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magistrate 由选举选出，可以分成“正规长官”与“特殊长官”两类，

握有行政和司法权力。正规长官包括执政官、监察官、保民官、财务官、市政官、裁判官等，

除监察官外任期一年。通常分别选出至少两位正规长官，以防范一人权力过大。特殊长官包

括独裁官、骑士统领、十人委员会等，仅在特别情况下才选出，而且不必与一位同僚共同获

选。特殊长官握有的权力大于正规长官。 

现在，magistrate 一般用来表示掌管司法的文职官员，尤其是负责审理小型案件的低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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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法官，通常翻译为“地方法官”或“治安推事”。 

magistrate：['mædʒɪstrət; -streɪt] n.地方法官，治安推事，文职官员 

628. marquis：镇守边疆的诸侯 

marquis（侯爵）是欧洲贵族爵位中的一种，在公爵（duke）之下、伯爵（count）之上，

也可拼写为 marquess。该词来自法语 marchis，字面意思是“镇守边疆的诸侯”，来自 marche

（边疆），与英语单词 march（行军）都来自拉丁语 marca（边疆）。欧洲中世纪边疆与内陆

的概念区别源自于古罗马帝国时期对帝国行省的划分，比较稳定的内陆省份归于元老院管理，

而不稳定的边疆省份归于皇帝管理。中世纪以后，则把封疆贵族按照相似的概念分为最受君

主信赖、管理边疆的“侯爵”，和地位较低、管理内地一方领土的“伯爵”。 

marquis：['mɑːkwɪs] n.侯爵 

629. marshal：西方国家的“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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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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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shal：['mɑːʃ(ə)l] n.元帅，陆军元帅 

630. master：学而优则仕的佼佼者 

中国人有“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而英语单词 master 其实也含有类似的含义。master

来自拉丁语 magister，其中的 magis 表示“更多、更大”，所以 master 的本意是“学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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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更伟大的人”，也就是“佼佼者”的意思。因为他比别人学识渊博，所以他能当老师，

指导别人做事，同时又能走上仕途，担任领导职务。可以说 master 一词同时对应于汉语中

的“师”和“主”这两个概念。根据场景不同，可以翻译为大师、硕士、师傅、主人等不同

说法。与 master 同源的单词有 magistral、magisterial、magistrate 等。 

master：['mɑːstə]n.硕士，主人，大师，教师 adj.主人的，主要的，熟练的 vt.控制，精通，

掌握 

magistral：['mædʒɪstr(ə)l] adj.教师的，独断的 

magisterial：[,mædʒɪ'stɪərɪəl]adj.有权威的，专横的 

magistrate：['mædʒɪstrət; -streɪt]n.地方法官，文职官员，治安推事 

631. minister：服侍国王的大臣 

在中国历史上，再大的官见了皇帝也得自称“奴才”、“小的”。西方也一样，大臣在

国王面前自称 minister。mini 表示“小”，如 miniskirt（迷你裙）；后缀 ster 表示“人”，所

以 minister 其实就是“小人”的意思。因此，在英语中，minister 就逐渐变成了对辅助国王

的大臣的称谓。虽然后来英国实行了君主立宪制，但 minister 的称呼并没有变化，只是翻译

时一般翻成“部长”而不是“大臣”。prime minister 就是首相、总理。 

minister 作为动词时，表示“辅助、伺候”。单词 administer、administrate 跟 minister

同源，前面的 ad 是表示“to”的希腊语。所以这两个单词虽然也表示“管理”的意思，但

跟 management 还是有所区别，一般翻译为“行政管理”，说白了就是辅助主人料理日常事

务的，跟“管家”有点接近。而 management 中的 manage 本意是“驾驭马”，含有“想方

设法控制、操纵，努力实现”的意思。 

minister：['mɪnɪstə]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之物，辅助或伺候某人 

ministry：['mɪnɪstrɪ]n.政府部门 

administer：[əd'mɪnɪstə]v.管理，治理，实施 

administrate：[əd'mɪnɪstreɪt]v.管理，经营，实施 

administration：[ədmɪnɪ'streɪʃ(ə)n]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632. minstrel：流落民间的宫廷歌手 

英语单词 minstrel 常用来表示“吟游诗人”，然而，从词源上看，它原本指的是国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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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家中的歌手。单词 minstrel 源自拉丁语 ministralis，与 minister（大臣、部长）、ministry

（部门）同源，含有“家臣、奴仆”之意，指的是宫廷里或王公贵族家中的歌手，他们并非

科班出身，只是由于有一定的文艺才能而被主人看中，专门负责唱歌吟诗，为主人及客人提

供娱乐，地位与弄臣相仿。后来，越来越多科班出身的音乐人开始得到王公贵族的青睐，那

些半路出家的 minstrel 在宫廷里越来越不吃香，只好流落至民间，靠街头卖艺为生，变成了

流浪歌手或吟游诗人。 

在英语中，minstrel 一词在 16 世纪之前指的都是宫廷里或贵族家中负责娱乐的歌手、说

书人、杂耍艺人、小丑等。直到 18 世纪该词的词义才开始缩小，专指中世纪的吟游诗人或

流浪歌手。 

minstrel：['mɪnstr(ə)l] n.（中世纪）吟游诗人，歌手，艺人 

633. mob：浮躁易变的平民 

古罗马贵族将平民蔑称为 mobile vulgus，意思是“浮躁的平民”，其中的 mobile 意思是

“易变的，浮躁的”。该词后来进入英语，用来称呼普通平民。后来，人们还仿照 nobility

（贵族）的模式，在 mobile 的基础上杜撰出 mobility 一词，同样表示平民。在口语中，mobile

和 mobility 都被缩减为 mob，这就是单词 mob 的来源。所以 mob 一词继承了 mobile 的内涵，

含有“乌合之众”的贬义，常常用来表示“暴民”。 

mob：[mɑb] n.暴民，乌合之众 vi.聚众滋事 vt.围攻，蜂拥进入 

634. noble：平民通过仕途晋升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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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著

名的、杰出的、高尚的”。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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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为 noble。 

noble：['nəʊb(ə)l]n.贵族 adj.贵族的，高贵的，高尚的 

nobleman：['nəʊb(ə)lmən] n.贵族 

nobility：n.（全体）贵族，高贵，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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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pedagogue：小孩上学放学的带路人 

在古希腊的雅典，儿童从 7 岁就要开始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由于年龄尚幼，还不记得上

学和放学回家的道路，通常需要家里的奴隶或卫士领着去学校或回家。这些给学童带路的人

就是 pedagogue。这个英语单词来自希腊语，与 ped(kid，儿童)+ agogos（lead，带领）构成。

后来，这些人还负责督促儿童学习。因此，pedagogue 逐渐衍生出“教师”的含义。 

pedagogue： ['pedəgɒg] n.教师，教员，卖弄学问的人，等于 pedagog 

pedagogy： ['pedəgɒdʒɪ; -gɒgɪ]n.教育，教育学，教学法 

636. pagan：尚未信仰基督教的乡下人 

英语单词 pagan 来自拉丁语 paganus，本意是“住在 pagus（乡下）的人”，与英语单词

peasant（农民、乡下人）同源。在古罗马军队行话中，paganus 表示“平民、不合格的士兵”。

基督教传播至罗马帝国并被立为罗马国教后，首先在罗马的城市和城镇地区发展，而在广大

农村，农民们依然信奉以前的罗马多神教。因此，原本表示“乡下人”的 paganus 就产生了

“异教徒、无宗教信仰者”的含义。基督教会沿用了古罗马军队的行话，用 paganus 表示这

些尚未信仰基督教的人，含有“基督军队中不合格的士兵”之意。于是，paganus 就变成了

一个宗教术语，表示“异教徒、无宗教信仰者”，原本的“乡下人”含义反而逐渐消失了。

英语单词 pagan 就来自拉丁语 paganus。 

pagan：['peɪg(ə)n] n.异教徒，无宗教信仰者 adj.异教的，异教徒的 

peasant： ['pez(ə)nt] n.农民，乡下人 

637. parasite：古代贵族家中的食客 

和古代中国一样，古希腊的贵族或富豪家中也会养一些食客。这些食客不从事劳动，专

靠给主人出谋划策或拍须溜马来混口饭吃。在希腊语中这种食客被称为 parasitos，由 para

（一旁）+sitos（食物）构成，字面意思就是“在旁边吃饭”。该词经拉丁语进入英语后，

最初表示“靠谄媚他人而获得利益的人”。18 世纪后，parasite 一词逐渐被科学家用来表示

“寄生动物”或“寄生植物”，引申为“依赖他人而生活的人”。 

parasite：['pærəsaɪt] n.寄生虫，寄生物，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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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 patrici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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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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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rician：[pə'trɪʃ(ə)n] n.贵族，古罗马氏族贵族 adj.贵族的，显贵的 

639. peer：与查理曼大帝平起平坐的十二骑士 

英语单词 peer 原本是“同等的人”之意，来自拉丁语 par（equal，相等）。它还可以表

示“贵族”，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中世纪，法兰克王国的著名国王查理曼大帝身边有十

二个武艺高强的骑士，一直追随查理曼大帝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为了犒赏他们，查理

曼大帝借鉴亚瑟王和十二圆桌骑士的故事，和这十二位骑士平起平坐，将他们称为 peer，意

思就是“平起平坐的人”。由于这些骑士都是贵族，因此 peer 就衍生了“贵族”的含义。 

peer：[pɪə] n.贵族，同等的人 vt.封……为贵族，与……同等 

peerage：['pɪərɪdʒ] n.（全体）贵族，贵族地位，贵族阶级 

640. plebeian：古罗马氏族贵族以外的普通公民 

古罗马创立之初，创建者罗慕路斯召集各氏族中的首脑人物，由他们组成元老院，负责

协助治理罗马。这些氏族贵族及其后代就被称为 patrician（贵族），而其他普通公民则被称

为 plebeian，即所谓的“平民”，有时候被缩略为 pleb。平民最初不能和贵族通婚，不能担

任任何公职。后来，经过长年抗争后，平民争取到了和贵族通婚以及担任公职的权利。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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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官、保民官等高级职位的平民及其后代就成了 nobleman，但依然不是 patrician。除了

nobleman 以外，plebeian 中其他人就是 common（平民）。 

plebeian：[plɪ'biːən] n.平民，百姓，普通人，粗俗的人 adj.平民的，普通的，粗俗的 

641. prefect：古罗马中由政府任命的高级官员 

单词 prefect 在英语中可以表示很多职务，如省长、市长、警察厅长（局长）、学校的教

务长（院长）等等，就像单词 president 一样，上可以表示“总统”、下可以表示“会议主

席”。prefect 一词来自拉丁语，由 pre（在前面）+fect（执行）组成，字面意思就是“在前

面执行公务”，即“领导”、“长官”的意思。prefect 指的是由政府任命而非民众选举出来

的高级官员，因此它的级别要低于执政官、保民官等政府高官。在古罗马时期，最重要的一

个 prefect 是 Praetorian prefect（禁卫军长官），因为禁卫军负责罗马皇帝的安保工作，常常

成为控制皇帝人选的重要力量。 

prefect：['priːfekt] n.长官，地方行政长官，警察局长，学校院长，教务长 

642. prince：古罗马帝国时期的“第一公民” 

英语单词 pr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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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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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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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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ce： [prɪns] n.国君，王子，亲王 

princess： [ˌprɪnˈses] n.公主，王妃 

643. pupil：小小的玩具娃娃 

当我们看到幼儿园中或小学低年级班中一群群按照老师要求规规矩矩端坐在座位上的

小朋友们，是不是觉得他们特别像小小的玩具娃娃一样？英语单词 pupil（学生）的本意正

是“小娃娃”，它来自拉丁语 pupillus，是 pupa（娃娃、玩偶）的指小形式。 

pupil 还可以表示“瞳孔”，因为我们仔细察看别人的瞳孔，可以发现瞳孔里有一个小

人，其实就是你自己的倒影。 

pupil：['pjuːpɪl; -p(ə)l] n.（小）学生，瞳孔 

644. quack：大吹大擂的江湖郎中 

中国历史上有所谓的“江湖郎中”，西方社会中也有此类人物，在英语中称为

quacksalver，缩写为 quack。quack 原本表示“鸭子的嘎嘎叫声”，salve 表示“膏药”，salver

表示“卖膏药的人”。之所以将江湖郎中称为 quacksalver，是因为这些江湖郎中在沿街叫卖

膏药时，大吹大擂的样子很像鸭子在嘎嘎叫，故此得名。 

quack：[kwæk] n.庸医，江湖郎中，鸭子的嘎嘎叫声 adj.骗人的，冒牌医生的 vi.（鸭子）

嘎嘎叫，吹嘘，大声闲聊 

645. que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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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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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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en：[kwiːn] n.王后，女王，皇后，蜂后 vt.使……成为女王或王后 vi.做女王 

646. savage：居住在森林里的人 

在西方文明史观中，文明源于城市，因此，那些散居在原始森林内的居民自然就是野蛮

人。英语单词 savage（野蛮人）指的正是这种居住在森林内的人。它来自拉丁语 salvaticus，

是 silvaticus 的另一种拼写方式，而后者的词根 silva 意思就是“森林”。同源的单词有 sylva

或 silva（森林里的树木）。 

savage： ['sævɪdʒ] n.野蛮人，未开化的人，粗鲁的人 adj.野蛮的，残酷的 

sylva：['silvə] n.森林里的树木，森林志，等于 silva 

647. secretary：协助处理私密事务的人 

英语单词 secretary 和 secret（秘密）同源，都来自拉丁语 secretum（秘密），其核心含

义也与“秘密”有关。secretary 一词于 14 世纪进入英语时，最初的含义是“委托机密的人”。

15 世纪时，secretary 被用来表示一种职务，其职责是负责为重要人士如国王处理机密事务，

最初仅仅是国王身边的仆人，后来演变为大臣。现在，secretary 一词除了表示“秘书”外，

还可以表示“部长”、“书记”等高级职位，如 Secretary of State 指的是美国的“国务卿”， 

Secretary General 指的是联合国秘书长，General Secretary 指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 

secretary：['sɛkrətɛrɪ] n.秘书，书记，部长，大臣 

secret：['sikrɪt] n.秘密，机密 adj.秘密的 

648. serf：没有人身自由的农业奴隶 

农奴 serf 是封建社会中隶属于农奴主或封建主的农业生产劳动者，没有人身自由和任何

政治权利，社会地位极为低下，受到封建主多方面的剥削和奴役。在封建制度下，少数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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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主或农奴主占有土地、山林、草原和河流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并部分占有农奴；农奴从

农奴主手中分得一块份地，作为代价他们必须无偿耕种领主土地，服各种劳役，并上缴大部

分劳动产品。 

表示“农奴”的英语单词 serf 源自罗马人对奴隶的称呼――servus，单词 serve（伺候）

与它同源。 

serf： [sɜːf] n.农奴，奴隶 

649. sheriff：国王派驻郡县的长官 

在古代中国，最小的政府官员是九品芝麻官——县令。在古代英国，与县令相当的官职

是 sheriff（郡长）。这个词在古英语中写作 scirgerefa，由 scir（=shire，郡）+ gerefa（=reeve，

长官）组成，字面意思就是“郡长”（shire reeve）。sheriff 由国王任命，代表王室治理一郡，

其核心职责是当地的治安和司法，因此 sheriff 也往往被翻译为“警长”。 

sheriff：['ʃerɪf] n. 州长；郡治安官；执行吏 

shire：['ʃaɪə] n.郡 

reeve：[riːv] n.城镇长官 

650. sir：对英国骑士的正式称呼 

在英文中，Sir 原本是对骑士（knight）的尊称，一般翻译为“爵士”。只有被册封为骑

士的人才能被称为 Sir。在语法中，Sir 可放在受勋人的姓名或名字之前，但决不可放在姓氏

之前，否则就是不敬。如称呼 Issac Newton 骑士应该是 Sir Issac Newton 或 Sir Issac，但不能

是 Sir Newton。这与我们中国人的做法正好相反。 

人们在用 Sir 称呼骑士时，往往省略姓名，直接用 Sir。久而久之，人们对没有获得骑

士爵位的人也用 Sir 作为尊称，相当于中文中的“先生”。 

sir： [sɜː] n.先生，爵士，阁下 

651. snob：对大学中的平民学生的蔑称 

英语单词 snob 源自 18 世纪 90 年代时英国剑桥、牛津等大学的俚语，用来表示“平民、

俗人”。据说当时在英国剑桥和牛津大学，在学生名册上，在贵族学生的姓名后面标注上拉

丁语 nobilitate（nobility，贵族），在平民学生的姓名后面标注上 sine nobilitate（non n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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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贵族）。因此，贵族学生就用 snob 来称呼平民学生。当时能上牛津、剑桥等大学的平民子

弟通常出身于富裕家庭，其中有不少人羡慕贵族和上流社会，鄙视其他平民，趋势附炎，冒

充贵族四处显摆，令真正的贵族学生十分瞧不起，因此 snob 一词就逐渐衍生出“自命不凡

者、趋势附炎者、势利眼”等负面含义。 

snob：[snɒb] n. 自命不凡者、趋势附炎者、势利眼 

snobbery：['snɒb(ə)rɪ] n.势利，谄上欺下，摆架子 

snobby：['snɔbi] adj.势利的 

snobbish：['snɒbɪʃ] adj.势利的 

652. steward：负责看管猪群的人 

在古代社会，猪是重要的家庭资产。富人家庭中负责看管猪群的人就叫做 steward。这

个单词由 sty（猪圈）+ward（看守）组成，字面意思就是看守猪圈、猪群的人。随着人们驯

养动物种类的增加，steward 所看管的对象从猪扩充至所有牲畜，后来他的职责不断扩大，

还帮助主人打点地产、地租等产业。因此，steward 的地位不断提高，相当于“账房先生”

和“管家”。甚至在一些场合，steward 成了一种地方官员的头衔。在英国，直到 1849 年前，

英国王室的 Lord Steward（宫内大臣）甚至拥有司法权，属于政府内阁成员。 

steward： ['stjuːəd] n.管家，乘务员，膳务员，工会管事 vt.管理 vi.当服务员，当管事 

653. sycophant：替领导用下流手势侮辱对手的人 

英语单词 sycophant（谄媚者）来自希腊语 sykophantes，由 sykon（fig，无花果）+phainein

（to show，显示）组成而成，字面意思就是 fig-shower（显示无花果的人）。在这里，fig（无

花果）隐喻女性外阴，fig-show 就是用手比划成女性外阴的形状来侮辱对方。在古希腊，政

治家们表面上很正派，背地里却唆使自己手下用这种下流手势来侮辱自己的对手。而那些听

从大人物的吩咐，用下流手势侮辱对手的手下则被称为 sycophant（fig-shower）。现在，英

语 sycophant 用来比喻那种卑鄙无耻、奴颜婢膝的谄媚者、马屁精。 

sycophant：['sɪkəfænt] n.谄媚者，奉承者，马屁精 adj.谄媚的，奉承的 

654. toady：为江湖郎中吃蟾蜍的手下 

英语单词 toad 指的是蟾蜍，为什么它的衍生词 toady 指的却是“谄媚者”呢？原来，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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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人们普遍相信蟾蜍有毒，所以一些江湖朗中往往会叫手下人吃下一只蟾蜍，然后施展医

术替他解毒，从而展现自己的高超医术。很明显，敢于为主人吃蟾蜍的人是为了拍马屁而什

么事都会做的人。因此人们就用 toad-eater 来称呼这样的谄媚者。后来，toad-eater 被缩写为

toady。这就是 toady（谄媚者）一词的来源。 

toad： [təʊd] n.蟾蜍，癞蛤蟆，讨厌的人 

toady： ['təʊdɪ] n.谄媚者，拍须溜马的人 v.谄媚，拍马屁 

655. tribu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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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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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 tyrant：古希腊时代的“僭主” 

英语单词 tyrant 常被译为“暴君”，即“残暴之君”，而实际上，tyrant 一词的本意与

“残暴”并无关系，它更精确的翻译是“僭主”，是君主制的一种变体。古希腊人认为，不

通过世袭或合法民主选举程序等正当方式，凭借武力、个人影响力等方式上台统治城邦的统

治者称为 tyrant（僭主）。“僭”指超越本分，指地位在下的冒用在上的名义或礼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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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主宰而非正统国君。该词本无贬义，僭主当中也有不少贤明之辈。但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

图与亚里斯多德对僭主提出严厉批评之后，僭主开始成为带有贬义的用语。柏拉图的《理想

国》一书中，提及君主、寡头、共和及僭主四种政体，其中，僭主被认为是一种最容易形成

独裁统治的政体。僭主统治的城邦很容易出现独裁的状况。因此，原本表示“僭主”的 tyrant

一词逐渐引申出“独裁者、暴君”的含义。 

tyrant： ['taɪr(ə)nt] n.僭主，暴君，独裁者 

tyranny：['tɪr(ə)nɪ] n.僭主政治，暴政，专横，独裁统治，残暴的行为 

657. vassal：发誓效忠的臣仆 

在封建制度中，分封土地的人称为 suzerain（宗主），而从宗主那里获得封地的人则称

为 vassal（封臣）。封臣在受封时，要向宗主发誓效忠，成为宗主的臣仆。英语单词 vassal

来自拉丁语 vassallus（家臣、仆役），由 vassus（仆佣）扩展而来。因此，vassal 就是“臣仆、

附庸”的意思。在一个封建国家中，国王就是最大的 suzerain，他的 vassal 就是诸侯。诸侯

及以下的各级 vassal 虽然在自己的宗主面前自称为臣仆，但在自己的领地上被人尊称为 lord

（领主）。 

vassal：n.封臣，诸侯，附庸 adj.臣属的，附庸的 

658. villain：在古罗马农场干活的贱民 

英语单词 villain 源自拉丁语 villanus，本意为在 villa（古罗马农场）干活的人，通常是

奴隶或隶农。villa 是古罗马贵族在乡村的房地产，包括居所和农场。英语单词 village（农村）、

villager（村民）等都源自拉丁语 villa。 

由于在 villa 里面干活的奴隶或隶农地位很低，常常遭到贵族老爷的鄙视和呵斥，因此

表示他的拉丁语 villanus 及其衍生的英语单词 villain 就不可避免地含有了强烈的贬义，并从

表示社会地位的卑贱延伸至表示人品的卑贱，逐渐发展出“坏人、恶棍、反派”等负面含义。

可以说，这个单词体现了一种强烈的阶级偏见。 

villain：['vɪlən] n.坏人，恶棍，反派，罪犯 

villainous：['vɪlənəs] adj.邪恶的，缺德的，恶毒的，堕落的 

villa：['vɪlə] 乡村别墅，农场 

village：['vɪlɪdʒ] n.农村，乡村，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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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r：['vɪlɪdʒə] n.村民，乡村居民 

659. viscount：法国的副伯爵 

英语单词 visecount（子爵）来自法语，由 vice（副的）+count（伯爵）构成，字面意思

就是“副伯爵”。visecount 常为郡守，地位在掌管一方的诸侯（伯爵）之下，在普通贵族

男爵之上，但有时也可能是实力强大的诸侯。在英国，1440 年比奥芒特的约翰被封为子爵，

位居所有男爵之上。 

viscount：['vaɪkaʊnt] n.子爵 

660. wife：成年女性 

英语单词 wife 现在一般用来表示“妻子”，但在古代，它的本意是 woman（妇女）。在

一些由它构成的复合词中我们还能看到它的这种含义，如 midwife（产婆）、alewife（啤酒店

老板娘）、housewife（家庭主妇）、fishwife（卖鱼妇）等。并且，单词 woman 本身就是由

wife+man 构成的，原本拼写为 wifman。“妻子”之意原本是 wife 的一个特殊含义，在现代

英语中反而成为了它的主要含义。 

wife：[waɪ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woman：['wʊ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midwife：['mɪdwaɪf] n.产婆，助产士 vt.促成，接生 

alewife：['eɪlwaɪf] n.啤酒店老板娘，开酒店的女人 

fishwife：['fɪʃwaɪf] n.卖鱼妇，说话粗野的女人 

661. wizard：有智慧的人 

美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NBA 球队中有一支球队叫做 Washington Wizards，我们大陆翻

译为“华盛顿奇才队”。而英语单词 wizard 在现代英语中一般用来表示男巫、巫师，所以

很多人觉得这个翻译准备不够准确，还不如台湾的翻译版本 “华盛顿巫师队”。其实，大

陆的翻译并无问题，因为 wizard 一词的本意就是“奇才、有智慧的人”。它由 wise（智慧）

+ard（表示人的后缀）构成，表示哲人、贤人、有杰出才能的人。直到 16 世纪才产生了“巫

师”的含义，并一直延续至今。大陆把 Wizards 翻译为“奇才队”其实比翻译为“巫师队”

更加贴切，因为该队名所要表达的是这些队员们技艺超群，而不是拥有巫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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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zard：['wɪzəd] n.巫师，男巫，奇才 adj.男巫的，巫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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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族种群 

662. barbaro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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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非的柏

柏尔人（berber）也被归入蛮族，该民族的英文名称一样来自希腊语 barbaros。 

barbarous：['bɑːb(ə)rəs] adj.野蛮的，未开化的，残暴的 

barbarian：[bɑː'beərɪən] n.野蛮人，蛮族 

Berber： ['bə:bə] n.柏柏尔人，柏柏尔语 

663. bizarre：留大胡子的巴斯克男人 

英语单词 bizarre 来自法语，意为“奇异的，怪异的”。关于法语 bizarre 的来源，很多

人认为来自西班牙语 bizarro（英勇的，帅气的），而后者来自巴斯克语 bizar（胡子）。巴斯

克人是居住在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的一个民族，被认为是欧洲最古老的民族。在中世纪，

巴斯克男人普遍留大胡子，将其视为男子汉的标志，帅气和英勇的象征。现在西班牙巴斯克

地区首府毕尔巴鄂的男人依然爱留大胡子。然而，法国人在战场上见到满脸大胡子的巴斯克

士兵时却吓了一跳，以为自己遇到野人了。因此， bizarre 在法语中的含义从“英勇的、帅

气的”变成了“奇异的”。 

bizarre：[bɪ'zɑː] adj.奇异的 

664. Bohemian：放荡不羁的波西米亚人 

吉普赛人最早居住在印度北部，从十世纪开始迁移，流落至世界各地。各国人对他们的

称呼都不同。英国人以为他们来自埃及（Egypt），所以将他们称为“吉普赛人”（Gypsy）。

法国人以为他们来自波西米亚（Bohemia，现捷克共和国境内），所以将他们称为“波西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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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人”（Bohemian）。他们在西班牙被称为“季当人”，在俄罗斯和意大利被称为“茨冈人”，

他们自称为“罗姆人”。 

吉普赛人以占卜和卖艺为生，居无定所，不信奉上帝，崇尚自由，其服饰具有鲜明的游

牧民族风格，同时又融合的多个民族的特色。因此，英语单词 Bohemian 就象征了吉普赛人

的这种特质，常用来表示富有小资情调、喜好浪漫、气质忧郁的人，或表示一种独特的服装、

文艺风格。 

Bohemian： [bo'himɪən] n.波西米亚人，波西米亚语，放荡不羁的人 adj.波西米亚的，放

荡不羁的。 

665. Britain：迁徙至不列颠地区的布列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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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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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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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 bugger：被视为异端的保加利亚人 

英语单词 bugger（鸡奸者）源自中古拉丁语 Bulgarus，等于英语单词 Bulgarian（保加

利亚人）。保加利亚人是怎么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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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学派受保罗派二元论影响，认为上帝生两子，即代表善的基督和代表恶的撒旦。撒旦背叛

上帝而被逐出天界，因而创造了我们人类所生活的物质世界，人类必须摒弃一切欲望和罪恶，

以求亲近上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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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鸡奸之类的变

态行为。因此，本来等同于“保加利亚人”的 bugger 一词，由于受被视为异端邪说的鲍格

米勒派及阿尔比派的牵连，就变成了贬义词，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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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 cravat：喜欢系领巾的克罗地亚士兵 

在领带问世前的中世纪欧洲，贵族们用来装饰颈部的是蕾丝领圈。制造这种华丽的配件

需要消耗大量布料，每制造一个这样的领圈要用掉长达十五米的蕾丝饰带。在欧洲“三十年

战争”期间，参战各国都在拼命缩减开支，昂贵的蕾丝领圈自然成为不合时宜的物件。有的

国家甚至颁布法令，规定只有在出席葬礼这样的隆重场合，男士才允许佩戴蕾丝领圈。 

然而，爱美的男士依然有办法来装饰自己的颈部。不久，克罗地亚士兵们所佩戴的领巾

引起了欧洲时尚界的关注。他们在颈部装饰有打结的细领巾。这种风俗从中世纪开始流传，

也是他们在战场上辨认同伴的方法之一。这种服饰很快就在欧洲流传开来，不仅在士兵群体

中广泛流传，而且还赢得了王室的瞩目。当时的法王路易十四就是一名有名的领巾爱好者。

他拥有大量制作精美的领巾，甚至还设置了“领巾侍者”一职，每天的工作就是为路易十四

奉上几款华丽的领巾，方便国王挑选。因为国王的狂热爱好，领巾不再是简单的装饰或者蕾

丝领圈的代用品，开始慢慢成为贵族阶层必需的服装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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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中，这种源自克罗地亚的服饰就被称为 cravate，本意就是“克罗地亚人”。进入

英语后拼写变为 cravat。这就是英语单词 cravat（领巾）的由来。cravat 已经有了和今天的

领带（tie）类似的形状与系法，被认为是现代领带的前身。 

cravat： [krə'væt] n.领巾，领带，领结 

668. England：成为不列颠新主人的盎格鲁人 

在不列颠群岛上很早就有人类活动。约公元前 30 世纪，伊比利亚人从欧洲大陆来到大

不列颠岛东南部定居。约公元前 700 年以后，居住在欧洲西部的凯尔特人不断移入不列颠群

岛，其中有一支称为不列吞人，不列颠这一名称可能来源于此。 

公元前 55 和前 54 年，G.J.凯撒两度率罗马军团入侵不列颠，均被不列颠人击退。公元

43 年，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率军入侵不列颠。征服不列颠后变其为罗马帝国的行省。公元

407 年，罗马帝国发生内乱，罗马驻军被迫全部撤离不列颠，罗马对不列颠的统治即告结束。 

罗马对不列颠的统治结束后，从 5 世纪中叶开始，来自北欧及德国地区的盎格鲁人、撒

克逊人以及朱特人等日耳曼部落陆续入侵不列颠，原有的布列吞人要么被驱赶到北方苏格兰

或西方威尔士等山地区域，要么与入侵者融合。到 7 世纪初，入侵的日耳曼部落先后建立起

7 个强国。这些国家主要位于现在的英格兰地区，这片区域也被称为 England，在古英语中

拼写为 Engla land，字面意思就是 the land of the Angles（盎格鲁人的土地）。 

England：['iŋɡlənd] n.英格兰，英国 

English：['ɪŋɡlɪʃ] n.英语，英国人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英文的 

669. fran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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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最

初居住在莱因河北部法兰西亚（Francia）地区而得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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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国名 France 也是源自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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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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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人这种鲜明的个性，英语单词 frank 逐渐衍生了“直率的、坦白的”的意思。 

frank： [fræŋk]adj.坦白的，直率的，老实的 

670. gothic：灭亡西罗马帝国的哥特人 

4、5 世纪时，居住在古罗马帝国东部、北部的以日耳曼人为主体的各蛮族部落大举迁

徙、入侵罗马。曾经无比强大的罗马帝国在蛮族势力的反复冲击下四分五裂。蛮族中的东、

西哥特人（Goth）曾经多次入侵意大利，直接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从此进入了长

达千年之久的黑暗时期，即“中世纪”。因此，哥特人的名字就与“野蛮”等负面含义产生

了关联，由哥特人（Goth）一词衍生的英语单词 gothic（哥特人的）也产生了“野蛮的”之

意。 

文艺复兴期间，由于意大利人对于哥特族摧毁罗马帝国的这段历史情仇难以释怀，因此

为了与这段时期有所区分，他们便将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建筑及艺术风格称为 gothic，即“哥

特式”。尽管 gothic 这个词多少有些负面意味，但事实上为数众多的哥特风格作品拥有非常

高的艺术价值。 

gothic：['ɡɔθik] adj.哥特式的，野蛮的，中世纪的，粗鄙的 

671. Gypsy：被误认为埃及人的吉卜赛人 

吉普赛人原住印度西北部，10 世纪前后开始向外迁移，四处流浪，16 世纪出现在英格

兰。因为最初被误认为来自埃及，故在英语中被称作 Egyptian（埃及人）。后来，该词拼写

逐渐演变为 Gypsy，但我们依然能看出该词与 Egyptian 的联系。 

Gypsy：n.吉普赛人，吉普赛语 adj.吉普赛人的，像吉普赛人的 

672. helot：被斯巴达人征服的希洛人 

在古代希腊，强大的斯巴达通过武力征服了周边大片土地和大量人口。这些被征服的人

口都沦为奴隶，被称为“希洛人”（helot）。希洛人属于斯巴达城邦的国有奴隶，固定在土

地上，被分配给斯巴达人，替他们耕作田地。主人既不能释放也不能贩卖他们。希洛人在向

主人缴交一定比例的耕作收成后，可以有限地累积私产。由于斯巴达人在数量上居于劣势，

担心希洛人暴动，因此每年斯巴达的城邦首领在就职时都会对希洛人宣战，如此便可杀害希

洛人，而不触犯任何宗教上的禁忌。斯巴达还设置了专门对付希洛人的杀手，将任何可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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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威胁的希洛人刺杀掉。 

由于希洛人的这种悲惨地位，原本表示“希洛人”的英语单词 helot 一词就产生了“受

人轻视之人”的含义。 

helot：['helət] n.受人轻视之人，奴隶，希洛人 

673. laconic：说话惜字如金的斯巴达人 

古代斯巴达人崇尚武力，喜欢用拳头解决问题，讨厌夸夸其谈的人，说话时惜字如金，

简明扼要，就像发布军事指令一样。关于斯巴达人的这种说话风格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

斯巴达城邦附近有个国王曾经给斯巴达发了一封威胁信，要斯巴达人向他俯首称臣，如果（if）

不臣服，就要对斯巴达如何如何。斯巴达人的回信就一个字：if。斯巴达人居住的地方叫做

“拉科尼亚”（laconia）。因为斯巴达人说话简洁，人们就用形容词 laconic（拉科尼亚式的）

来表示“简洁的”。 

laconic：[lə'kɒnɪk] adj.简洁的，凝炼的，言简意赅的 

674. lombard：精于放债的伦巴第人 

伦巴第人（Lombard）是古代日耳曼人的一支，起源于今瑞典南部。公元 1 世纪时，他

们从斯堪的纳维亚迁居于德国西北部。4 世纪时，他们大规模向南迁徙。568 年，伦巴第人

联合其他日耳曼民族翻越阿尔卑斯山，侵入意大利北部。随后几年，他们陆续征服了意大利

大部分领土，在意大利建立了伦巴第王国。现在意大利北部依然有一个州被称为 Lombardy。

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应罗马教皇的请求，进攻伦巴第王国，于 773 年攻陷伦巴第王国首都，

捕获伦巴第国王，伦巴第人对意大利的统治宣告结束。 

伦巴第人虽然失去了自己的国家，但他们却给欧洲留下了许多成就，尤其是在金融行业，

以善于放债和经营典当铺而出名。在英国伦敦就有一条“伦巴第人大街”，居民大部分是伦

巴第人，大多从事银行业和典当行，使这里逐渐成为英国各大银行的聚集地。因此，在英语

中，伦巴第人的名字 Lombard 成为了“银行家、放债者”的代名词。“伦巴第人大街”成

为英国金融界的代名词，相当于美国的“华尔街”。 

lombard：['lɔmbəd; 'lʌm-] n.银行家，放债者，伦巴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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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 Norman：不请自来占领法国一角的“北方人” 

从公元 8 世纪起，来自北欧的维京海盗不断南下，掠夺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沿海地区，还

溯流而上，进犯内地。当时统治法国的卡洛林王朝衰落无能，无力抵抗维京海盗的侵犯。因

此，公园 911 年，法王查理三世（傻瓜查理）与海盗头子罗洛签署协议，将法国鲁昂周围的

土地和塞纳河口出让给维京人，并册封罗洛为公爵，统治该地。从此以后，罗洛等人停止掠

夺法国，开始经营这块土地。法国人称定居在该地区的这些维京人为 Normand，复数形式为

Normanz，字面意思就是“north man”（北方人）。英语单词 Norman（诺曼人）就来自法语

Normanz，诺曼人所居住的地区被称为 Normandy（诺曼底）。 

尽管诺曼人最后放弃了海盗勾当，改信了基督教，他们仍保留了其海盗祖先维京人的许

多特质。他们表现一种极度不安鲁莽的气质、近乎愚勇的好战精神。诺曼人在随后扩张至欧

洲其他地区的行动中，创下冒险作战的惊人纪录，常常仅以一小撮人征服数倍的敌人。其中

最重要的是 1066 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入侵英国，他征服英国后成为英国国王，这就是英国历

史上有名的“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历朝历代统治英国的，

其实都是北欧海盗的后代。 

英语单词 bigot 据说也与诺曼人有关。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来自法国人对诺曼人的蔑称。

当时的诺曼人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喜欢使用 bi god（上帝作证，相当于 by god）这个词。

传说第一位诺曼底公爵罗洛拒绝亲吻法国皇帝查理三世的脚时就曾说过 “bi god”。因此法

国人就将 bigod 作为诺曼人的绰号，拼写逐渐演变为 bigot。现在，bigot 常常被用来表示心

胸狭隘、不能容忍不同信仰或观念的人。 

Norman：['nɔ:mən] n.诺曼人 adj.诺曼人的，诺曼语的 

Normandy：['nɔ:mən'di] n.诺曼底 

bigot：['bɪgət] n.心胸狭隘的人，不能容忍不同信仰、观念的人；偏执者 

676. pharisaical：伪善的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Pharisee）是古代犹太人中的一个教派，耶稣在世期间在犹太人社会中占据

主导地位，把持祭司等宗教职位。“法利赛”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分离”，指为保持纯

洁而与俗世保持距离。法利赛人在各种洁净礼仪上拘谨而固执，绝对不向一个“罪人”（在

宗教礼仪上不洁净的人）购买任何食物，也决不请罪人去家里，但他们却喜欢去罪人家里教

训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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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斥责法利赛人的伪善，曾经说他们：“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

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马太福音 23：27-28）。 

由于法利赛人以伪善而出名，因此从表示法利赛人的单词 Pharisee 产生了形容词

pharisaical，表示“伪善的”。 

pharisaical：[ˌfærɪˈseɪɪk] adj.伪善的，讲究虚礼的 

677. philistine：以色列的死敌非利士人 

非利士人（philistine）居住在中东迦南南部海岸的古民族，其领土在后来的文献中被称

为“非利士地”（Palaestina，巴勒斯坦）。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劲敌，在圣经旧约中详细

记载了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的战争和恩怨。在以色列人眼中，非利士人是没有信仰的野蛮人，

是文明的破坏者。 

1689 年，在德国一个叫做耶拿（Jena）的城市中，当地的大学生和市民之间爆发了一场

激烈的冲突，有数人在冲突中丧生。事后，耶拿大学的牧师在一次布道中，针对这场大学生

和市民之间的冲突发表了尖锐的评论，把与学生作对的市民比作圣经中与以色列人作对的非

利士人。从此以后，人们用“非利士人”（philistine）来形容那些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缺

乏文化修养并鄙视文化的人。从这个词还产生了“庸俗主义”（Philistinism）一词，字面意

思就是“非利士人的方式、习惯、个性和思维方式”，指的是低估、鄙视艺术、审美、精神

和智力的态度，也称为“反智主义”。 

philistine： ['fɪlɪstin] n.非利士人，庸俗之辈 

Philistinism：['fɪləstɪnzəm] n.庸俗主义，实利主义，市侩主义 

678. Phoenicia：穿紫红衣服的的腓尼基人 

在古代中东地区，埃及、巴比伦、赫梯等古王国的帝王和掌管祭神活动的祭司们，都喜

欢穿紫红色的袍子，可是，这种颜色在洗涤过后很容易褪色。他们注意到，居住在地中海东

岸的人们也穿着鲜亮的紫红色衣服，但他们的衣服似乎永远不会褪色，即使衣服磨穿了，颜

色依然亮丽如新。所以大家把地中海东岸的这些居民所在的国家称为“紫红色的国度”，在

希腊语中写作 Phoinike，这就是英语单词 Phoenicia（腓尼基）的来源。 

腓尼基人的紫红色衣服之所以不会褪色，是因为他们能够生产出一种紫色染料。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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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人向海外各国出口这种珍贵的染料，从而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 

Phoenicia：[fi'niʃiə; -'ni:-] n.腓尼基 

Phoenician：[fi'niʃiən; -'ni:-] n.腓尼基人，腓尼基语 adj.腓尼基的 

679. Samaritan：乐善好施的撒玛利亚人 

在《圣经·新约》的“路加福音”中，记载了耶稣基督讲的一个寓言：有一个人从耶路

撒冷前往耶利哥，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

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旁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

也照样从旁边过去了。惟有一个撒玛利亚人（Samaritan）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

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

二天拿出二钱银子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在耶稣时代，犹太人蔑视撒玛利亚人，认为他们是混血的异族人。耶稣用这个寓言说明，

鉴别人的标准是人心而不是人的身份。从此以后，Samaritan（撒玛利亚人）就成了“好心

人、乐善好施者”的代名词。 

在美国和加拿大，有一部“好撒玛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是给伤者、病人

的自愿救助者免除责任的法律，目的在于使人做好事时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因过失造成

伤亡而遭到追究，从而鼓励旁观者对伤、病人施以帮助。 

Samaritan：[sə'mæritn] n.撒玛利亚人，好心人，乐善好施者 

680. slave：被大量卖作奴隶的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Slav）属于欧罗巴人种，分成三大支系：东斯拉夫人包括生活在东欧的俄罗

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西斯拉夫人包括生活在中欧的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

等；南斯拉夫人包括生活在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等。在历

史上，斯拉夫人经常受到其他民族的征服。公元 950 年，东法兰克王国国王奥托一世入侵斯

拉夫，迫使波希米亚公爵波列斯拉夫一世称臣。从此以后，斯拉夫人长期遭受异族统治，大

量斯拉夫人被卖为奴隶，以至原本表示“斯拉夫人”的拉丁语 Sclavus 变成了“奴隶”的代

名词。英语单词 slave（奴隶）就来自拉丁语 sclavus，词义上已经与“斯拉夫人”无关，但

我们从拼写上依然能看出它们之间的渊源。 

slave：[sleɪv] n.奴隶，从动装置 vi.苦干，拼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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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very：['sleɪv(ə)rɪ] n.奴役，奴隶身份，奴隶制度 

681. spartan：清苦尚武的斯巴达人 

古代希腊人中的斯巴达人生活清苦，崇尚武艺。整个斯巴达社会等于是个管理严格的大

军营。斯巴达的婴儿呱呱落地时，就抱到长老哪里接受检查，如果长老认为他不健康，他就

被抛到荒山野外的弃婴场去。母亲用烈酒给婴儿洗澡，如果他抽风或失去知觉，这就证明他

体质不坚强，任他死去，因为他不可能成长为良好的战士。男孩子 7 岁前由双亲抚养。父母

从小就注意培养他们不爱哭、不挑食、不吵闹、不怕黑暗、不怕孤独的习惯。7 岁后的男孩

被编入团队过集体军事生活。他们要求对首领绝对服从，要求增强勇气、体力和残忍性。他

们练习跑步、掷铁饼、拳击、击剑和殴斗等。为了训练孩子的服从性和忍耐性，他们每年在

节日敬神时都要被皮鞭鞭打一次。他们跪在神殿前，火辣辣的皮鞭如雨点般落下，但不许求

饶，不许喊叫。男孩到 12 岁，编入少年队。他们的生活更严酷了，光头赤脚，无论冬夏只

穿一件外衣，平时食物很少，但鼓励他们到外面偷食物吃。 

由于斯巴达的这种严格的军事化训练和清苦的生活方式，从斯巴达的名称 Sparta 中产

生了形容词 spartan，表示“清苦的、质朴的”。 

spartan：['spɑːt(ə)n] adj.斯巴达式的，斯巴达的，清苦的，质朴的 n.斯巴达人 

682. sybarite：奢侈淫乐的锡巴里斯人 

在古希腊南部城邦中，有一座城市叫做锡巴里斯（Sybaris）。这座城市因富饶与奢糜而

闻名于世。他们吃的是珍贵的海鞘，家里养着鹌鹑，喜欢把玫瑰花瓣撒在床上睡觉。甚至因

为懒惰，他们还发明了夜壶，并且把夜壶装饰得十分华美，宴会和旅行时都随身携带。这种

穷奢极欲最终导致了锡巴里斯的灭亡。据说有次锡巴里斯和邻近一个弱国交战。当双方军队

接近时，对方的军鼓手忽然奏起锡巴里斯节日游行时的曲目。锡巴里斯的战马一听到这些乐

曲，便整齐地迈开舞步翩翩起舞，根本不听骑兵的使唤。为了在节日游行中显得更优雅，锡

巴里斯骑兵队特意把战马训练得可以跟着固定的音乐节拍起舞，没想到这却成了他们的死亡

旋律。锡巴里斯灭亡了，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英语单词 sybarite，它本指锡巴里斯人，现在

用来形容奢侈淫乐的人。 

sybarite：['sɪbə,raɪt] n.奢侈淫乐的人，纵情享乐的人，锡巴里斯人 

sybaritic：[,sɪbə'rɪtɪk] adj.奢侈淫乐的，柔弱的，放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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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 tribe：组成古罗马人的最早三大族群 

英语单词 tribe 来自拉丁语 tribus，原本指的是最早构成罗马的三大族群：拉丁人、萨宾

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其中拉丁人是最早的罗马人，是罗马城的缔造者罗穆卢斯的后裔，萨宾

人原本是拉丁人的邻居。当初拉丁人娶不上媳妇，就设计强抢了萨宾人的女人做妻子。萨宾

人前来复仇时，被掳的萨宾女人阻止了战争。双方结为同盟。伊特鲁里亚人原本也是拉丁人

的邻居，并曾经统治意大利，但后来伊特鲁里亚诸城市被拉丁人攻陷，伊特鲁里亚人逐渐被

拉丁人同化。因此，这三大族群构成了罗马人的主体，每一族群都自称 tribus，意思就是“三

分之一”。 

在 13 世纪中期，为了翻译圣经中所说的 12 个希伯来人部落，英语从拉丁语中借用了

tribus 一词，拼写改为 tribe。现在，tribe 常用来表示“部落”。 

tribe： [traɪb] n.部落，宗族 

684. vandalize：大肆破坏罗马城的汪达尔人 

汪达尔人（Vandal）是古代日耳曼民族中的一支，在欧洲民族大迁徙时期，曾在北非今

突尼斯地区建立了一个汪达尔王国。公元 455 年，他们从海上出发，入侵意大利并占领了罗

马城，在罗马城中进行了历时两周之久的大肆掠夺和破坏活动。他们将罗马城中所有能搬上

船的东西统统搬走，甚至连神庙上的镀金瓦片也都揭走。原本是欧洲文化中心的罗马城遭到

严重破坏，大批珍贵文物被劫走或损坏。 

汪达尔王国于公元 533 年被东罗马军队攻陷，国王被关押在君士坦丁堡，大部分人口被

发配至东罗马帝国各处。从此，汪达尔人作为一个民族从历史中消失了，但他们在罗马城所

犯下的滔天罪恶却永远不会被世人遗忘。英语中为此诞生了一个新词 vandalize，用来表示

像汪达尔人破坏罗马城那样的破坏行径。 

vandalize： ['vændəlaɪz] vt.肆意破坏，摧毁 

vandalism： ['vænd(ə)lɪz(ə)m] n.故意破坏文物的行为，破坏他人财产的行为，汪达尔人

的作风 

（三） 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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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 acre：一对牛一天能耕的面积 

英语单词 acre 原本并非计量单位，而是“耕开的土地”的意思。后来，acre 才演变为

计量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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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 abdicate：君主主动放弃王位 

英语单词 abdicate 来自拉丁语 abdicatus，是动词 abdicare 的过去分词形式，而后者由 ab

（away，离开）和 dicare（宣布）构成，字面意思就是“宣布放弃、脱离关系”。在古罗马

法中 abdicate 可以表示与某家庭成员脱离关系，但它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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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表示君主主动放弃王位。 

在近代史中，最著名的一次 abdication 莫过于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的退位。1936 年，爱

德华在一片反对声中，宣布与美国寡妇辛普森夫人结婚，并为此自愿退位。这位“不爱江山

爱美人”的国王是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自愿退位的国王。 

abdicate：['æbdɪkeɪt] v.退位，放弃 

abdication：[,æbdə'keʃən] n.退位，放弃权利 

687. abeyance：财产归属未定的状态 

英语单词 abeyance 来自法语，原本是一个法律术语，表示“某人有望获得财产”。这个

单词由 a（=at）+bey（张开）+ance（名词后缀）组成，字面意思就是“处于张嘴等待的状

态”。其中的 bey 来自拉丁语 batare（张开），与 bay（海湾、吠叫）同源。我们中国人习惯

说“翘首期待”，而法国人习惯说“张嘴期待”。虽然表达方式不同，但同样传神。该词进入

英语后，词义略有变化，表示“财产暂时处于归属待定的状态”。后来，该词从法律领域延

伸至日常工作和生活，表示某件事暂时停止、被搁置起来。 

abeyance：n.中止，暂停，搁置；归属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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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 accolade：中世纪的骑士册封仪式 

在中世纪，在册封骑士时要举行隆重的仪式，仪式的具体形式据说有好多种。历史学家

“图尔的乔治”写道早期法国国王在册封骑士时，会亲吻骑士的左面颊。据说“征服者威廉”

在册封骑士时会用拳头轻轻击打骑士的面颊或脖子，而最常见的形式是用剑身轻拍骑士的肩

膀。英语单词 accolade就源自这种册封仪式，它来自拉丁语 accollare，意思是“embrace around 

the neck”（拥抱脖子），由 ad（to）+collum（neck）组合而成。英语单词 collar（领口）就

来自拉丁语 collum。看来不管是哪种形式，册封仪式都会涉及到脖子。在现代，给冠军颁奖

时，颁奖人员把奖牌挂在冠军的脖子上，或者抱着冠军的脖子亲吻面颊，可能也跟中世纪册

封骑士的仪式有关。 

现在，单词 accolade 的含义已经扩充，除了表示骑士册封仪式外，还可以表示其他荣誉

称号授予仪式，后来还逐渐产生了“荣誉”的含义。 

accolade： ['ækəled] n.骑士册封仪式，荣誉称号授予仪式，荣誉 

689. advocate：古罗马法律中的出庭律师 

英语单词 advocate 原本是一个古罗马法律中的专业术语，指在法庭上为人辩护的人，

即现在所谓的“律师”。它来自拉丁文 advocatus，是 advocare 的过去式的名词形式，而后

者由 ad（to）+vocare（=call，呼吁，单词 voice 的词源）构成，本意是指“（为某人）在法

庭上呼吁”。肯为某人在法庭上呼吁，自然就是支持某人了。因此，该词后来引申出支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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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词表示。 

advocate：['ædvəkeɪt] n.提倡者，支持者，律师 vt.提倡，支持，拥护 

690. affidavit：中世纪欧洲的宣誓书制度 

中世纪欧洲法律制度中，宣誓书是一种具有重要效力的文件。宣誓人在有权主持并见证

宣誓的宣誓官面前宣誓，然后提供证词并记录下来，宣誓人和宣誓官在书面证词中签名。这

种经过宣誓的书面证词就是宣誓书。宣誓书的第一行就是拉丁语 affidavit，它是 affidare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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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称完成式，意思就是“他/她宣誓后陈词如下”。因此，这种宣誓书就被称为 affidavit。 

affidavit：[,æfə'devɪt] n. 宣誓书 

691. affiliate：古罗马人收养儿子的做法 

古罗马实行长子继承制。为了避免死后无人继承财产，没有儿子的人一般会收养一名养

子，连罗马皇帝也大量采用这种方法。罗马第一个皇帝屋大维本是凯撒的侄孙，后被凯撒选

为继承人，成为其养子。屋大维死后由养子提比略继承皇位。五贤帝期间，由于没有儿子，

前四个皇帝都是选择贤良之士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以养子身份继承皇位。直到第五个皇帝，

即伟大的哲学家皇帝马可·奥里略，他死后由亲生儿子康茂德即位（即好莱坞大片《角斗士》

里面那个弑父夺位的皇帝）。康茂德残暴无能，五贤帝所创立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 

在拉丁语中，表示“领养”的单词是 affiliare，由 ad（to）+filius（son）组合而成，字

面意思就是“使其成为儿子”。filius（son）就是英语单词 filial（子女的，孝顺的）的词源。 

英语单词 affiliate 就源自拉丁语 affiliare，原意是“收养儿子”，后来衍生出“接纳、使

成为附属”之意。 

affiliate： [ə'fɪlɪeɪt] vt.使附属，接纳，使紧密联系 vi.参加，加入，发生联系 n.联号，

隶属机构。记：ad（to）+fili（son）+ate→使成为儿子→领养 

affiliation：[əfɪlɪ'eɪʃ(ə)n] n.加入，联盟，从属关系，友好关系 

filial： ['fɪlɪəl] adj.孝顺的，子女的，当做子女的 

filiale： ['faɪlɪæl] n.子公司，分公司 

692. album：古罗马时期的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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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拉丁语 albus（白）的中性形式，英

语词根 alb-（白）就源自 al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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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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um：['ælbəm] n.相册，唱片集，集邮册，签名纪念册 

albino：[æl'biːnəʊ] n.白化病，白化病人 

Alps： [ælps] n.阿尔卑斯山 

693. alibi：以不在犯罪现场为由的无罪辩解 

18 世纪时，英语单词 alibi 是一个法律术语，意为“以犯罪发生时身处其他地方为由进

行无罪辩解”。它源自拉丁语 alibi，字面意思是 somewhere else（在其他地方），是拉丁语

alius（other）的位置格。英语单词 alias（别名）、alien（外国的）都源自拉丁语 alius。 

后来，alibi 的词义得到扩展，用来泛指任何的借口、托辞。 

alibi：['ælɪbaɪ] n.借口，托辞 v.辩解，找托辞开脱 

694. alimony：离婚后给女方的生活费 

夫妻离婚后，男方需要定期向女方支付一定的赡养费，以维持女方的基本生活所需。这

种做法古已有之，中西方都有类似的法律。在史上最早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中就明确规

定：“一个男人如果想同给他生下子女的妻子或女子分手，就应该返还其嫁妆，并向其提供

田地、花园等资产的部分权益，以保障她抚养孩子。”英语单词 alimony 的本意就是“生活

费”，其中的词根 ali 表示“食物、营养”，如 aliment（食物）。 

alimony： ['ælɪmənɪ] n.赡养费，生活费 

695. allegiance：臣民对君主的效忠义务 

英语单词 allegiance 由 liege 派生出。liege 指的是“君臣关系”，即“君主和他的臣民之

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封建社会中，臣民必须服从并服务君主，而君主必须供养并保护臣

民，这就是“君臣关系”的核心。臣民服从并服务君主的义务就是 allegiance，通常被译为

“效忠”，但它与同样被译为“效忠”的 fealty 有较大不同。fealty 是获封土地的封臣对分封

土地的封建主应尽的义务，与封地紧密相关，一个封臣可能获得好几个封建主分封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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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封建主都负有 fealty。而一个臣民只能有一个君主，所以只能对一个君主负有

allegiance。 

英国 1870 年之前的法律规定，所有出生于英国或归化英国的人都是英国国王的臣民，

都对国王负有 allegiance 的义务，除非是该人所居住的地方获得独立或被英国割让。也就是

说，任何英国人天生都负有对国王效忠的义务，并且不可拒绝承认。 

现在，随着封建制度的消亡，allegiance 一词所含有的封建色彩也已经消失，常常用来

表示一国的国民对国家的忠诚和服务。 

allegiance：[ə'lidʒəns] n.效忠，忠诚，忠贞 

696. ambition：古代政客四处拉票的行为 

英语单词 ambition 源自拉丁语 ambitio，意思是“四处走”，其中的词根 ambi-表示“四

处、周围、两边”，如救护车 ambulance 本意就是四处走的医院。ambition 原本仅指政客四

处奔走发表演说拉选票的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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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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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已经

变成中性词，既可以指“野心”，也可以指“雄心、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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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 amnesty：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赦 

公元前 404 年，在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争霸战（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落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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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僭主操控政治，把穷苦平民排挤在政治之外，又实施恐怖统治，在 8

个月内杀死的雅典人几乎比战争最后十年斯巴达人杀死的雅典人还要多。于是民主派带领平

民发动反击，最终击败斯巴达保护军，杀死为首的两名僭主，推翻三十僭主的寡头政治，重

新建立了民主制度。 

民主派恢复民主制度后，并没有对贵族所犯下的恶行展开报复，而是选择了和解。公元

前 403 年，雅典政府颁布一项法令，宣布除三十僭主及其帮凶外，对其他人在过去所做的任

何事情进行“遗忘和宽免”（希腊语 amnestia），双方中的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以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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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讼或寻仇。这项法令被后人称为“大赦令”。 

英语单词 amnesty 就来自“大赦令”中的希腊语 amnestia，由 a（not）+mnestis（记忆）

构成，字面意思就是“遗忘、不再记得”，本意指民主派和贵族之间的和解，对双方以往的

对立行为统统一笔勾销。现在常用来表示“大赦、特赦”。 

amnesty：['æmnɪstɪ] n.大赦，特赦，特赦令 vt.对……实行大赦 

698. anarchy：古代雅典的三十僭主统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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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首脑被称为 archon，通常译为“执政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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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rkhia，字面意思就是“没有执政

官”。该词经由拉丁文进入英语后演变为 anarchy，用来形容一个国家缺乏合法政府时陷入混

乱状况。 

anarchy：['ænəkɪ] n.无政府状态，混乱，群龙无首 

699. answer：在法庭上宣誓后对指控的答辩 

在古代西方的法庭上，宣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证人作证、原告被告的申辩都要进行宣

誓。在现代西方法庭上我们依然还能看到证人在作证之前都要象征性地宣誓。英语单词

answer 的来源就跟这种宣誓行为有关。单词 answer 中的 an 与词根 anti（对于、against）有

关，swer 与单词 swear（宣誓）有关，它的字面意思就是“经过宣誓对指控做出答辩”。answer

本是一个严肃的法律术语，但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逐渐丧失其法律色彩，含义变成了“答

复、回答”。 

answer：['ɑːnsə] v.回答 n.回答，答案，答辩 

700. apartheid：南非共和国的种族隔离制度 

英语单词 apartheid 来自南非荷兰语，由 apart（分离、隔离）+heid（=hood）构成，表

示“种族隔离制度”，特指 1948 年至 1991 年间在南非共和国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个制

度对白人与非白人（包括黑人、印度人、马来人及其他混血人种）进行分隔并在政治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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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给予歧别待遇。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不但引发了国内的抗争，更引发国际社会的抨击

与经济制裁。1989 年戴克拉克担任南非总统后，释放因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而入狱的曼德拉，

并于 1990 年解除戒严。1991 年南非共和国废止人口登记法、原住民土地法与集团地区法，

在法律上取消了种族隔离政策。但记载了南非种族隔离历史的 apartheid 一词却并没有从历

史舞台上退出。 

apartheid：[ə'pɑːtheɪt; ə'pɑːtaɪd] n.种族隔离 

701. arbiter：古罗马时期的审判员制度 

古罗马时期，国家的司法权力掌握在“裁判官”手中。这个职位最早设立于公元前 376

年，是从执政官的职权中分离出来的，地位仅次于执政官，享有在其职责范围内的法律方面

的最高权威。但裁判官并不参与具体案件的审判，而是交给审判员去审理。审判员不是国家

官吏，他是由裁判官从预定名单中选定并授权处理特定案件的公断人，因此在拉丁语中被称

为 arbiter，由 ad（to）和 baetere（来、去）构成，字面意思就是“去某地（审案）的人”。 

arbiter 和 arbitrator 同源，在现代都能表示“仲裁人”，区别在于：arbiter 一词更为古老，

是书面用语，通常应用于文学领域，“审判”的意味胜过“仲裁”；而 arbitrator 比较通俗，

通常表示受争议双方所托，居中仲裁，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甚至可以是 arbitrary（独断

的）。 

arbiter：['ɑːbɪtə] n.仲裁者，裁决人 

arbitrator：['ɑːbɪtreɪtə] n.仲裁者，公断人 

arbitrate：['ɑrbɪtret] vt.仲裁，公断 

arbitrary：['ɑrbətrɛri] adj.独断的，武断的，任意的，专制的 

702. archive：古希腊执政官的办公室 

档案指的是政府保存下来的公文资料。很多国家很早就有将重要的公文资料保存到特定

场所的做法，最初保管档案的场所其实就是政府的办公室。英语中表示“档案”的单词 archive

来自希腊语 arkheia，源自词根 ark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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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hive：n.档案馆，档案 vt.将……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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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 aristocracy：古代哲学家的精英治国论 

古希腊时期的杰出哲学家苏格拉底主张专家治国论，认为国家应该由经过训练、有知识

才干的人来治理，反对通过抽签选举方式实行的民主。后来，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大会以崇

拜新神和腐蚀青年思想的罪名判处死刑，死于雅典的民主政体下，使得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

图进一步加强了对雅典民主政体的怀疑。因此，柏拉图提出了“精英治国”的观点，即应该

由最杰出的精英来治理国家，而不是普通百姓直接参与国家治理。这就是近代“代议制民主”

思想的萌芽。在希腊语中，“精英治国”称为 aristokratia，由 aristos（最好的）+kratos（统

治）构成。这就是英语单词 aristocracy 的来源。后来在中古时期，由于贵族阶层（nobility）

往往以社会精英自居，因此“贵族统治”也被称为 aristocracy。 

aristocracy： [,ærɪ'stɒkrəsɪ] n.精英治国，贵族统治，贵族政治 

704. asylum：古代神庙或教堂所提供的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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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 attorn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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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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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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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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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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 ballot：古代希腊和罗马用来投票的黑白小球 

在古代希腊，人们很早就发明了匿名投票的方法。跟我们现在使用纸质选票的方法不同，

那时候的人们使用青铜片、筹码或小球等材料来投票，用不同形状或颜色代表赞同或反对。

其中，用小球做成的选票就是英语单词 ballot（选票）的来源。ballot 源自意大利语 pallotte，

是 palla（ball，球）的指小词，意思就是“小球”。英语单词 balloon（气球）同样源于意大

利语 palla（球），表示“大球”。英语单词 blackball 表示“黑色小球”，也就是“反对票”

的意思。 

ballot：['bælət]n.投票，选票 v.投票 

balloon：[bə'luːn] n.气球 v.激增，如气球般膨胀 adj.像气球般鼓起的 

blackball：['blækbɔːl] vt.投反对票，排斥 n.反对票 

707. ban：封建领主在其领地上发布的强制性公告 

在欧洲的封建时期，领主在自己的领地上（manor）拥有管辖权，可以发布公告，强制

要求领地内的所有居民做某事或禁止做某事，如要求居民给领主服兵役、禁止在领主的土地

上狩猎、捕鱼等。领主所发布的这种公告在拉丁语中称作 bannun，英语单词 ban（禁令）就

来源于此，本来既可是命令做某事或禁止做某事，但后来词义逐渐缩小为“禁止做某事”。

同源的还有单词 banns（结婚公告）。 

banal 是由 ban（公告）衍生出来的形容词，用来表示“与 ban 相关的”，如 banal right

表示“领主发布 ban 的权利”。在封建领主所颁发的公告中，常见的一种是要求居民必须使

用领主所提供的公用设施，如水井、磨坊、烤房、桥梁等，并向领主支付相应的使用费。因

此 banal 衍生出“公用的、公共的”之意，进而演变为“平凡的、平庸的、司空见惯的”，

最终演变为现在常用的“陈腐的”之意。 

单词 abandon（放弃）也与 ban 有关。它源自法语词组 à bandon（under control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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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isdiction），其中的 à =at，bandon 和 ban 一样源自拉丁语 bannun，表示“控制、管辖”。 

所以 abandon 的字面意思就是“处于……的管辖下”，引申为放弃控制权。 

ban：[bæn] n.禁令 vt.禁止，取缔 

banns：[bænz] n.结婚公告 

banal：[bə'nɑl] adj.平庸的，陈腐的，老一套的 

banality：[bə'nælɪtɪ] n.陈词滥调，平凡，陈腐 

abandon： [ə'bænd(ə)n] vt.放弃、舍弃、离弃 

708. banish：中世纪欧洲的放逐制度 

banish 来自意大利语 bandire（剥夺公权），与单词 ban（公告）同源。banish 的字面意

思是“宣布剥夺某人的公权”。“剥夺公权”是中世纪的一种刑罚，只有皇帝才有权颁发公告

（ban）剥夺某人或某座城市的公权。被剥夺公权意味着丧失了法律保护，任何人可以杀之

或掠夺之。当某人被剥夺公权后，自然无法在当地正常生活，只能远走他乡，因此衍生出“放

逐”之意。 

bandit 和 banish 同源，是其过去分词形式，字面意思就是“被剥夺公权的人”。在当时，

一个人若是被剥夺公权，意味着他失去法律的保护，所有人都可以抢劫、伤害甚至杀死他而

无需承担任何法律后果。别人若是帮助他，则也会被剥夺公权。被剥夺公权的人只能到当局

自首，才有可能撤销剥夺其公权的公告，但有些更加严厉的公告是不可撤销的。受到这种惩

罚的人，唯一出路就是亡命天涯，落草为寇了，所以 bandit 一词逐渐衍生出“盗匪”之意。 

banish：['bænɪʃ] vt.放逐，驱逐 

bandit：['bændɪt] n.强盗，土匪，被剥夺法律保护者，亡命之徒 

709. borough：带碉堡的自治市 

英语单词 borough（自治市）来自原始日耳曼语 burgs（城堡、要塞），本意是“带碉堡

的城市”。西方好多城市都以 burg 或 burgh 结尾，如汉堡（Hamburg）、爱丁堡（Edinburgh）、

匹兹堡（Pittsburgh），这里的 burg 或 burgh 都来自原始日耳曼语 burgs（城堡、要塞），指的

是带碉堡的城市，也就是说，这些城市以前其实是要塞或城堡。 

在欧洲封建时期，城镇的主权原本属于封建贵族即所谓“领主”（Lord）的，是其封地

的一部分。后来，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镇越来越繁荣，市民的经济地位提高了，对封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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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压榨越来越不满。所以市民们想方设法争取城市自治。刚开始时，市民们用钱从领主那

里一项一项地赎回城市的各种权利。那个时候市民们通过经商积累了大量货币，而领主的收

入主要是封地上的各种农产品，所以缺乏货币。在 11、12 世纪又赶上了十字军东征运动，

大批领主要参加十字军，亟需便于携带的金银货币充当盘缠，所以就把城镇的很多权利都卖

给市民了。但钱不能买到所有权利，所以领主和市民免不了要开战，城市的自治权就是通过

赎买和战争的方式获得的。因此自治市中常常修筑了各种防御工事，用来保卫城市的主权。

因为自治市往往都是这种带碉堡的城市，所以人们就用原本表示“带碉堡的城市”的 borough

一词来表示“自治市”了。 

borough：['bʌrə] n.自治市，区 

burg：[bɜːg] n.镇、城、村 

burgh：['bʌrə] n.（苏格兰）自治市，城镇 

710. cabinet：英王与亲信讨论国家大事的密室 

英语单词 cabinet（内阁）源自法语，是 cabin（小屋、客舱、船舱）的指小形式，也就

是比小屋更小的空间，常用来表示收藏标本、财宝的壁橱或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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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总要与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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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该词用于表示政府中的核心成员组

成的群体。 

cabin：['kæbɪn] n.小屋、客舱、船舱 

cabinet：['kæbɪnɪt] n.内阁，壁橱，小陈列室 adj.秘密的，内阁的 

711. candidate：古代候选人身着白色长袍的习俗 

在古罗马时代，那些谋求公职的竞选人在竞选场合中，往往会身穿一身特别干净的白袍，

一来表示自己品行洁白无瑕，无可挑剔，二来一身白衣在人群中格外醒目，易于给选民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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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影响。英语单词 candidate 正是源自这种做法。它源自拉丁语 candidatus，本意就是“身

穿白袍的”。candidatus 源自拉丁语 candidum，表示“白、纯洁”，而该词又来自拉丁语

candere，表示“发光”，从中衍生出英语词根 cand-（发光）。英语单词 candle（蜡烛）、candid

（坦白的）、candor（坦白）等都源自于此。 

candidate： ['kændɪdeɪt; -dət] n.候选人，应试者，候补者 

candle： ['kænd(ə)l] n.蜡烛，烛光 

candid：['kændɪd] adj.公正的，坦白的，率直的，偷拍的 

candor：['kændɚ] n.坦白，直率 

candescence：[kæn'dɛsns] n.白炽，白热 

712. canon：古代作为标准长度单位的棍子 

在古代，人们使用身体的一部分作为度量长度的单位，如最常用的长度单位“腕尺”

（cubit）就是从肘部到手指尖的长度。显而易见，每个人的胳臂不一样长，所以“一腕尺”

到底是多长，谁也说不清。为此，部落首领或国王就会用一根小棍子充当标准尺度，在上面

刻上长度单位。以后，所有的长度都以这根棍子为准。在古希腊语中，这个小棍子就称为

kanna，字面意思就是“小棍子、芦苇”。英语单词 canon（标准）就来自希腊语 kanna，引

申为法律或艺术的尺度或规范。同源单词还有 cane（手杖、藤条）。 

在基督教中，canon 表示“正典”，是一批被公认为神所启示或默示的书籍或著作，是

在信仰和教义上具有绝对权威的书卷, 是用来比较和衡量其他著作或教导正确与否的标准。 

基督教圣经正典共有 66 卷（旧约 39 卷，新约 27 卷）。 

Canon 还是一个著名的相机品牌，中文翻译为“佳能”。据说，该品牌原为 KWANON

（日文“观音”的西式拼写），改为 Canon 后，销量大增，成为了世界知名品牌。 

canon：['kænən] 标准，正典圣经，教规，教士。【品牌名】佳能 

cane：[keɪn] 手杖，藤条，细长的茎 

713. caption：逮捕令之类的法律文件的开头 

英语单词 caption 原本表示“逮捕”，来自拉丁语 captionem，动词 capere（抓住）的过

去分词动名词形式，与 capture（捕获）同源。在中世纪时，该词经常出现在逮捕令之类的

法律文件的开头部分中，因此该词衍生出“文件开头”的含义，进而衍生出“文章标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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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现在还可以表示图片的说明文字、影视节目的字幕等。 

caption：['kæpʃən] n.标题；说明文字；字幕；逮捕 vt.给…加说明文字（标题、字幕） 

capture：n.捕获，战利品，俘虏 vt.捕获，捕捉，夺得 

714. caste：血统纯正的种族 

英语单词 caste 来自拉丁语 castus（纯洁的，动词 carere（切割开）的过去分词形式，与

chaste（纯洁的）同源。印度等南亚地区很早就形式严格的种姓制度，实行内部同一种姓通

婚，严格禁止低种姓之男与高种姓之女通婚。15 世纪葡萄牙人在印度建立贸易据点后，首

先使用该词的葡萄牙语形式 casta 来表示印度的“种姓”，常常用来称呼印度最低贱的种姓，

以与高种姓的主人们有所区别。随着西方社会对该制度的兴趣，该词逐渐被普遍采用。17

世纪时期英国人也开始使用英语单词 caste 来表示印度的种姓制度。 

现在， caste 在狭义上专指印度的“种姓”，在广义上指的是和印度种姓一样具有严格

等级差别的社会阶级。 

caste：[kɑːst] n.（印度）种姓，排他性的社会团体，等级严格的社会阶层 

chaste：[tʃeɪst] adj.纯洁的，贞洁的，道德高尚的 

715. census：古罗马的人口普查制度 

census 一词原本指的是古罗马的人口普查，源自拉丁语动词 censere（评价、评判）的

过去分词形式。在古罗马时期，census 的重点是对人口进行“评价”而非“统计”，即通过

审查公民所属部族、收入状况，将其分配至对应阶级，不同阶级拥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同时，

通过统计了解各阶级的人口数量，作为划分政治权利和职责的依据。 

与 census 同源的单词还有 censor（审查员），该词原本指的是古罗马负责人口普查的官

员。另外，他还负责监督和维护公共道德和社会风气，以及对政府财政进行监督，是罗马文

职官员体系中仅次于独裁官的职位。现在，负责审查各种出版物的人也被称为 censor，因为

他们的主要职责和古罗马时期的 censor 类似，都包括通过审查和评判来监督和维护公共道

德和社会风气。 

census：['sɛnsəs] n.人口普查，人口统计 vt.实施人口普查 

censor：['sɛnsɚ] n.审查员 vt.审查，检查 

censorship：['sɛnsɚ'ʃɪp] n.审查制度，审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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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class：古罗马社会的六大社会等级 

古罗马王政时期的第六位国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推行一系列军事

和政治改革。其中一项改革是对所有罗马居民进行财产普查，根据财产多寡将所有人划分为

六个 classis（等级）。每个等级须为军队提供数目不等的“森图里亚”（Centuria，百人队）。

不同等级的森图里亚的人数不相等，武器装备也有所不同。 

此外，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还创设了森图里亚会议。起初这个会议具有军事性质，后

来取代库里亚会议，获得宣战、媾和、选举高级官员、制定法律和审判等职权。因它以森图

里亚为单位投票，实际上被拥有森图里亚数目过半的第一等级即富有公民所控制。 

英语单词 class 就来自拉丁语 classis。 

class：[klɑːs] n.阶级，等级，班级，类别 vt.分类，把……分等级，把……归入某等级

vi.属于某等级 

717. college：提供给学生的住宿机构 

在中世纪大学中，最初并没有集中的校舍，学生自行解决食宿问题。后来，为了解决贫

困学生以及外地学生的食宿问题，一些私人捐赠的慈善机构出现，为大学生提供住宿。这种

提供给大学生的住宿机构就是 college（学院），通常由一个住宿部、一个食堂、一个小礼拜

堂和一座图书馆构成。欧洲最早的学院是 1180 年设立于巴黎的迪克斯-惠特学院，它是为 18

名贫穷的学生提供住处而设立的。 

13 世纪后，学院发展迅速，学院内的老师除了管理职能外，还承担了指导职能，给住

在学院内的大学生提供一些额外的课程，一般由教授或住在学院内的助教开设。随着这些教

育活动的增多，在某些大学，学院逐渐垄断了大学的文科教学，使得学院成为大学生生活和

教学的正式中心。到 16 世纪中期，大多数英国和巴黎的学院已经发展成为向本科学生和研

究生提供教学的自给自足的教学单位，很多学院的名气甚至超过了所在大学。 

英语中表示“学院”的单词 college 来自拉丁语 collegium，后缀 um 表示“场所”。该

词字面意思就是“community of colleague”（由 colleague 组成的社区，一群人在一起生活、

学习的场所）。colleague 就是一起做事的人，可以是同事，也可以是同学。 

college 原本仅仅表示 university（综合性大学）中的一个学院，但后来，college 还可以

用来表示独立的教育机构，如专科大学、职业教育学校，还可以用来表示“学会”。在口语

中，很多人还喜欢直接用 college 来表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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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kɒlɪdʒ] n.学院，专科大学，大学，学会。 

colleague：['kɒliːg] n.同事，同僚，同仁。 

718. commune：全体市民共同治理的自治机构 

在欧洲封建时期，国家的土地被分封给各个诸侯。土地成了封建君主和领主的私人财产。

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新兴资产阶级逐渐发展壮大。他们定居在城市里，通过

赎买和战争手段从封建领主手中夺取了城市的主权，建立了由全体市民共同治理的自治城市。

在法语中，自治城市的这种治理机构被称为 commune，来自拉丁语 communis，由 com（共

同）+munia（职责、公职、功能）构成，表明自治城市的主权属于全体市民，治理职责由

全体市民承担，而不是某个人独揽大权。 

1871 年，法国巴黎人民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

级政权的雏形——Paris Commune，中文译为“巴黎公社”。从此以后，commune（公社）

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独特组织形式，新中国成立后也曾经历过建设“人民公社”的阶段。 

源自拉丁语 communis 的英语单词还有 community、common、communism 等。来自拉

丁语词根 munia 的英语单词还有 municipal（市政的）、municipality（市政当局）。 

commune：['kɒmjuːn] n.公社，自治城市 

communal：['kɒmjʊn(ə)l; kə'mjuː-] adj.公共的，公有的，公社的 

community：[kə'mjuːnɪtɪ] n.社区，社会，共同体，团体 

common：['kɒmən] n.普通，平民，公有地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communism：['kɒmjʊnɪz(ə)m] n.共产主义 

communist：['kɒmjʊnɪst] n.共产党员，共产主义者 adj.共产主义的 

municipal：[mjʊ'nɪsɪp(ə)l] adj.市政的，市的，内政的 

municipality：[mjʊ,nɪsɪ'pælɪtɪ] n.市政当局，市民，自治市或区 

719. conclave：在封闭房间里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 

在中世纪，欧洲教会和各国王室从未停止过对最高统治权的争夺。为了避免国王干涉教

皇选举，1274 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五世颁布一道法令，要求在未来的教皇选举中，参加

选举的红衣主教们将在一个封闭房间里开会选举。为了避免外界干涉，开会的房间将上锁，

直到新教皇产生才开锁。因此，这种选举教皇的方式在拉丁语中就被称为 conclave，由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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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和 clave（钥匙）组成，字面意思就是“锁到一起”。该词后来进入英语，除了表示

“教皇选举会议”外，还引申出“秘密会议”之意。 

同样含有 clave（钥匙）的单词有 clavicle（锁骨），字面意思就是 small key（小钥匙，

小键）。 

conclave：['kɒŋkleɪv] n.秘密会议，教皇选举会议 

clavicle：['klævəkl] n.锁骨 

720. condone：对通奸行为的有条件宽恕 

在西方历史中人们通常将通奸视为犯罪，并制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在古罗马，女子通

奸将被没收一半的嫁妆和三分之一的财产，放逐至小岛，永远不得再结婚。男人发现老婆与

人通奸，必须告发并与其离婚，否则将受到严惩。在经典名著《红字》中，女主人公因为与

人偷情生子，而被宗教法庭判处终身佩戴一个象征“通奸”的红色 A 字。 

这种情况到了 19 世纪下半叶才有所改观。1857 年，英国通过“婚姻诉讼法》，将通奸

行为定义为一种民事行为而非刑事行为。该法规定，夫妻一方可以因为对方的通奸行为而离

婚，还规定男子可以对妻子的奸夫索取侵权赔偿。另外，该法首次提出了 condone 这个法律

术语，意思是夫妻一方对另一方的通奸行为以不再重犯为条件的宽恕。英语单词 condone 源

自拉丁文 condonare。其中，con 为强化语气的前缀，donare 表示“给予”，字面意思就是

“宽恕，放弃追究权利”。源自拉丁文 donare 的单词还有 donate（捐献）、pardon（原谅）。 

condone： [kən'dəʊn] vt.宽恕，赦免 

condonation： [,kɒndəʊ'neɪʃən] n.（夫妻间对对方通奸行为的）宽恕，赦免，赎罪 

donate：[də(ʊ)'neɪt] v.n.捐赠，捐献。记：don 给予+ate 动词后缀→赠送给别人 

pardon： ['pɑːd(ə)n] v.n.原谅，赦免，宽恕 

721. crucify：古罗马的钉十字架刑罚 

一提起耶稣基督，人们总会想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图。将人钉在十字架上处

死是古罗马时期的一种残忍刑罚，据说是古腓尼基人最先发明的，后来广泛流传至希腊、亚

述、埃及、波斯和罗马。这种死亡方式被视为是最屈辱的。罗马人认为只有奴隶和最坏的罪

犯才可以被这样处死。 

这种残酷刑罚起源于一根木桩。起初是把犯人绑在木桩上，令他窒息而死，既简单又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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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后来木架被引入，有十字架、T 形架和 X 形架。尽管各地行刑的细节略有不同，但大

致情形都一样：犯人先被鞭笞，然后被迫背着木架走到刑场。行刑前，犯人被剥去衣服，只

剩下一块缠腰布。然后将犯人的手脚钉在木架上，再把十字架插进地上预备好的固定口内。 

十字架上的犯人不是饿死或渴死的，也不是因为出血而死，最终是因窒息而死。钉在十

字架上的人只能靠伸缩双臂呼吸。可是在这样的一种姿势下，加上钉伤所产生的强烈疼痛，

肌肉无法收缩，于是胸腔的空气无法排出，人最终慢慢窒息而死。 

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基督教发展的核心事件。自从耶稣基督殉难、基督教发展

壮大后，十字架刑罚逐渐销声匿迹，因为掌权者不再用处死“神的儿子”的方法来处死犯罪

的人，而是以绞刑和其它刑罚取代。 

在英语中，用钉十字架刑罚来处死犯人被称为 crucify，来自拉丁语 crucifigere，字面意

思就是“钉在十字架上”，其中词根 cruci-就是 cross（交叉）的意思。 

crucify： ['kruːsɪfaɪ] vt.钉在十字架处死，折磨 

crucifix： ['kruːsɪfɪks] n.十字架，耶稣受难像 

Crucifixion： [kruːsɪ'fɪkʃ(ə)n] n.（十字架）刑罚，苦难 

722. curfew：晚间按时灭火熄灯就寝的规定 

在古代中国，在夜里到了某时刻，敲更人就会敲钟报时，并提醒大家小心火烛。在中世

纪的欧洲也有类似做法，即到了夜里规定时刻，就会有人敲钟，提醒大家扑灭灯火，按时就

寝，其目的是避免无人照看的灯火在夜里引发火灾。这种做法在古法语中被称为 cuevrefeu，

字面意思就是 cover fire（扑灭灯火）。英语单词 curfew 就来源于此，并在 19 世纪时衍生出

“宵禁”之意。 

curfew： ['kɜːfjuː] n.宵禁，宵禁令，晚钟，敲晚钟时刻 

723. diploma：古罗马给服役期满的蛮族雇佣军颁发的绿卡 

在古罗马时期，当一个蛮族雇佣军在罗马军队中服役 25 年（海军 26 年）后，即可获得

罗马公民权利。为此，罗马政府将为其提供一个凭证，就像现在的美国绿卡一样。这个凭证

就是所谓的 Roman Military Diploma（罗马军事证书）。它由两片铜片构成，里面刻有持有人

的相关信息，还有政府的烙印。铜片上留有小孔，可以用铜丝穿过小孔，把它们对折起来。 

单词 diploma 来自古希腊语 diploma，由 diploun （对折）和 oma（物品）构成，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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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是“可以对折的物品”。古罗马人也使用 diploma 一词来表示这种可以对折的铜片证

书。拥有这种证书的蛮族人，可以在罗马帝国的道路和边境自由通行。后来，diploma 进入

英语，词义得到扩展，可以表示政府颁发的各种证书，如大学的文凭。 

十八世纪，法国人开始称呼他们与外国打交道的官员为 diplomat，也就是“持有 diploma

的人”。这个单词后来也进入了英语，还衍生出 diplomatic（外交的）和 diplomacy（外交）

等词。 

diploma：[dɪ'pləʊmə] n.证书，文凭，公文 

diplomat：['dɪpləmæt] n.外交官，外交家 

diplomatic：[,dɪplə'mætɪk] adj.外交的，老练的 

diplomacy：[dɪ'pləʊməsɪ] n.外交 

724. eavesdrop：界定私人空间的房檐滴水线 

在屋顶排水系统发明之前，古代房屋的房顶常常装有宽大的房檐（eave），用来遮雨，

避免雨水淋湿房屋的墙壁和地基。在英国古代法律中，房檐（eave）被视为房屋结构的一部

分，因此房檐下的空间也属于房屋主人的私人空间，未经主人同意就进入这块空间的行为被

视为偷听和侵犯隐私。在具体界定时以房檐滴水线为边界，滴水线以内的范围属于私人空间，

滴水线以外的范围属于公共空间。英语单词 eavesdrop 的本意就是用来界定房屋私人空间的

房檐滴水线，由其衍生出单词 eavesdropper，字面意思是“进入房檐滴水线以内范围的人”，

实际上指的就是“偷听者”。受 eavesdropper 影响，英语单词 eavesdrop 本身也逆向衍生出“偷

听”之意。 

eavesdrop：['iːvzdrɒp] vi.偷听，窃听 n.房檐滴水（线） 

eavesdropper：['ivz,drɑpɚ] n.偷听者 

725. ell：古代用来量布的长度单位 

英语单词 ell（厄尔）是个长度单位，在古代通常用来丈量布匹，表示“一胳臂长”。

具体长度各处不同，与测量者胳臂的长度及测量方式有关，在英国都铎王朝时期被定为 45

英寸、114 厘米。ell 一词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但与 ell 有关的一个词却很常见，那就是 elbow

（肘部），由 ell+bow（弯曲）组成，意思就是“胳臂能够弯曲的部位”，即肘部。 

ell：[el] n.厄尔（测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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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bow：['elbəʊ] n.肘部，弯手 vt.推挤，用肘部推开 

726. etiquette：写有礼仪要求的小纸条或告示 

英语单词 etiquette（礼仪）和 ticket（票）有什么关系？其实它们是同源单词，原本指

的是同一事物，即写有礼仪要求的小纸条。这两个单词都来自古法语单词 estiquette，由

estiquer（stick、attach）+ette（小），字面意思就是“可供粘贴的小纸条”。 

在中世纪，法国宫廷礼节繁琐，每次盛宴之前宾客都会收到这样一张小纸条，上面列出

了入宫后应该遵守的礼节以及着装方面的要求。这种小纸条就是 estiquette。该词还可以表

示在法庭、兵营等地方的墙上张贴的关于礼仪和行为举止要求的小告示。后来，estiquette

的拼写演变为 etiquette 并进入了英语，含义转变为“礼仪”。另一方面，除了告知礼仪要求

外，这种小纸条还可以用作其他多种用途，如门票、电影票、彩票等，因此从 estiquette 一

词又衍生出表示“票券”的英语单词 ticket，其拼写方式有较大的简化。 

etiquette： ['etɪket; etɪ'ket] n.礼仪，礼节，规矩 

ticket： ['tɪkɪt] n.票，券，入场券，交通罚单，标签 vt.加标签于，给……开罚单 

727. emancipate：把手从奴隶身上挪开表示释放奴隶的仪式 

按照古代罗马法律，罗马人在买卖奴隶时，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奴隶买来后，新主人把

手放到奴隶身上，表示对奴隶的拥有权，这一过程在拉丁语中被称为 mancipum，由 manus 

（hand，如单词 manual）+ capere（take，如单词 capable）构成。主人释放奴隶时，则把手

从奴隶身上挪开，表示放弃对奴隶的拥有权，这一过程在拉丁语中被称为 emancipare。除了

表示释放奴隶外，还可以表示罗马家庭中的一家之主放弃对子女、妻子的父权和夫权，给予

他们自由。这是因为古罗马是父系社会，妻子、子女和奴隶一样都属于男人的私有财产。英

语单词 emancipate 就来自拉丁语 emancipare。 

emancipate：[ɪ'mænsɪpeɪt] vt.释放，解放 

emancipation： [ɪ,mænsɪ'peɪʃ(ə)n] n.释放，解放 

728. estate：中世纪欧洲的社会等级划分 

单词 estate 源自 status，表示“地位”，等于单词 state（状态）。第一个字母 e 是后来添

加的。罗马人觉得以 st、sp、sc开头的单词不好发音，就在前面添加了一个 e，如 especial=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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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Espain=Spain（西班牙）。流传至英语后，有些单词纠正了，有些单词依然保留

了前面的 e。 

在 17 世纪以前，单词 estate 仅仅表示“地位、社会等级”，还没有“财产”的含义。

在 15 世纪，英国和法国将整个社会划分为三个等级（estate），第一等级是教士（clergy），

第二等级是贵族（nobles），第三等级是平民（commons）。 

17 世纪以后，因为社会地位主要取决于财产，所以 estate 逐渐有了“财产”的含义，如

real estate（不动产）。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 real 不是表示“真正的”，而是表示“王室的”

（royal），是法语 royale 的另一个变体。real estate 的本意是“王室的财产”，因为当时所有

的土地都是国王的财产。 

estate：[ɪ'steɪt; e-] n.房地产，财产，身份 

729. fasces：古罗马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束棒 

在古罗马共和国时代，国家设有两名执政官共同掌管政权。执政官外出时带有 12 名侍

卫官。每名侍卫官肩上扛有一把束棒，束棒中间插有一把斧头。束棒用于执行笞刑，斧子用

来执行死刑。这种插有斧头的束棒是罗马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称为“法西斯”（fasces），

字面意思就是“一束（木棒）”。 

20 世纪 20 年代，意大利墨索里尼选择用“法西斯”这个古罗马名字命名自己的党派，

先后成立准军事组织“战斗的法西斯”和以资产阶级右翼和反动军人为骨干的“意大利国

家法西斯党”。他们以古罗马的法西斯图案作为党徽，其中棒子象征人民，斧头象征领袖，

意思是人民要绝对服从他们的领袖。法西斯党用“信仰、服从、战斗”的口号，代替民主政

治的“自由、平等、博爱”。随后，德国和日本先后建立了法西斯性质的政党，从此“法西

斯”这个词沦为了极端恐怖和独裁的代名词，遗臭万年。 

fasces： ['fæsiːz]n.束棒，法西斯 

fascist： ['fæʃɪst] n.法西斯主义者，法西斯党员 adj.法西斯主义的，法西斯党的 

fascism： ['fæʃɪz(ə)m; -sɪz(ə)m] n.法西斯主义，极端国家主义 

730. fealty：封臣获得封地时应尽的效忠义务 

在西方封建社会中，封臣在获封土地时，通常需要向分封土地的封建主宣誓效忠，为其

提供特定服务，这种效忠义务就是 fealty。单词 fealty 和 fidelity（忠诚、保真度）一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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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拉丁语 fidelis（忠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效忠义务是以封地为依据的，并不等同于

臣民对君主的效忠（allegiance）。因为一仆不可事二主，但一个人却可以获得多个封建主的

封地，并向提供封地的所有封建主宣誓效忠，承诺履行该封地所关联的义务。 

在现代，fealty 一词所包含的封建色彩已经消失，仅仅用来表示“忠诚、效忠”。 

fealty：['fiːəltɪ] n.忠诚，忠实，效忠 

731. forest：禁止平民入内的王室森林 

英语中表示“森林”的单词是 forest，从拼写上看，它与表示“树木”的单词 tree、wood

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古英语中，表示“森林”的单词是 weald 或 wald，

而现代英语中的 forest 是个地道的外来词。它来自拉丁语 forestem silvam，最早出现在法兰

克国王查理曼大帝所制订的法律中，表示“禁止平民入内的王室森林”。其中，forestem 来

自 foris（outside），表示“禁止入内”，而 silvam 才表示“森林”，英语单词 silva 或 sylva

（森林里的树木）就来自 silvam。不懂拉丁语的英国普通民众将拉丁语 forestem silvam 拦腰

砍断，用前半截 forest 来表示王室御用森林，后来泛指为任何森林。 

英语单词 foreign 与 forest 同源，也来自拉丁语 foris（outside），本意就是“外面的、大

门外面的”。 

forest：['fɒrɪst] n.森林 

foreign：['fɒrɪn] adj.外国的，外面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732. free：受到奴隶主钟爱的自由人 

英语单词 free 在古英语中拼写为 freo，来自原始日耳曼语 frija（钟爱的）。在古代实行

奴隶制度和父权制度时，男人是一家之主，他的妻子儿女和他的奴隶在法律上都属于他的私

人财产。但奴隶主的妻子儿女和奴隶毕竟是有区别的：妻子儿女是奴隶主所“钟爱的”，而

奴隶不是奴隶主“钟爱的”，所以奴隶主的妻子儿女是自由的，而奴隶不是自由的。因此，

表示“钟爱的”的 frija 衍生了表示“自由”的 freo，进而演变为现代英语中的 free。英语单

词 friend 与此同源，本意就是“喜欢的人”。 

free： [friː] adj.自由的，免费的 adv.自由地，免费地 vt.释放，使自由，解放 

freedom： ['friːdəm] n.自由 

friend： [frend] n.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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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homage：封臣向封建主表示臣服的隆重仪式 

在西方封建社会中，封建主分封土地时，获封土地的人需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向封建主

表示臣服和崇敬之意。这种仪式就是 homage。英语单词 homage 来自拉丁语 homo（man，

人），意思就是向封建主宣誓从今以后就是“他的臣仆”了，承诺履行臣仆的各项义务，如

参加领主会议和法庭、服兵役等。现在，homage 一词所包含的封建色彩已经消失，通常用

来比喻向某人表达崇高的敬意。 

homage：['hɒmɪdʒ] n.敬意，尊敬，效忠 

pay homage to：向……表示敬意 

734. horde：游牧民族中氏族首领的帐篷 

英语单词 horde 来自突厥语 orda 和蒙古语 ordu，中国史籍中译为“斡鲁朵”（斡耳朵、

斡里朵）等，字面意思就是“帐篷”，指的是蒙古等游牧民族中氏族首领的帐篷、宫帐。有

些民族实施一夫多妻制，氏族首领往往会为每位妻子配置一个“斡鲁朵”。每一个“斡鲁朵”

都会配置一定数量的守卫、服侍人员及生产人口。因此“斡鲁朵”就是这些游牧民族的一种

社会组织结构，有一些“斡鲁朵”后来发展成为一个汗国。这个词经过波兰语、法语或西班

牙语后进入英语，演变为英语单词 horde，其中的字母 h 是在波兰语中加上的。 

13 世纪时，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领蒙古军队征服了东欧，建立了一个汗国。由于拔

都的宫帐是金色的，因此这个汗国就被称为 golden horde，即“金帐汗国”。 

现在，horde 通常表示一个“游牧部落”，或者一大群人，通常含有贬义，因为当初入

侵欧洲的这些游牧民族被欧洲人普遍视为野蛮人。 

horde：[hɔːd] n.一大群，游牧部落 

735. hospital：接待救济穷人的机构 

hospital是医院，为什么hospitality表示“殷勤、好客”、hospitable表示“热情好客的”？

原来它们都源自词根 host。host 是“主持、当主人接待客人”的意思。hospital 原本不是医

院，而是养育院、救济所等专门接待穷苦人家的机构，依然具有“接待”的含义在其中。 

含有词根 host 的英语单词还有 hostage（人质）和 hospice（临终关怀救济院）。hostage

原本指的是送到其他国家或他人家中作为双方互不侵犯的保证的人，其实还是到别人家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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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所以依然与 host（接待）有关。hospice 原本指的是招待朝圣者和旅行者的场所，通

常由寺院、修道院等宗教机构提供，后来职责逐渐变成救济院，现在一般专指为贫穷病人提

供临终关怀的救济机构。 

host：[həʊst] n.主人，主持人 vt.主持，做主人接待 vi.做主人 

hospital：['hɒspɪt(ə)l] n.医院 

hospitable：[hɒ'spɪtəb(ə)l; 'hɒspɪt-] adj.热情好客的 

hospitality：[hɒspɪ'tælɪtɪ] n.好客，殷勤 

hospice：['hɒspɪs] n.收容所，救济院，临终关怀救济院 

hostage：['hɑstɪdʒ] n.人质，抵押品 

736. ignoramus：表示“驳回起诉”的法律术语 

单词 ignoramus 原本是一个拉丁法律术语，由法国人带入英语。中世纪时，如果陪审团

认为起诉书的证据不足，不能构成起诉，则在起诉书背面写上 ignoramus，该词出自拉丁语

动词 ignorare（不知道，即英语中的 ignore），意思是“我们不知道”。起诉的人拿到上面写

有 ignoramus 的起诉书就知道自己的起诉被驳回了，往往会生气地大骂陪审团是一帮笨蛋。

所以 ignoramus 一词逐渐衍生了“笨蛋”的意思。 

1615 年，英国作家罗戈（George Ruggle）写了一部名为 Ignoramus 的剧本以讽刺律师

的傲慢与无知。该剧大获成功之后，ignoramus 被专门用来讥讽律师，但后来又推广到普通

人身上，只要嫌对方“笨”，都可以用该词来形容。 

ignoramus：[,ɪgnə'reɪməs] n.无知的人，不学无术的人 

ignore： [ɪg'nɔː] 忽视，不理睬，驳回诉讼 

ignorant： ['ɪgn(ə)r(ə)nt] adj.无知的，愚昧的 

737. jur-：看重誓言的西方法律 

在反映西方庭审的电影或电视中，我们常常看到宣誓的场景，这反映了西方法律与誓言

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知道，西方文明中宗教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中世纪的西方，大部分人

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因此，对着圣经发誓后所说的话被人认为有很强的可信度，所以宣誓

成为庭审过程中一个常见步骤。因此，原本表示“誓言”的词根 jur-就产生了“法律”的含

义，并衍生了很多与法律有关的单词，如 jury（陪审团）、juror（陪审员）、jurist（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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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y：['dʒʊərɪ] n.陪审团，评判委员会 

juror：['dʒʊərə] n.陪审员，审查委员 

jurist：['dʒʊərɪst] n.法学家，法官，律师，法律工作者 

738. libel：攻击他人的传单或小册子 

在英语中，“诽谤”分为“文字诽谤”和“口头诽谤”。“文字诽谤”是 libel，“口头

诽谤”是 slander。英语单词 libel 来自拉丁语词根 liber（书），原意是“小书、小册子”。由

于古代没有广播电视等通讯手段，权贵要人们相互攻击时只能通过散发传单、小册子等方式。

大家通过小册子相互揭短，因此 libel 一词衍生出“控告、控诉书”之意。由于这种小册子

里所写的内容免不了夸大其词，甚至无中生有，因此 libel 一词又产生了“中伤、诽谤”之

意，在法律领域中表示“诽谤罪”，专指“文字诽谤”。 

libel：n.诽谤罪，诋毁，毁坏名誉的东西，控诉书 vt.中伤，诽谤，控告 vi.进行文字诽

谤 

739. lobby：在国会大厦门厅游说议员的做法 

英语单词 lobby 的本意是指建筑物的大堂、门厅。在英美等国，很多政治说客喜欢守在

国会大厦的门厅内，在议员进入国会开会之前或之后的短暂时间对议员展开游说活动。因此

原本表示“门厅”lobby 一词衍生出“政治游说”的含义。 

lobby： ['lɒbɪ] n.门厅，大堂，休息室 v.游说 

lobbyist： ['lɒbɪɪst] n.说客 

740. mile：一千罗马步的距离 

古代罗马人以“罗马步”（passus）作为测量距离的单位，一罗马步等于两个右脚（或

左脚）脚印之间的距离，也就是两步的距离。一千罗马步在拉丁语中就写作 mille passus，

其中的 mille 就是“千”的意思，英语词根 milli-（千）就来源于此。英语中表示“英里”的

单词 mile 就由拉丁语 mille 演变而来。一英里其实就是一千罗马步的距离。 

随着罗马的征服，越来越多的地方采用 mile 作为距离单位。但由于各地人高矮不一，

步幅有长有短，所以各地的 mile 的精确距离并不相等。1592 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颁

布法令，规定 mile 等于 1760 码（yard），即大约 1.6 公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法定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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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statute mile）。 

mile：[maɪl] n.英里 

741. milestone：古罗马的千步一碑 

罗马帝国的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在古罗马广场（Roman Forum）树立了一块

中央石碑，将其作为世界的中心，以此为起点每隔千步（罗马步）置一石碑，碑面刻有皇帝

的大名，并标明到某地的距离。罗马的“千步”距离在拉丁语是 mille passus，合写为

milliarium，大约等于 1.48 公里。因为这些石碑代表了 milliarium 的距离，所以也被称为

milliarium，中文译为“里程碑”。在古罗马广场中央里的那块石碑则被称为“Milliarium 

Aureum”（金色里程碑），是古罗马广场的著名景点之一。 

英语单词 mile（英里）就源自拉丁文 mille（一千），所以这种里程碑在英语中被翻译为

milestone，由 mile 和 stone 二词复合而成。 

milestone：n.里程碑，划时代的事件。 

742. nepotism：教会高官起用自己的私生子 

中世纪期间，和世俗社会一样，基督教会中也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一些教会高官生活

腐化，不仅贪污腐败，还蓄养情妇。生下私生子后，往往对外宣称是自己的 nephew（侄子

或外甥）。这些人往往会想方设法把所谓的 nephew 安排到教会的肥差或重要位置上。人们

对此现象十分反感，在拉丁语将其称为 nepotismo，其中 nepo 就是 nephew 的意思。英语单

词 nepotism 就来源于此，用来表示“裙带关系”。 

nepotism：['nepətɪz(ə)m] n.裙带关系，起用亲戚，任人唯亲 

nephew：['nɛfju] n.侄子，外甥 

743. ordeal：作为神灵审判手段的肉体考验 

在古代司法制度很不完善的时代，人们把声张正义的希望寄托于神灵，认为神灵可以对

人世间的是非作出判定，并帮助人们惩罚罪犯。其方式多种多样，常用的有：让嫌疑者吞食

某种毒物、手下油锅取物、决斗、将嫌疑者投入河中等等。以被考验者能否顺利通过考验来

判别当事人是否有罪。这种肉体考验在英语中就是 ordeal，字面意思就是“be dealt out （by 

gods）”（（由神灵来）分配（奖惩）），所以拼写里有 deal。现在引申为“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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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al： [ɔː'diːəl] n.严峻的考验，折磨，痛苦的体验 

744. ostracize：古希腊雅典的“陶片放逐法” 

公元前 5 世纪，古希腊雅典人民推翻僭主的独裁统治后，建立了民主制度。为了保卫民

主制度，避免有野心的政治家恢复僭主政治，雅典人民实施一项称为“陶片放逐法”的政治

制度。所有的雅典公民在一片陶片上刻上他认为可能危害雅典民主政治的人的名字，将陶片

投入票箱。如果有人获得超过 6000 张选票且得票数第一，则被放逐，期限为 10 年。 

陶片放逐法有助于雅典公民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约束官员行为，但这种方式简单粗暴，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情绪。因此陶片放逐法很容易成为政客党派斗争的工具。例如，

雅典政治家阿里斯提德曾在参加陶片放逐投票的路上，被一个目不识丁的路人拦下，请他帮

忙在陶片上刻下阿里斯提德的名字。阿里斯提德问他为什么想放逐阿里斯提德。那人回答

“不为什么，我甚至不认识这个人。只是到处都在谈论他，说他是什么‘正义之士’，我实在

是听烦了。”阿里斯提德平静地帮他在陶片上刻下自己的名字。投票结果揭晓，被放逐的正

是阿里斯提德。公元前 415 年，雅典平民领袖海柏波拉斯被放逐，后来外国外被支持寡头政

治的激进分子暗杀。此事在雅典人民中造成极大震动。从此后，陶片放逐法自然终止。 

英语单词 ostracize 正是来自陶片放逐法。它源自希腊语 ostrakizein，而该词源自希腊语

ostrakon （陶片，瓦片，贝壳）。英语中 oyster、ostracean 等单词均与此同源。 

ostracize： ['ɑstrəsaɪz] vt.放逐，排斥，排挤 

ostracism： ['ɒstrəsɪz(ə)m] n.排斥，放逐，陶片放逐法 

ostracean：[ɔs'treiʃən] n.牡蛎 adj.牡蛎的 

oyster： ['ɒɪstə] n.牡蛎，生蚝，沉默寡言之人 

745. paraphernalia：妇女出嫁时所携带的私人物品 

英语单词 paraphernalia 来自希腊语 parapherna，由 para（beside，除此以外）和 pherne

（嫁妆）组成，字面意思就是“除嫁妆以外的”，指的是妇女出嫁时带到夫家的衣服、金银

首饰等个人物品。在罗马法典以及后来的英国婚姻法中，这部分个人物品属于妇女的个人私

产。如果丈夫去世，妇女出嫁时的嫁妆和其他家产都将由男方家庭中的男性继承人继承，只

有这部分私产除外。所以这些私产相当于是妇女的小金库，可以使她的晚年生活得到保障。 

后来，随着社会法制的发展，妇女也获得了继承权，不必保留小金库了。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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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phernalia 一词的含义也发生变化，仅仅用来表示“个人物品”。到了后来，含义进一步

演变，用来表示特定活动中所需的设备和用具。 

paraphernalia：n.随身用具，个人物品，设备。 

746. parliament：英王和贵族和教士讨论朝政的大会 

在中世纪的英国，当国王觉得有必要召集一些贵族、教士来讨论朝政时，就会专门召集

一次会议，这种会议就叫做 parliament。这个单词来自法语 parlement，是动词 parler（说话、

发言）的名词形式。parliament 的字面意思就是“开会、讨论”，后来才演变成了一种常设

机构和国家政治制度。最初在英语中保持了 parlement 这种法语拼写形式，后来受了拉丁语

parliamentum 的影响，才演变为现在的拼写形式 parliament。 

源自法语单词 parler 的英语单词还有 parley（会谈）、parlour（会客室）等。 

parliament：['pɑːləm(ə)nt] n.议会，国会 

parley： ['pɑːlɪ] n. vt.会谈，谈判 

parlour：['pɑːlə] n.会客室，客厅，雅座 

747. police：负责城市管理和社会治安的组织 

单词 police 最初和 policy 是同一个单词，其含义与“警察”、“政策”都没有关系，而

是表示 civil administration（城市管理）。该词来自拉丁语 politia（城市管理）和希腊语 polis

（城市）。英语词根 polis 就来源于此。早在 13 世纪，法国就出现了专门维持社会治安的武

装力量。1254 年，路易九世创立“夜间巡警队”。1337 年，腓力六世创立“法国骑兵团”，

后来改名为“宪兵骑警队”。但是这些武装力量都还没有以 police 命名。1667 年，法国国

王路易十四创立了“警察副总监”官职，首次用 police 一词来表示当时负责维持社会治安的

武装力量。从此以后，单词 police 才含有了“警察”的含义。 

1828 年，在当时的英国内政大臣 Robert Peel 爵士的主持下，英国通过“大都市警察法

案”（Metropolitan police act），率先建立了现代警察制度。第二年，他组建了伦敦警察部队。

从此以后，表示“警察”的 police 一词开始在英国广为使用。 

police：[pə'liːs] n.警察，警方，治安 adj.警察的 vt.管辖，维持……的治安 

metropolis： [mɪ'trɒp(ə)lɪs] n.大都市，首府，重要中心 

metropolitan： [metrə'pɒlɪt(ə)n] adj.大城市的，首府的 n.大城市人，宗主国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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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mopolis：[kɒz'mɒp(ə)lɪs] n.国际都市 

748. political：处理市民和城邦事务的政治 

古希腊的政体是城邦制度。“城邦”源于希腊文 polis，本意是 city（城市），因为是一

城一国，故译为“城邦”。公元前 8 世纪至公元前 6 世纪，古代希腊城邦制度开始形成。在

氏族社会组织逐渐解体的基础上，希腊各地相继形成了 200 多个城邦。古代希腊城邦一般是

以一座城市为中心、连带周边乡村地区而形成的独立国家，以小国寡民为基本特征。它们的

国土面积一般只有百余平方公里、人口数万，最大的城邦 8000 多平方公里国土、数十万人

口。 

英语单词political来自拉丁语politicus，后者来自希腊语politikos，字面意思是“与polites

（citizen，市民）有关的”，而 polites 来自 polis（城市，城邦）。因此 political（政治的）

原意就是“与市民、城邦事务相关的”。与它同源的单词 politic 则表示政治活动所需要的

性格特征，如精明、审慎、讲究策略。同源单词还有 politics（政治）、police（警察）、policy

（政策）、cosmopolis（国际都市）。 

political：[pə'lɪtɪ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politic：['pɒlɪtɪk] adj.精明的，有策略的，审慎的 

politics：['pɒlɪtɪks] n.政治，政治学，政治活动 

749. poll：古代按人头数计票的投票方法 

英语单词 poll 的本意是 head（人头），具体来说是人的头顶，也就是在人群中数人头时

能看到的部位。因此，poll 衍生出了“人头数”的含义。poll tax 就是“人头税”的意思，

即按照人头数征收的税。 

古代人们进行投票的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数人头，人头数就相当于得票数。因此，poll

从“人头数”又衍生出“得票数、投票数”的含义，而且还可以用来表示“投票”。在现代，

poll 通常用来表示“民意测验”。 

poll：n.民意测验，投票，投票数，投票所 v.投票，对……进行民意测验 

750. post：古代用来传递信函的驿站 

古代的文明古国普遍建立过发布政令、传递信息的邮驿制度。在幅员辽阔的国度，一般



英语词源故事集锦——钱磊博士编著 

                 新浪微博：weibo.com/qianlei888   昵称：钱博士趣味英语                342  

都会修筑驿道并建立驿站，利用骑马、马车等方式传递官方文书。古罗马继承了波斯的邮驿

制度，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建立了驿道网，并按照一定距离建立驿站。西方谚语“条条道路通

罗马”就反映了古罗马驿道的发达。在拉丁语中表示“驿站”的单词是 postum，本意就是

“place where one is stationed”（歇脚住宿的地方）。英语中与邮政有关的单词就来源于此。 

post： [pəʊst] n.岗位，邮件，标杆 vt.邮递，张贴，公布 

postman： ['pəʊs(t)mən] n.邮递员，邮差 

postal： ['pəʊst(ə)l] adj.邮政的，邮局的 n.明信片 

751. precarious：法律领域中的“不确定占有” 

英语单词 precarious 来自法律术语 precarium（不确定占有），词根为 precis（pray），意

思是“通过祈祷、请求而得到的”，因为是不确定的、不牢靠的。罗马帝国初期，政府按照

土地的面积而非收成来对农民征税。因此，在歉收之年，很多自由农因为交不起税而被迫把

土地转让给享有免税特权的大贵族，而这些贵族则承诺农民可以继续耕种土地。也就是说，

农民将土地所有权转让给了贵族，但保留了土地的使用权。但那时候人们头脑中还无法区分

“所有权”和“使用权”，因此将农民所保留的土地使用权称为 precarium（不确定占有），

意思就是拥有土地的贵族应农民请求而将土地作为礼物送给农民，但贵族有权随时收回。从

precarium 衍生出形容词 precarius，进入英语后拼写改为 precarious，词义也从“不确定、不

牢靠的”引申出“危险的，岌岌可危的”。 

precarious：[prɪ'keərɪəs] adj.危险的，岌岌可危的，不稳定的 

752. province：古罗马帝国所征服的行省 

英语单词 province 在中文中一般译为“行省”或“省”，它来自拉丁语 provincia，指的

是古罗马帝国所征服的、除意大利本土以外的地区的最大行政划分单元。拉丁语 provincia

由 pro（前）+ vincere（获胜、征服）构成，字面意思就是“所征服的”。 

法国东南部与意大利接壤的普罗旺斯（Provence）的名字与 province 同源，都来自拉丁

语 provincia，因为它历史上是罗马的纳尔榜南西斯高卢行省的一部分。由于纳尔榜南西斯高

卢行省最早被罗马征服，与罗马关系非常融洽，所以被罗马人亲切地简称为 provincia，因而

在法语中得名 Provence（普罗旺斯）。 

province：['prɒvɪns] n.省，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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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nce：[prɔˈvɑ:ns] n.普罗旺斯 

753. quarantine：对来自疫区的船只强制采取的隔离制度 

在 14 世纪中期，一场毁灭性的瘟疫在欧洲蔓延，这就是所谓的黑死病（plague）。它于

1346 年首先出现在黑海地区，然后沿西南方向向地中海传播，并在随后几年内蔓延至整个

欧洲，毁灭了欧洲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1347 年，威尼斯启动一项措施，强制要求所有来

自疫区的船只在港口外停泊 40 天后才允许靠岸。这段隔离期在意大利语中被称为 quarantina 

giorni（space of forty days）。其中，quarantine 源自 quaranta（40），意思就是“40 左右”。

后来，人们就用 period of quarantine 表示任何期限的隔离期，而 quarantine 就成了“隔离”

的代名词。 

quarantine：['kwɒrəntiːn] n.隔离期，检疫期，隔离，检疫，封锁 vt.检疫，隔离 vi.实行隔

离检疫 

754. republic：古罗马的“公共事务” 

公元前 510 年，罗马人民驱逐了暴君塔克文，结束了罗马王政时代，建立了罗马共和国，

实行元老院、执政官和部族会议三权分立。 republic（共和）一词来源于拉丁语 respublica，

由 res（事务）和 publica（公共）构成，意思是“公共事务”。共和制是指国家的权力机关

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君主政体的对立面。在奴隶制时代，

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曾实行过共和制，出现过贵族共和制和民主共和制。贵族共和制是从贵族

选出代表执掌国家权力；民主共和制是从所有公民中选举产生国家政权机关。 

republic： [rɪ'pʌblɪk] n.共和国，共和政体 

755. scavenger：古代对外地商人征收关税的人 

英语单词 scavenger 来自诺曼时代的英国法语 scawager，本意是“在大街上对外地商人

征收关税的人”。在封建时期，商人到外地经商需要向当地领主缴纳税金，称为 scawage，

而负责征收 scawage 的人就是 scawager。英语单词 scavenger 就来源于此。后来，这些人又

增加了负责街道清洁的职责，因此 scavenger 又产生了“清道夫、拾荒者”的含义，后来又

产生了“食腐动物”的含义。 

scavenger： ['skævɪn(d)ʒə] n.食腐动物，清道夫，拾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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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 senate：古罗马的元老院 

在古罗马的酋长制时代，为了辅助酋长治理国家，由氏族长老会议演变产生了“元老

院”。所谓“元老院”，就是由组成国家的各个部落中的长老们构成的政治机构，是存续时

间最长的古罗马国家机构。 

古罗马共和国时代，元老院由前任国家长官和其他贵族代表组成，共 300 名，拥有立法

权，掌管财政和外交，统辖行省，主持重大宗教活动。在共和国的最后几十年里，由于议员

腐败、自身改革失败及贵族议员对平民的排斥，元老院的威望降低。由于军阀崛起，元老院

的权力被消弱。后来，恺撒大帝把元老院的员额增加到 900。罗马帝国时代，国家权力被逐

渐地转移到皇帝的名下。元老院实权日趋缩小，但仍是贵族统治的重要支柱。 

在英语中，古罗马的“元老院”就叫做 senate，源自拉丁语 senatus，字面意思就是

“council of elders”（长老们组成的委员会），源自拉丁语 senex（老人、长老）。英国议会

中的“上院”和美国国会中的“参议院”其实都源自古罗马的“元老院”，所以它们也都叫

做 senate。senate 里面的成员就叫做 senator（参议员）。 

senate：['senɪt] n.（古罗马）元老院，英国议会上院，美国国会参议院 

senator：['senətə] n.参议员，元老 

757. stigma：在罪犯皮肤上烙下印记的刑罚 

中国古代刑罚中最常见的一种叫做“黥刑”或“墨刑”，就是在罪犯脸上或身体的其他

部位刺字，然后涂上墨或别的颜料，使所刺的字成为永久性的记号。无独有偶，在西方也有

类似的刑罚。所不同的是，在西方是用烧红的烙铁在罪犯脸上或身体其他部位烙下印记。这

种刑罚所留下的烙印就是 stigma。该单词源自希腊语，与 stick（戳、粘贴）同源，因为行

刑时需要用烧红的烙铁来 stick 罪犯的皮肤。该词后来常用于比喻“耻辱、污名、社会对某

一群体或现象的负面评价”。 

stigma： ['stɪgmə] n.耻辱，污名，烙印，特征 

758. stock：用来固定犯人示众的刑具 

英语单词 stock 含有十分丰富的含义，它的本意是“树干”，逐渐衍生出“桩、基座”

的含义。stock 还可以表示“存货”，这来源于存放物品或牲畜的仓库都是用木桩和木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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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英语中表示长筒袜的单词是 stocking，意思就是“树干的覆盖物”，而人腿不正相当

于人的“树干”吗？ 

stock 还是中世纪欧洲的一种刑具，用来执行 pillory 刑罚（戴颈手枷示众）。它由木桩和

木板做成，中间留有孔洞，还配有锁链，用来将犯人的四肢和头部都固定在刑具上示众。众

人可以大声辱骂、嘲弄犯人，甚至朝犯人投掷烂蔬菜、臭鸡蛋。犯人无法躲避，只能眼睁睁

地接受众人的羞辱。习语 laughing stock意思就是在 stock上接受羞辱的犯人，常译为“笑柄”。 

在 13 世纪的伦敦，有一个名叫 stock market 的菜市场。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这

个菜市场的原址是个装有 stock 的刑场。后来，人们在这个市场开始交易股票和证券，著名

的伦敦证券交易所就是这样诞生的，所以 stock 一词有衍生出“股票”的含义。 

stock： [stɒk] n. 股份，股票；库存；血统；树干 adj. 存货的，常备的 vt. 进货；备有；

装把手 vi. 囤积；办货；出新芽。 

pillory：['pɪlərɪ] n.戴颈手枷示众 vt.给……上颈手枷 

laughing stock：n.笑柄 

759. suffrage：通过叫喊声或碎瓦片来表决 

英语单词 suffrage 来自拉丁语 suffragium（投票、投票权），该词由 sub（下面）+fragor

（碰撞、叫喊、喧闹）构成，意思是在底下大声喊叫，通过声音来表示赞同，就像我们现在

举手表示赞同一样。还有一种说法认为，fragor 表示碎瓦片，意思是用碎瓦片来进行投票。

不管是叫喊声还是碎瓦片，fragor 都与 frangere（破碎）有关，而 frangere 正是英语词根 frag-

（破碎）的词源，含有词根 frag-的单词有：fragment 碎片、fragile 易碎的、fraction 分数等。 

该词进入英语后，最初表示“投票”。在美国 1787 年的宪法中，这个单词首次用来表

示“选举权”。 

suffrage：['sʌfrɪdʒ] n.选举权，投票，参政权 

suffragette：[,sʌfrə'dʒet] n.支持妇女选举权的妇女 

760. testi-：古罗马人手捧睾丸作证的做法 

英语词根 testi-表示“作证”，如 testify（作证、证明）、testament（圣约）、testimony（证

言、证据）。这个词根来自拉丁语 testis（睾丸），与单词 testicle（睾丸）同源。睾丸和作证

有什么关系呢？有种说法认为，睾丸是男性特征的证明，所以原本表示睾丸的 testis 便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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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证明”之意。还有人认为，古代罗马人在法庭上作证时，会用手捧着睾丸以表示自己所

说的千真万确、绝无虚言。但是，不少词源学家认为这一理由缺乏根据，属于传说。不管怎

样，词根 testi-与 testicle（睾丸）同源，这个故事有助于我们记忆这些单词。 

testify：['testɪfaɪ] v.作证，证明，证实 

testimony：['testɪmənɪ] n.证词，证言，证据 

testament：['tɛstəmənt] n.圣约，确实的证明 

testicle：['testɪk(ə)l] n.睾丸 

761. tributary：向宗主国纳贡的国家 

在古代，小国或被征服的国家需要向大国或征服国纳贡，以换取和平和保护。这种国家

就被称为 tributary（附属国）。这个单词源自 tribute（贡物），字面意思就是“纳贡的”。单

词 tribute 来自拉丁词根 tribuere（支付、给予、分配）。与它同源的单词有 contribute（贡献）、

attribute（归属）。 

tribute：['trɪbjuːt] n.贡物，礼物，颂词，致敬 

tributary：['trɪbjʊt(ə)rɪ] adj.纳贡的，附属的，辅助的 n.进贡国，附属国，支流 

contribute：[kən'trɪbjut] v.贡献，捐献，出力，投稿 

attribute：[ə'trɪbjuːt] vt.归属，把……归于 n.属性，特质 

762. turnpike：用可转动长矛做成的路障 

在古代英国，人们用可转动的长矛来设置路障。行人通过路障时需要转动长矛，骑士通

过路障时必须下马转动长矛。这种路障被称为 turnpike，由 turn（转动）+pike（长矛）构成。

领主们为了征收通行费时，就会在路上设置这样的路障。因此 turnpike 就被用来表示“收费

关卡”，相当于 tollgate。在现代，收费公路的收费站早已经不再使用长矛了，但还可以使

用 turnpike 来表示收费站，更常见的是用它来表示收费公路本身，其实就是 turnpike road 的

简略说法。 

turnpike：['tɜːnpaɪk] 收费高速公路，收费站，收费关卡 

763. university：中世纪欧洲的学术公会 

英语单词 university 所代表的现代大学源自欧洲的中世纪大学。在中世纪时期，欧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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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为古代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和传播者。在 12、13 世纪期间，一些教会牧师走上街头，向

民众宣讲自己的研究心得，成为最早的讲师。其中那些富有真知灼见而又口才出众的讲师周

围逐渐聚集了一批学生，定期前来听课。一些知名大教堂所在地区形成了知名的学术中心，

拥有多名教师和数百名学生。随着人数的增加，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教师和学生自发组成

一种类似于行业协会的公会，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这种公会在拉丁文中被称为“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意思是“community of masters and scholars”（专家学者社团），

简称 universitas，意思是“团体、集合体”，源自 universus（整体，英语单词 universe 的来

源），1228 年在教皇颁布的敕令首先使用。这就是英语单词 university 的来源。 

university：[juːnɪ'vɜːsɪtɪ] n.（综合性）大学 

universe：['junɪvɝs] n.宇宙，世界 

764. veto：古罗马护民官的否决权 

英语单词 veto 直接来自拉丁语，意思是“我反对”。是古罗马护民官否决某项议案所

用的法律术语。在古罗马共和国时代，为了保护平民权利，出现了护民官（tribune）的角色。

他没有立法权，但有否决权，即对由贵族组成的立法机构提出的法案，如果他觉得侵犯了平

民的权益，可以对它说“veto”，相当于英语中的“no”。因此，veto 一词也就延伸出“否

决权”的含义。 

在现代一些国家中，国王、总统也可以对议会所提出的议案行使否决权。在联合国安理

会中，五大常任理事国也拥有一票否决权。 

veto： ['viːtəʊ] v.否决，禁止 n.否决权 

765. visa：对文件的验证和签注 

英语单词 visa 来自法语，其源头来自拉丁语 videre（看）的过去分词形式，与 vision（视

力）同源，所以 visa 的本意就是“看过的、验证过的”，表示对文件的验证和签注。知道了

visa 的本意，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我们去大使馆办理 visa 时，大使馆并不会给我们单

独提供一个文件，而是在我们的 passport（护照）上增加一个签注，表明该文件已经通过验

证。 

visa：['viːzə] n.签证 vt.签发签注 

vision：['vɪʒən] n.视力，眼力，愿景，幻觉，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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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6. windfall：贵族森林中被风吹落的果实 

欧洲中世纪时，英国许多土地都掌握在贵族手中，包括大片的森林。这些私人森林专供

贵族打猎之用。国王颁布了严厉的法令保护贵族的森林和野兽。平民不能拿走森林的一草一

木。只有当风雨来临时，他们才能捡被风吹落到地上的果子和折断的树枝。所以，原意为“大

风吹落”的 windfall 一词就变成了“意外得到的好处”的意思。 

windfall：['wɪn(d)fɔːl] n.意外之财，被风吹落的果实，意外收获 

（四） 经济贸易 

767. allot：用摇奖抽签的方式来分配 

通过摇奖或抽签的方式来分配财产的做法古来已久。圣经上就有记载，摩西用抽奖的方

法把约旦河西岸的土地分配给人民。英语单词 lot 来自古英语 hlot，指的就是用来摇奖或抽

签的工具，通常是一片写有人名的木片。摇奖或抽签时，把所有木片统统放在一个容器内，

摇动容器或从中抽取，写有谁的姓名的木片第一个掉出来或被抽中，谁就是中奖者，可以获

得对应的奖品或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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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殖民者分配新获得的土地时，人们也往往采取这种摇奖的方式，所以单词 lot 衍生出“一

块地”、“特定用途的一块地”的含义，如 parking lot（停车场）。 

英语单词 allot 由 ad（to）+lot 构成，意思就是“to divide by lot”（通过 lot 来分配），

后来直接表示“分配”。 

lot： [lɒt] n.阄，命运，份额，许多 vi 抓阄，抽签 vt 分组 pron.大量，许多 

a lot of / lots of：很多，大量 

allot：[ə'lɒt] vt.分配，分派，拨给 

768. apothecary：存储药材并对外销售的人 

英语单词 apothecary 来自拉丁语 apothecarius，由 apotheca（仓库）派生出。apotheca 来

自希腊语 apotheke，由 apo（away，远离）和 tithenai（放置）组成，字面意思就是“存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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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所以 apotheca 就是“仓库”的意思，而 apothecary 的本意就是“仓库保管员”、“店

主”的意思。这个单词怎么跟“药剂师”扯上关系的呢？原来，古代仓储技术落后，普通商

品容易腐烂变质，而药材既价格高，又不易腐烂变质，因此是古代最常见的仓储物品，所以

apothecary 后来逐渐专指存储药材并对外销售的人，即“药材商、药店老板”。在现代，由

于只有药剂师才有资格卖药，所以 apothecary 通常表示“药剂师”。 

apothecary：[ə'pɑθə'kɛri] n.药剂师，药材商，药店老板 

769. asse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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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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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ss：[ə'ses] vt.评估，评定，估价，对……征税 

770. asset：足以清偿债务的财产 

英语单词 asset 原本是个法律术语，表示“足以清偿债务的财产”。该单词来自拉丁文

ad satis，其中，ad=to，astis=enough，如 satisfy（满足），所以该单词的字面意思就是“足够

的”。从该单词衍生出古法语单词 assez，后有衍生出法语单词 asetz，进而衍生出英语单词

assets。由于词尾带有-s，往往被人误认为是复数形式，所以在 19 世纪逆生出 asset 这一拼写

形式，而 assets 则被看作 asset 的复数形式。 

asset： ['æset] n.资产，财产，优点，有用的东西，有价值的人或物。 

771. auction：古罗马竞拍女奴的做法 

拍卖源于古罗马，最早用于拍卖女奴。当时还没有拍卖槌，以鞭子抽地三下作为成交的

标志。当拍卖年轻貌美的女奴时，竞拍场面往往火爆异常。竞拍人激动地青筋暴起，眼珠发

红，挥舞地胳臂竞相加价。 

英语单词 auction 一词就来源于拍卖女奴时的这种竞相加价行为。该词来自拉丁语

auctionem，表示“加价”。auctionem 来自 augere（增加）。英语中表示“增加”的词根 a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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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源于此。 

auction： ['ɔːkʃ(ə)n] n.v.拍卖，竞买 

auctioneer： [ɔːkʃə'nɪə] n.拍卖商 vt.拍卖 

augment： [ɔːg'ment] n.v.增大，增加 

772. average：由各方分摊的海运货物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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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 ban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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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krupt：['bæŋkrʌpt] vt.使破产 adj.破产的 n.破产者 

break the bank：倾家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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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4. blackmail：以牲畜或农产品所缴纳的地租 

英语单词 blackmail 由 black（黑色的）+mail（邮件）构成，为什么是“敲诈勒索”而

不是“黑色邮件”的意思呢？难道敲诈勒索时要给对方发黑色邮件吗？其实，blackmail 中

的 mail 与现代英语中表示“邮件”的 mail 毫无关系，它源自古时苏格兰方言，指的是“地

租”或“税金”。16世纪时苏格兰农民向地主交租时，以白银形式缴纳的地租叫做white mail，

而那些没有白银的穷困农民只能以牲畜或农产品形式缴纳地租，这种地租就叫做 black mail。

农民缴纳 black mail 时，地主往往会以压低牲畜或农产品价格为手段，对农民进行百般刁难

和敲诈勒索，因此 black mail 逐渐产生了“敲诈勒索”的含义。并且当时苏格兰和英格兰交

界处盗匪流行，人们被迫向盗匪缴纳保护费才能求得一时平安。这种保护费也被称作 black 

mail。由于这两个原因，合写在一起的英语单词 blackmail 就完全用来表示“敲诈勒索”了。 

blackmail：['blækmeɪl] n.敲诈勒索，敲诈勒索所得 vt.敲诈，勒索 

775. bon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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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us 一词。该词的本意是“好处”（good），英语中表示

“好”的词根 bene 就与此同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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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dividend）和“红利”（bonus）的区别在于：股息是预

先确定收益率的，而红利是没有固定收益率的，可以上下浮动。股份公司在派息分红时，首

先按照固定收益率向优先股股东发放股息；发完股息后，如果还有盈余，则还可以在扣除企

业发展积累金后进一步向普通股东发放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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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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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us：['bəʊnəs] n.奖金，红利，津贴，额外收益 

dividend：['dɪvɪdend] n.股息，被除数 

776. boutique：存放货品的仓库 

英语单词 boutique 来自法语，在法语中原指专卖时尚服装的精品小店。进入英语后，变

成了一个十分时髦的词，成为了时尚、精致、小众风格的代名词。在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

一些酒店、商场、小区纷纷以 boutique 为噱头，甚至还有一个非常高雅的中文译名：“璞邸”。

然而这个词的源头跟高雅、时髦毫无关系。它来自希腊语 apotheke，本意是“仓库、储物间”。

它经由拉丁语（apotheca）、普罗旺斯语（botica）后变成法语 boutique，原本可以表示卖各

种商品的小店，20 世纪专指卖时装的小店。后来带着浓郁的法国浪漫进入英语，用来表示

各种“精品店”。与它同源的单词还有：bodega（酒店、酒窖）、apothecary（药剂师，药材

商）。 

boutique： [buː'tiːk] n.精品店，时装店 

777. brand：动物身上的烙印 

brand源自古北欧语 brandr，表示“火、火光、燃烧的木头、火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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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知名白

酒“白兰地”（brandy）本意就是“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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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nd：[brænd] n.品牌，商标，烙印 vt.给……打烙印，印商标于……，铭刻于 

brandy： ['brændɪ] n.白兰地 

brand-new： ['brænd'nju] adj.崭新的，新鲜出炉的 

778. brand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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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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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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缩写。 

brandy：['brændɪ] n.白兰地酒 

779. broke：折断作为信用凭证的瓷片 

在 15、16 世纪期间，欧洲银行给那些信用度较高的客户发放一张瓷片，里面印有客户

的名字、信用额度以及银行名称。当客户向银行贷款时，需要出示这张瓷片。银行职员会计

根据客户瓷片上显示的信用额度和客户已贷款额度计算客户最多还可以贷多少款。当客户的

贷款总额超过了他的信用额度，银行职员就会折断这张瓷片，表明该客户在这家银行已经丧

失信用，不能再贷款了，在英语中形容这种情况的单词就是 broke，原本是动词 break（折断）

的过去式，后来演变成形容词，表示“破产的”。 

broke：[brəʊk] adj.破产的，一文不名的 

780. brok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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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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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ach： [brəʊtʃ] n.钻头，凿子，胸针 vt.提出，给……钻孔、开口，开始讨论 

781. buck：作为衡量商品价值基本单位的鹿皮 

 欧洲殖民者刚来到北美大陆时，与当地印第安人进行交易时往往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

当时，鹿皮（buckskin）是北美人最常见的商品，因此人们就用鹿皮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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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在描述一件商品值多少钱时，往往会说它值几张鹿皮。因此，buckskin 一词就成了

货币的基本单位。后来，该词被缩略为 buck。美元开始流通后，美国人在口语中继续使用

buck 作为货币单位，等同于美元。 

buck：[bʌk] n.雄鹿，钱，美元 

782. budget：装财务预算书的皮包 

英语单词 budget 源自法语 bougette（小钱包），是古法语 bouge（钱包）的指小形式。

后缀-et 表示“小”，如 widget（小部件、小工具）、closet（小房间）、bullet（子弹，小球）。 

单词 budget 原本表示小钱包，后来泛指任何尺寸的钱包，尤其是皮质的钱包。那么，

它的意思是如何从“皮包”变成“预算”的呢？原来，在过去，英国财政大臣到议会提请审

批财政预算时，通常将预算材料事先装在一个皮包中，在会场上再从皮包中掏出来。所以当

时的人们就用“open the budg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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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预算材料的皮包”转变为“预算”本身了。 

budget： ['bʌdʒɪt] n.预算，预算费 vt.安排，预定，把……编入预算 vi.编制预算 adj.廉价

的 

783. capital：用来衡量资产多寡的牲畜头数 

英语单词 capital 来自拉丁语 capitale，而 capitale 是形容词 capitalis（主要的、头的）的

名词形式，原意为“头、首领”，还可以表示牲畜的“头数”。由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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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表示牲畜的“头数”的拉丁语 capitale 产

生了“资本、财富”的含义。相应的，英语单词 capital 也含有“首都、省会、资本”等多

种含义。 

英语单词 cattle（牛）其实与 capital 完全同源。拉丁语 capitale 进入法语后，拼写变成

了 catel；进入英语后，拼写变成了 cattle。它的本意是动产，即牲畜的“头数”，后来逐渐

变为“牲畜”本身，后来又缩小至“牛”。 

capital：['kæpitəl]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 

cattle：['kæt(ə)l] n.牛，家畜，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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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4. cheap：从贸易到对交易的评价 

在现代英语中，cheap 是个形容词，表示“便宜的”，但它其实原本是个名词，表示“交

易”、“贸易”，来自古英语 ceap，与 chapman（商人、小贩）同源。伦敦现在还有一条街道

叫做齐普赛德街（Cheapside），中世纪时因商铺林立而远近闻名。后来，cheap 一词的含义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变成了购买者对交易的评价和感知，如常用短语 good cheap 表示“划

算的交易”，因此 cheap 一词逐渐衍生出“划算的、便宜的”之意。由于很多人认为便宜即

劣质，所以 cheap 也常常被赋予“劣质的”、“小气的”等贬义。 

cheap：[tʃiːp] adj.便宜的，劣质的，小气的，卑劣的 

chapman：['tʃæpmən] n.商人，小贩 

785. chiseler：从银币上凿碎银的罪犯 

15 世纪后，西班牙通过殖民逐渐占领了大片的美洲土地，并于 16 世纪 30 年代开始在

盛产白银的美洲殖民地设厂铸造银币。西班牙银币在欧洲得到大范围流通。一些精明的骗子

打起了西班牙银币的主意。他们从每一块银币上凿下一点儿银子，然后积少成多，用攒下来

的碎银子铸造出额外的银币。由于他们的这种作案手法，人们将其称为 chiseler（凿工），单

词 chisel 就是“凿”的意思。 

chiseler：['tʃizələ] n.骗子，凿工 

786. coin：铸造硬币的模具 

英语单词 coin（硬币）的本意并非“硬币”，而是铸造硬币的模具。它来自拉丁语 cuneus

（楔子），因为古罗马时期用来冲压硬币的模子的形状是楔形的，故此得名。英语单词 coin

就源自拉丁语 cuneus，本意是铸造硬币的工具，由此衍生出“铸造、创造、杜撰”之意，最

后才演变为表示硬币本身。 

coin： [kɒɪn] n.硬币，钱币 vt.铸造，杜撰，创造 

787. custom：外地商人向当地领主缴纳通行税的惯例 

英语单词 custom 含有“习俗”和“海关、关税”两个意思。这两个意思是怎么联系在

一起的呢？原来，custom 的本意是“习俗、惯例”，之所以含有“海关、关税”之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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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缴纳关税原本是一种惯例。 

外地商人向当地领主缴纳保护费的做法是一种历史悠长的惯例。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

成为爱琴海沿岸的商贸中心。外地商人为了保障自己在当地的贸易权利和利益，就向雅典城

邦当局赠送礼物。后来，雅典以使用其港口为名，正式向来往商品征收一定比例的费用。 

在英国，外地商人进入某地进行商贸活动时，需要向当地领主缴纳一项 customary tolls

（例行通行税）。因此，英语单词 custom 便衍生了“关税”的含义，通常采用复数形式。后

来 custom 又可以用来表示征收关税的场所，即海关。 

custom：['kʌstəm] n.习俗，惯例；关税，海关；经常光顾，老顾客 adj.定做的，定制的 

customer：['kʌstəmə] n.（老）顾客，海关工作人员 

customary：['kʌstə'mɛri] adj.惯例的，通常的 

788. exchequer：用来计算国库收入的棋盘大桌 

在 16 世纪以前，欧洲人还不会使用阿拉伯数字，大部分人用来计数的是罗马数字。这

种数字计算起来很不方便。在诺曼王朝时期，英国的国库管理人员在计算国库收入时，会在

一张大桌子上铺上印有宛如棋盘的方格图案的桌布，然后在方格中摆上代表数字的筹码，利

用筹码和方格进行计算。因为桌布的图案很像棋盘，人们就用法语单词 escheker（chessboard，

棋盘）来表示这张大桌子。由于这张大桌子是国库的象征，因此 escheker 一词也常常被用来

表示国库本身。进入英语后，该词的拼写形式逐渐演变为 exchequer，原本表示那张大桌子

的含义被人遗忘，仅仅用来表示“国库、财政部”。 

exchequer： [ɪks'tʃekə; eks-] n.国库，财政部，财源 

789. fellow：掏钱出资的合伙人 

英语单词 fellow 翻译成中文有多个意思，如伙伴、同事、会员、同胞、小伙子、家伙

等，还有一种美国的奖学金也被称为 fellowship。如此多的释义难免让人头晕，但其实只要

理解了它的词源和初始含义，这些困惑就迎刃而解了。 

fellow 源自古北欧语 felagi，由 fe（表示“钱”，如 fee）+lagi（放下，=lay）组成，意

思是“往里放钱、投资”，用来表示掏钱出资、参与某项商业或事业的合伙人，所以 fellow

一词的初始含义就是“合伙人”的意思。从“合伙人”很自然地延伸为“同事、伙伴”的意

思，用来称呼同事、朋友，甚至陌生人，相当于中文的“哥们、伙计、家伙”。而在庄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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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合，还可以用来表示“同胞、战友”等。在学术场合中，常用来表示某个学术团体的会员、

学术职位或职称，如 research fellow 就是“研究员”，teaching fellow 就是“助教”（通常

由研究生担任）。fellowship 的本意指的是某种 fellow 资格，而大学会为这种 fellow 提供奖

学金，所以 fellowship 就等同于奖学金了。 

fellow：['feləʊ] n.家伙，朋友，同事，同胞，会员 adj.同伴的，同事的，同道的 

fellowship：['felə(ʊ)ʃɪp] n.奖学金，研究员职位，伙伴关系，友谊 

790. fiscal：古罗马人盛钱的小篮子 

在古罗马时期，在钱包发明之前，商人用一种用灯芯草茎或芦苇变成的小篮子装钱。这

种小篮子在拉丁语中叫 fiscus。fiscus 在古罗马用得极为普遍，因而古罗马帝国的财库也叫

做 fiscus，它的形容词是 fiscalis。英语单词 fiscal 就是从拉丁语 fiscalis 演变而来的，原意是

“皇家财库的”，随着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该词的意思也演变为“国家财政的”之意。 

fiscal：['fɪsk(ə)l] adj.会记的，财政的，国库的 

confiscate： ['kɒnfɪskeɪt] vt.没收，充公 

791. hallmark：金银制品的官方纯度印记 

英国在国王爱德华一世统治期间建立了金银器的纯度衡量标准，如银制品必须含有 92.5%

的银、2.5%的铜，只有符合这一标准的银器才能被称为“标准纯银”。1300 年，爱德华一

世下令，凡金银制品必须由伦敦金匠公司（Goldsmiths’Company of London）鉴定纯度，符

合标准的由伦敦金匠公司打上印记，否则不得上市交易。鉴定并打印记的工作在该公司的

“金匠大厦”（Goldsmiths’Hall）中进行，因此金银纯度印记就被称为 hallmark 一直沿用至

今，并逐渐泛化为“质量印记”之意。 

hallmark： ['hɔːlmɑːk] n.特点，品质证明 vt.给……盖上品质证明印记，使具有……标志 

792. indenture：以锯齿状边缘分割的契约 

英语单词 indenture 由 in+dent（齿）+ure（名词后缀）构成，表示契约。契约和齿有什

么关系呢？原来，在中世纪，人们在签订契约时，往往会把两份内容相同的契约写在同一张

羊皮纸上，然后在中间以锯齿状边缘分割开，双方各持一份。以后需要比对契约真伪，只需

要查看两份契约的锯齿边缘能否对上即可。这种以锯齿状边缘分割的契约就被称为 indenture。



英语词源故事集锦——钱磊博士编著 

                 新浪微博：weibo.com/qianlei888   昵称：钱博士趣味英语                358  

现在虽然不再这么做了，但这个词却保留了下来。 

indenture：[ɪn'dentʃə] n.契约，合同，双联契约 vt.以契约约束 

793. invest：给财富换上神奇的衣服 

17 世纪初期，西方的英、法、荷等国纷纷向东半球开展殖民扩展，并设立多家“东印

度公司”负责殖民地的经贸事务，实际上是西方列强侵略盘剥印度等地的工具。1602 年，

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它采取了一种全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制，即通过向全社会

融资来筹集资金。1609 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当时，

东印度公司成了国家的摇钱树，源源不断地从东方带来巨大财富。在海外财富的刺激下，成

千上万的人把自己的积蓄投入给东印度公司，希望将来能获得丰厚的回报。甚至，阿姆斯特

丹市市长的女仆也成了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之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invest 这个原本与金融

毫无关系的单词衍生出了“投资”的含义。 

英语单词 invest 来自 investire，本意是“穿上正式的制服”，由 in（进入）+vestire（衣

服）构成，英语单词 vest（背心，汗衫）就源自 vestire。人们将手中的钱换成东印度公司股

票时，就像是给财富换上了一件神奇的衣服，一件可以带来滚滚财源的衣服，所以人们用

invest 这个单词来比喻这种购买股票的投资行为，invest 也就产生了“投资”的含义。有趣

的是，股票交易所中的交易员都身穿马甲（in vest）。 

invest[ɪn'vest] v.投资，投资于；覆盖，包围 

investment：[ɪn'ves(t)m(ə)nt] n.投资，投入，封锁 

vest： [vest]背心，汗衫，马甲 vt.授予，使穿衣服 vi.归属，穿衣服 

794. lottery：热那亚人针对议员选举的博彩游戏 

现代意义的彩票发源于意大利。在 16 世纪初期的意大利北部热那亚共和国，人们每年

从 90 名候选人中随机选取 5 人作为城市议会的议员，方法是把 90 人的名字写在 90 个小球

上，从中随机抽取 5 个小球，名字写在这 5 个小球上的人就成为议员。这项活动吸引了热那

亚人的极大热情。每到选举议员的时候，当地人便对候选议员进行押宝投注，押中的议员数

量越多，赢得的奖金就越多。当地人贝内德托·根蒂勒（Benedetto Gentile）受此启发，把小

球上的人名换成号码，这样人们在没有议员选举时也可以玩这种赌博游戏了。这就是世界上

第一种乐透型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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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单词 lottery（彩票）就来自意大利语 lotteria（彩票），而意大利语 lotteria 来自 lotto，

本意就是“a lot”。lot 来自古英语 hlot，是用来摇奖或抽签的工具。 

lottery： ['lɒt(ə)rɪ] n.彩票，抽奖 

795. lumber：伦巴第典当铺中成堆的典当物 

在欧洲，古日耳曼人的分支伦巴第人（Lombard）特别精于银行业和典当业。在伦巴第

王国灭亡后，一部分伦巴第人迁移至英国，一些伦巴第人汇聚在伦敦的“伦巴第人大街”，

创建了众多银行和典当铺。典当铺里经常堆满了各种典当物。由于伦巴第人在古英语中被拼

写为 Lumbard，因此英国人将伦巴第人开的典当铺中存放典当物的房间称为 lumber house，

将其中的成堆典当物称为 lumber。后来，lumber 一词被用来表示各种废弃家具或无用的杂

物。 

lumber：['lʌmbə] n.杂物，废物，木柴 vt.伐木，乱堆 vi.伐木，喧哗地往前走，笨重地行

动，缓慢地移动 

lumbersome：['lʌmbəsəm] adj.笨拙的，沉重的 

lumberjack：['lʌmbədʒæk] n.伐木工人，短夹克衫 

796. mortgage：以父亲遗产为担保的贷款 

在古代西方，家庭中的长子在法律上拥有继承父亲遗产的权利。如果长子需要一大笔钱，

而又无法从其父亲那里获得，他往往会找其他人借款。而其他人之所以愿意借钱给他，看中

的是他的长子继承权，相信他将来继承遗产后可以偿还债务。借钱的时候，借款人会立下誓

言，等他父亲去世，他继承遗产后就会偿还债务及其利息。这就是英语单词 mortgage 的来

源。mortgage 由 mort 和 gage 组成，mort 表示“死亡”，gage 表示“誓言、保证”，所以

mortgage 一词的字面含义就是“死亡保证”，即以其父亲的死亡（等于遗产）为保证的贷款。 

mortgage： ['mɔːgɪdʒ] vt.n.抵押贷款 

797. patent：王室颁发的公开文件 

英语单词 patent 一般被翻译为“专利”，其实在历史上，patent 跟“专利”毫无关系，

而是一个形容词，表示“打开的、公开的”，用于术语 Letters patent。该术语源自拉丁语

Litteræ Patentes，字面意思就是 open letter，意思就是公开的文件。词根 pat-表示“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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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如 path（道路）、pace（步）。与其相对的术语是 Litteræ Clausæ，或 closed letter，

意思就是保密的文件。 

在中世纪时，政府或王室颁发的正式文件，按照其保密性分为 Litteræ Patentes（公开文

件）和 Litteræ Clausæ（保密文件）两种。两种文件的装订方式不一样。公开文件是开放式

的，印章盖在最后一页的底部，所有人都可以翻阅；保密文件是对折的，在外头加以封印，

只有特殊人物才能查看，每次看完后还要重新封印。 

在 14 世纪的欧洲，为了鼓励发明创造，英国和意大利的王室采用特许的方式，允许一

些工匠或商人在一定期限内以垄断方式独家经营自己所发明的产品。这种特许书就做成了

Litteræ Patentes（公开文件）的形式，里面有对产品的详细描述，这就是现代专利制度中的

“专利说明书”的雏形。随着专利制度的普及，原本表示“公开文件”的术语 Litteræ 

Patentes 也逐渐用来专指“专利特许书”。 

英语单词 patent 就源自拉丁术语 Litteræ Patentes，是 patentes 的变形。所以 patent 做形

容词时，除了表示“专利的”，还含有“显然的，明摆着的”等含义。 

patent： ['pæt(ə)nt; 'peɪt(ə)nt] n.专利，专利权，专利品 adj.专利的，显然的，明摆着的

vt.授予专利，取得……的专利权。 

798. patron：掏钱资助艺术家的贵族 

在古代，艺术家的日子不好过。因为艺术品既不能拿来充饥，又不能拿来保暖，所以不

能像普通商品那样能给艺术家带来稳定的收入。艺术家的收入主要来自上流人士的资助。那

些达官贵人欣赏某位艺术家的才华，就会花大价钱购买他的作品。这种购买艺术家的作品、

资助艺术家的人就被称为 patron（赞助人、保护人）。这个单词来自拉丁语 patronus（守护神、

保护人），词根是 pater-（father，父亲）。英语单词 patrician（贵族）与此同源。 

对于艺术家来说，这些人绝不仅仅是买家，而是他们的恩人和庇护人，故称之为 patron。

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在二百年的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美第奇家族是许多艺术大师们

的 patron。罗马和佛罗伦萨的许多名垂青史的建筑，雕塑，绘画和壁画，都是在美第奇家族

的资助下，由波提切利，达芬奇，米开郎基罗，拉斐尔等艺术大师完成，因而创造了辉煌灿

烂的文艺复兴文化。 

在现代，patron 一词的含义已经泛化，可以表示各种行业的大主顾，但依然含有“赞助、

庇护”的含义，因此一般指的是那种经常惠顾的老主顾，而不是一般的顾客（cust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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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on：['peɪtr(ə)n] n.主顾、赞助人、庇护人 

799. peculiar：以牛为形式的私人财产 

在古代，牛是重要的牲畜，也是家庭中最主要的私人财产。在拉丁语中，pecu表示“牛”，

由此产生了 peculium（私人财产），本意就是“以牛为形式的私人财产”。英语单词 peculiar

就来自拉丁语 peculium，初始含义就是“专属于某人的，独有的”。与此同源的单词有

peculate（盗用、挪用），初始含义就是“据为己有”。 

peculiar：[pɪ'kjuːlɪə] adj.特殊的，独特的，奇怪的 n.特权，专有财产 

peculate：['pekjʊleɪt] v.盗用，挪用（公款） 

peculation：[,pɛkjʊ'leʃən] n.贪污，挪用公款，侵吞公款 

800. phony：英国骗子用来诈骗的镀金项链 

以前，英国的骗子经常用表面镀金的铜项链冒充纯金项链来实施诈骗。在黑话中，他们

把这种项链称为 fawney，该词来自爱尔兰语 fainne（项链）。英语单词 phony（或 phoney）

就来自 fawney，可以表示任何假冒的商品。 

phony：['fəʊnɪ] n.赝品，假冒者 adj.假的，欺骗的 

801. salary：古罗马士兵的买盐津贴 

英语单词 salary（工资）来源于拉丁语 salarium，本意是“士兵用来买盐的津贴、军饷”，

其中的 sal 指的就是 salt（盐）。为什么 salary（工资）原本是“买盐的津贴”呢？原来，古

代只有少数地方产盐，而制盐技术落后，交通不便，所以盐特别珍贵，被称为“白色金子”。

罗马军队专门为士兵买盐提供津贴（salary），并且这部分买盐津贴是军饷的重要组成部分，

定时发放，十分稳定。所以人们就用 salary 一词来表示一个人稳定可靠的收入，即“工资”。 

当西方人想表示一个人称职时，会使用习语 worth one’s salt（配得上给他的盐）。还有

一个跟盐有关的习语，sit above the salt（坐在盐罐上首），表示“上座”，这是因为盐罐是

餐桌上的重要器皿，只有贵宾才能紧挨着盐罐坐，所以盐罐上方的座位就是上座。 

salt：[sɔlt] n.盐 

salary： ['sælərɪ] n.工资，薪水 

worth one’s salt：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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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 above the salt：坐在上座 

802. swap：协议达成时击掌确认的习俗 

英语单词 swap 的本意是“击掌”。古代西方商人做生意时，达成交易协议后通常都会

相互击掌表示成交，因此 swap 一词又衍生出“交易、交换”的含义。 

swap：[swɑp] n.交换，交易，交易之物 vt.与……交换，以……作交换 vi.交换，交易 

803. terminus：古罗马人分割地产的界石 

古罗马的第二任国王努马（Numa）曾经下令：任何人都必须用石头来标出自己拥有的

土地的边界，这些石头是奉献给神灵的神圣之物，不可随意搬动。这些用来划分土地的界石

就被称为 terminus，来自原始印欧语 ter-men-（边界）。而这些界石所对应的神灵就是 Terminus

（界神）。界神在古罗马的地位很高，甚至被视为主神朱庇特（Jupiter）的分身之一，被尊

称为 Jupiter Terminalis。 

古罗马人在古罗马历的每年最后一天（2 月 23 日）祭祀界神，这一天就被称为 Terminalia

（界神节）。在这一天，地产接壤的人家就会相聚在共同的界石旁，共同祭祀界神，为其戴

上花环，奉上谷物、蜂巢、葡萄酒、羔羊或乳猪。而集体祭祀活动则在罗马通往洛兰图姆

（Laurentum）的大路的第六块里程碑处举行，因为这是古罗马最早的边界。 

terminus：['tɜːmɪnəs] n. 终点；终点站；界标；界石 

terminate：['tɜːmɪneɪt] vt. 使终止；使结束；解雇 vi. 结束，终止；结果 adj. 结束的 

terminal：['tɜːmɪn(ə)l] n.末端；终点；终端机；航站楼；极限 adj.末端的；终点的；晚期

的 

terminator：['tɜːmɪneɪtə] n. 终结者；终止子；明暗界限 

804. trade：古代商人的行商路线 

中世纪时，德意志北部沿海地区，即今天的荷兰和比利时等区域，商业非常发达。当地

的商人往往会漂洋过海，将不同的商品运输到世界各地，从而谋取差价。每个商人通常都有

自己固定的行商路线，在荷兰及中古低地德语中，这种相对固定的行商路线被称为 trade，

这就是英语单词 trade 的来源，与它同源的单词还有 tread（踩踏）。在 14 世纪时，trade 还仅

仅表示“路线”。16 世纪 40 年代后，trade 才引申出“生意或职业”之意，因为不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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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就代表了不同的“生意”。16 世纪 50 年代后，trade 才引申出现在常用的“买卖、贸易”

之意。 

trade：[treɪd] n.贸易，交易，行业，职业 v.买卖，交易，用……来交换 

805. upholsterer：高举商品招徕生意的人 

在古代的英国市集，生意人经常雇用一批人来把自己的货品高高举起，以吸引顾客的注

意力。这些受雇来高举商品的人就称为 upholsterer，来自 upholden（uphold，高举）。随着

时代的进步，招揽顾客的方法也日新月异。单把货品举起让顾客看见已不能招徕买主。因此

这些人开始将货品及橱窗细心装饰起来，以此来吸引顾客。于是 upholsterer 一词变成了“从

事装修、装潢的人”。从 upholsterer 一词还逆向产生了 upholster（装饰、装潢）一词。 

upholsterer：[ʌp'holstərɚ] n.装修商，装潢商，家具商 

upholster：[ʌp'həʊlstə; -'hɒl-] vt.装修，装潢，装饰 

（五） 军事治安 

806. acco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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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stare，由 ad（趋近）+costa（肋骨，旁边）构成。与它同源的单词有

coast（海岸线），源自拉丁语 co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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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7. addi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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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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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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addicere 的过去分词。addicere 由 ad（to）+dicere（dict，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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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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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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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 alarm：古意大利哨兵的“拿起武器”的呼喊声。 

古代意大利哨兵发现敌人来袭时会大声呼喊“all’arme！”相当于英语中的“to the arms”

（去拿武器，arms 在此指武器）。all’arms 几经变化后演变为英文单词 alarm，词义也演变为

警报、警告。 

alarm：n.警报 vt 警告。记：al+arm 武器→拿起武器准备战斗→警报，警告。 

809. alert：哨兵到高处瞭望警戒 

和 alarm 一样，英语单词 alert 也是一个军事术语，来自意大利语 all'erta（to the height），

本意是“到高处去（瞭望警戒）”。erta 指的是“高塔、瞭望塔”，源自拉丁语 erigere（升

起），同源的英语单词有 erect（竖立）。all'erta 进入法语后变为 alerte，最后演变为英语 alert。 

alert：[ə'lɜːt]n.警戒，警惕，警报 adj.警惕的，警觉的 vt.警告，使警觉 

810. ambulance：战场上的流动医院 

英语单词 ambulance 来自法语 hospital ambulant，最终源头是拉丁语 ambulare（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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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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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救护车”之意。 

与 ambulance 同源的有单词 amble（漫步）、词根 ambi-（四周）。 

ambulance： ['æmbjʊl(ə)ns] n.救护车，流动医院，谐音“俺不能死”。 

amble： ['æmb(ə)l] n.缓行，从容漫步 

811. ambush：隐蔽在灌木丛中偷袭敌人 

古代的日耳曼人以游牧和捕猎为生，是天生的猎人和战士，特别擅长在森林里伏击野兽

或敌人。公元 9 年，多个日耳曼部落联合起来，在首领海尔曼（hermann）的率领下，在条

顿堡森林设下天罗地网，与古罗马的三个精锐军团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战斗。擅长在平原上排

成方阵作战的罗马士兵在地形狭窄的森林里战斗力大受影响，三个军团两万多名将士全部被

围歼，生还的不足一百人。条顿堡战役打破了罗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使日耳曼人赢得了

独立，是德国历史上乃至整个日耳曼民族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役。 

英语单词 ambush（埋伏）就与日耳曼人擅长伏击有关，它来自古法语 embuscher，而后

者来自法兰克人（日耳曼人中的一支）的语言，由 em（=in，进入）+buscher（=bush，灌木

丛）组成，字面意思就是“进入至灌木丛中”，也就是“隐蔽在灌木丛中偷袭”的意思。 

ambush：['æmbʊʃ] n.埋伏，伏击，伏兵 vt.伏击 vi.埋伏 

812. arrange：作战时士兵排成一行 

英语单词 arrange（安排）原本是个军事术语，指的是士兵在作战时排成一行。它由 ad

（to）+rang（rank，排列）构成，字面意思就是“排列”。后来该词的词义扩大，表示按顺

序排列物品、安排事项。 

arrange：[ə'reɪn(d)ʒ] vt. 安排；排列；整理 vi. 安排；排列；协商 

813. assassin：中世纪时著名穆斯林暗杀组织阿萨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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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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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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意是“吸食 hashish 的人”。英语单词 assassin 就是由阿拉伯语 Hashshashin

演变而来的。 

assassin：[ə'sæsɪn]n.刺客，暗杀者 

assassinate：[ə'sæsɪneɪt] vt.暗杀，行刺 

assassination：[əˌsæsɪˈneɪʃn] n.暗杀，行刺 

814. awol：“擅离职守”的首字母缩写 

英语单词 awol 原本是“absent without official leave”或“absent without leave”的首字母

缩写，意思就是“无故缺席，擅离职守”。它最早出现于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当时，南方军

队对擅离职守的士兵们加以惩罚，惩罚手段之一是在身上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AWOL 四

个字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用 AWOL 代表“擅离职守”的做法已经非常普遍。第二次

世界大战时，AWOL 已经演变为一个独立的单词，可以以小写形式出现，以单词形式发音。 

awol：['eiwɔl] adj.擅离职守的 

815. badge：中世纪骑士的家族标识 

英语单词 badge（徽章）本意是骑士的家族标识，最早出现于中世纪骑士比武大会。在

比武时，骑士全身上下都被铠甲包裹。为了表示自己的身份，骑士往往在自己的盾牌上装饰

上不同的图案。所以现在的徽章如国徽、队徽往往都设计为盾形。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家徽

文化不发达，这可能与中西方的文字差异有关。西方文字通常是拼音文字，因此不如图案那

么鲜明形象，而中国的汉字是象形文字，本身就适合作为图案来使用。因此中国古代将军领

军打仗时，旗帜上往往使用自己的姓氏来标明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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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 badge 拼写很接近的一个单词是 badger（獾）。据说獾之所以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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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ædʒ] n.徽章，纹章，标识 

badger： ['bædʒə] n.獾 

816. barricade：法国宗教战争中用大木桶做成的街垒 

在 16 世纪下半叶法国宗教战争中，胡格诺教徒将装有泥沙石子的大木桶推倒在街上，

形成路障，这种路障在法语中被称为 barricado，由 barrique（木桶）和表示“物”的名词后

缀-ado 构成，进入英语后拼写演变为 barricade。现在 barricade 泛指各种路障或街垒。 

barricade：['bærɪ'ked] n.路障，街垒 vt.设路障，阻碍 

barrel：['bærəl] n.桶，枪管，炮管 vt.把……装入桶内 vi.快速移动 

817. belfry：德国人发明的移动攻城塔 

中世纪时，德国人发明了一种可移动的攻城器械。它由木头制成，形如塔楼，下面装有

车轮，可以移动，同时提供了坚固的防护，可以让士兵站在高处攻击城堡里的敌人。德国人

将其称为 bercfrit，由 bergaz（高处）和 frithu（人身安全）组成，字面意思就是“安全高地”。

这种强大的攻城器械一经问世，立刻引发英法等国的仿效。在法语中，这种器械称为 berfroi，

进入英语后演变成了 berfrey。后来，随着更多更先进的攻城器械的发明，这种器械逐渐过

时。为了废物利用，人们将它拖入城中充当瞭望塔，并配备了用来告警的钟，变成了钟楼。

受单词 bell（钟）的影响，该单词的拼写最终演变为 belfry。 

belfry：['belfrɪ] n.钟楼，钟塔 

818. bolt：古代的一种箭头较重的短箭 

英语单词 bolt 来自古英语，原本表示一种带有较重箭头的短箭以及发射这种短箭的弩

弓。后来可以表示各种形状类似这种短箭的金属棒，尤其是带圆头的。射出的箭飞行速度很

快，因此该词衍生出“闪电”、“冲出、突然说出”等含义。牙买加著名短跑名将博尔特的名

字就是 Usain Bolt，外号是“闪电”。 

bolt：[bəʊlt] n.螺钉；闪电；门闩；弩箭 v.（把门、窗等）闩上；突然说出；冲出 adv. 突

然地；像箭似地；直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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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 bootleg：美国禁酒期间私酒贩子用靴筒藏匿私酒 

美国最初的移民以清教徒为主，他们主张清廉节制，反对饮酒。这个主张禁酒的民间运

动时起时伏，连绵不断，终于在 20 世纪初掀起了全面禁酒的大潮。1920 年，美国通过宪法

第 18 号修正案——禁酒法案，正式向酒宣战。按照该法案，任何人不得制造、售卖和运输

酒精含量超过 0.5%的饮料。人们可以在家里饮用以前买来的酒，但不得在公开场合或聚众

饮酒。 

然而，禁酒令根本无法消除人类对饮酒的欲望和需求，反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合

法市场被取缔后，地下贩卖私酒的黑市却蓬勃发展，黑手党也通过控制贩卖私酒的黑市而谋

取暴利，发展壮大。私酒贩子想尽各种办法来藏匿私酒，其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把私酒藏在

高筒靴的靴筒里，从而诞生了一个英语单词 bootleg，本意是“靴筒”，在这里表示“把私

酒藏匿在靴筒里”，用来比喻私酒、私货或走私行为。相应的，bootlegger 则用于比喻私酒

贩子。后来，该词的词义进一步扩大，除了私酒外，bootleg 还可以表示其他各种未经授权

私自发行的货品，尤其是唱片等音像制品。 

bootleg：['buːtleg] n.靴筒，私货 v.私卖 adj.违法、私自制造并销售的 

bootlegger：['bu:t,legə] n.走私者，贩卖私酒者 

820. boulevard：在废弃的城墙上修建的宽阔马路 

在中世纪，重要的城市或要塞都会修筑城墙。城墙顶部有宽阔的通道以便防御人员的通

行。这种城墙在荷兰语中被称为 bolwerc。从该词产生了英语单词 bulwark（壁垒）和法语单

词 boulevard。火药发明后，城墙的防护作用大大降低，常常被废弃不用。城墙顶部的宽阔

通道成了人们散步遛马的好去处。有些城市甚至拆掉城墙，在原来的地方修建马路。由于在

城墙遗址上修建的马路通常都比较宽阔，因此 boulevard 一词产生了“大马路、大道”的含

义。该词进入英语后，专门用来表示“大道”，尤其是两旁有林荫的漂亮大道。美国洛杉矶

市的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是全球知名的一条马路，是好莱坞名流文化和星光璀璨

的标志符号。以 Sunset Boulevard 为名的还有五十年代的美国经典电影、舞台剧和相关影视

剧等。 

boulevard： ['buːləvɑːd] n.林荫大道，大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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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bulletin：从战场上传来的战况快报 

英语单词 bulletin 来自法语，是单词 bulletta（公文）的指小形式，而后者本身又是拉丁

单词 bulla（密封盖印的公文）的指小形式，所以 bulletin 一词的本意就是“简短的公文”。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人们用该词表示从战场上传到后方的战况快报，因为这种快报通常十分

简短。用来张贴这种快报的木板就是 bulletin board（布告牌）。后来，除了战况快报外，bulletin 

board 还可以粘贴各种简短公文，甚至小广告。现在互联网上的 BBS 其实就是 bulletin board 

system（布告牌系统），人们在里面上传的“帖子”其实就是 bulletin。 

bulletin：['bʊlətɪn] n.公告，公报 vt.公布，通报 

822. camp：适合军队扎营的平坦旷野 

古代军队扎营时，一般都选择在平坦的旷野中扎营，既便于安营扎寨，又拥有开阔的视

野，免遭敌人突袭。英语单词 camp 来自拉丁语 campus，等于 field（平地、旷野），原指军

队扎营的平地，后来演变为“露营”之意。英语单词 campus 直接来自拉丁语 campus，用来

表示“校园”，“校园”不就是学校所在的一大片平地吗？  

camp：[kæmp] n.v.露营，野营，扎营 

campus：['kæmpəs] n.校园 

823. campaign：一年内开展的军事活动 

英语单词 campaign 来自拉丁语 campus，本意是“在旷野中进行的军事活动”。古罗马

军队在冬天通常不出征，等到天气暖和的春季和夏季才出征去旷野作战，所以 campaign 引

申为“在一年内开展的军事活动”之意，通常用来表示一次战役或一次竞选活动。 

campaign：[kæm'peɪn] n.战役；竞选活动；运动 vi.作战；竞选；参加活动 

campaign：[kæm'peɪn] n.战役，运动，竞选活动 

824. cartel：军队之间的书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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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单词来自拉丁语 charta（纸），与 chart（图纸）同源。在 16 世纪，cartel 指的是书面的挑

战书。在 17 世纪时，该单词表示军队之间达成的交换俘虏的书面协议。俗话说“商场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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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达成的协议自然与交战双方达成的协议有很大的类似性，因此

cartel 一词从 20 世纪初开始用来表示原本相互竞争的企业达成协议、联合控制市场的行为。 

cartel： [kɑː'tel] n.卡特尔，企业联合，垄断联盟，俘虏交换协议 

825. centurion：古罗马军队中的百人队队长 

单词 centurion 来自拉丁语，本意是古罗马军队中一个百人队（Centuria）的领导，一般

译为“百夫长”。其中 cent 表示“一百”，如 century（世纪、百年）、percent（百分比）。 

百人队在罗马军队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编制。如同其名称一样，百人队最初大约由 100

人组成。在马略改革后，标准的百人队编制又变为 80 人，并成为罗马军团战术的核心。标

准的百人队分为十个 8 人小组。8 人小组（Contubernium）是罗马军队中最小的组织单位，

由 8 名士兵组成，类似于现代军队中的步兵班，由一名伍长指挥。他们在战地居住在同一帐

篷内，而在营房中则居住在同一房间内，可能被一起嘉奖或处罚。此外每个 8 人小组配有两

名辅助的“仆人”。他们负责照料为 8 人小组驼行李的骡子，保证士兵在长距离行军中的饮

水供应。这些“仆人”通常具有铁匠或木匠的技能。由于加上了这些非战斗人员，一个满员

的百人队人数依然在一百人左右。 

centurion： [sen'tjʊərɪən] n.百夫长，百人队队长 

826. champion：代表全军进行决斗的最佳战士 

英语单词 champion 通常被译为“冠军”。在中文中，冠军是“勇冠三军”的意思，如

西汉名将霍去病就被封为“冠军侯”。但在英语中，champion 除了“冠军”之意外，还可

以用作动词，表示“支持、拥护”。这是为什么呢？这得从 champion 一词的初始含义谈起。 

在古代战争中，经常有通过决斗来决定胜负的例子。双方均派出自己军队中最杰出的战

士，在两军阵前进行一对一的生死决斗。在决斗中被击败的一方向获胜一方认输或投降。这

种方式可以避免双方将士的伤亡，但对参加决定的人来说意味着巨大的牺牲。在西方的古代

历史和文艺作品中，我们常常能够见到这种决斗，如圣经中提到的大卫和歌利亚的决斗、荷

马史诗中提到特洛伊战争中帕里斯王子与海伦的老公墨涅拉奥斯的决斗，以及最扣人心弦的

赫克托耳与阿基琉斯之间的决斗。 

英语单词 champion 的原意指的就是这种代表整支军队参加一对一决斗的战士。它来自

拉丁语 campionem，由 campus（平地，在此指平坦的战场）衍生而成，指在战场上决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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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因此，英语单词 champion 有两个含义，既表示“冠军”、“最好的”，还表示代表

军队参加决斗，引申为“支持”、“拥护”、“为某群体或某事业而奋斗（的人）”。 

champion： ['tʃæmpɪən] n.冠军，优胜者；战士；拥护者 adj.优胜的 vt.支持，拥护 

827. colonel：指挥一个纵队的军官 

英语单词 colonel（陆军上校）与 column（柱子、纵队）拼写很相似，它们其实拥有相

同的词源，都来自拉丁语单词 columna（柱子、纵队）。英语 colonel（陆军上校）来自意大

利语单词 colonnella，本意就是一个军团中负责指挥一个纵队的军官，在集合时他站在纵队

的最前面。而意大利单词 colonnella 来自单词 colonella（纵队），最终来自拉丁语 columna（柱

子、纵队）。 

colonel：['kɝnl] n.陆军上校 

column：['kɑləm] n.柱子，纵队，列，专栏 

828. commando：南非布尔人的民兵组织 

英语单词 commando 来自南非荷兰语，字面意思是“有指挥的一群人”。这个单词原本

指的是南非布尔人的一种民兵组织。布尔人（Boer）是住在南非的荷兰移民后裔与少量德国

人、法国人通婚后产生的白人民族，是南非的主要殖民者。17 世纪时，荷兰人在南非建立

殖民地之处，为了对付当地土著，殖民当局颁发《commando law》，强制要求所有殖民者在

殖民地受到攻击时都必须武装起来，至少配备一匹马和一把枪。这些武装民兵的基本单位就

是 commando，而这种做法则被称为 commandeer（征用）。 

在 19 世纪，荷兰殖民者大量涌入南非，殖民地快速扩张，与非洲土著人的冲突日益频

繁。为了保障安全，已经获得自由的南非布尔人自愿恢复 commando 制度，组织起来与非洲

土著人展开武装斗争。在与人数超过己方的非洲土著人的战斗中，布尔人组织的 commando

逐渐掌握了各种突击和游击战术。 

英国殖民者自从 18 世纪末期登陆南非后，与已经扎根南非的布尔人之间展开了长达百

年的争夺，先后爆发了两次战争，史称“布尔战争”（1880-1881 年、1899-1902 年）。在战

争中，布尔人利用自己的 commando 制度，与占人数优势的英国军队展开了游击战。分成小

股的布尔人 commando 利用自己的机动性、枪法和对地形的了解，对英国军队屡屡展开偷袭

并得手。英国军队最后不得不依赖碉堡战术、焦土政策和残暴的集中营来对付布尔人。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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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布尔战争中，布尔人的 commando 及其突击、偷袭战术给英国人乃至全世界留下了深刻印

象，该词也因而进入了英语。 

commando：[kə'mɑːndəʊ] n.突击队，突击队员 

commandeer：[,kɒmən'dɪə] vt.征用，征募，强制入伍，霸占 

829. companion：军队中分食面包的人 

英语单词 companion 来自拉丁语 companionem，由 com（一道）+panis（=bread，面包）

组合而成，字面意思就是“分食面包的人”。 

罗马军队中，每十名士兵组成一个小组，在扎营时分享一顶帐篷，吃饭时分享面包。他

们就是最典型的 companion。据说，为了避免面包分得不公平，罗马人发明了一种巧妙的制

度：指派一个人负责分面包，然后由其他人选择自己的那一份，分面包的人自己只能分得被

人挑剩下的一份。为了避免自己拿到的面包比别人的少，分面包的人就会尽力将每一份面包

分得一样多。 

英语单词 company 与 companion 同源，本质指的是一群“分食面包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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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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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 comrade：住在同一个房间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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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rade：['kɒmreɪd] n.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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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deadline：美国安德森维尔战俘营中的死亡之线 

英语单词 deadline 可追溯至美国内战期间。南部军队在佐治亚州的一个小镇安德森维尔

设置了一个战俘营。这个战俘营由于关押的战俘数量大大超过最大容量，因而条件奇差，战

俘们在这里受到非常不人道的待遇。到战争结束时，这儿共有 1 万 3 千名战俘死去，死亡率

高达 29%。安德森维尔成为美国内战时期最臭名昭著的一个战俘营。战争结束后，负责管

理这座战俘营的惠兹（Wirz）上尉受到审讯并被判处死刑，成为美国内战中唯一因为“战争

罪”而被处死的南方军人。在审讯中，惠兹上尉透露，在安德森维尔战俘营中设有一条界线，

他曾对守卫战俘营的哨兵下令，对任何触摸、踩踏或跨越这条界线的战俘格杀勿论。因此，

这条界线就被称为 dead line。英语单词 deadline 就是由 dead line 合并演变而来，现在通常用

来表示“最后期限，截止期限”。 

deadline：['dedlaɪn] n.最后期限，截止期限 

832. dean：古罗马军队的十夫长 

英语单词 dean 源自拉丁语 decanus，最早指的是罗马军队中的十夫长。古罗马军队中，

每十名士兵组成一个小队，在扎营时分享一顶帐篷。这个小队的领头人就叫做 decanus，源

自 dekanos，而希腊语 deka、拉丁语 decem 就是“十”的意思。 

在中世纪欧洲的修道院中，僧侣们也按照军队的方式进行组织，每十人组成一个小组，

每个小组的领头人依然叫做 decanus。后来，decanus 的管辖范围有所扩大，负责一个教区分

部的牧师负责人也被称为 decanus。 

等教会创建各种学校后，负责管理一所学校或学院的人也继承了 decanus 这个称谓，进

入英语后则演变成了 dean。 

dean：[din] n. 院长；系主任；教务长；主持牧师 

833. decima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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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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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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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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4. dungeon：古代城堡的主塔 

英语单词 dungeon 原本与“地牢”毫无关系。它来自拉丁语 dominus（主人），本意是

城堡中的主塔，是城堡中最坚固的地方，承担着城堡的防御重任。它从拉丁语进入法语后变

为 donjon，依然表示“城堡主塔”。但进入英语后，拼写变为 dungeon，词义也发生了很大

的转变，从“城堡主塔”转变为“城堡内的牢固房间”，最后转变为“城堡里的地牢”，因为

地牢是城堡中最坚固的地方。实际上，dungeon 指的仅仅是城堡中的地下建筑，未必是用来

监禁犯人的牢房。所以有时候也可以译为“地下城”。同源的法语单词 donjon 也直接进入英

语，词义保持不变。 

dungeon：['dʌndʒən] n.地牢，地下城 

donjon：['dɒndʒ(ə)n; 'dʌn-] n.城堡主塔 

835. escalator：在攻城战中用梯子攀爬城墙 

英语单词 escalator（电动扶梯）原本是美国著名的奥蒂斯电梯公司（Otis Elevator Co.）

所生产的电动扶梯的品牌名。该品牌由单词 escalade+elevator 混合而成。英语单词 escalade

原本是一个军事术语，指的是在攻城战中用梯子攀爬城墙，由 e+scale（攀爬）+ade（名词

后缀）构成。电动扶梯就是电力驱动的楼梯，在停用时可以作为普通楼梯使用，在很多建筑

中得到普遍使用。奥蒂斯电梯公司出品的 escalator 牌电动扶梯在市场中占据了巨大的份额，

以至于这一品牌名成了“电动扶梯”的代名词，并反向衍生了单词 escalate。 

escalade： [,eskə'leɪd] n.vt.攀登，用梯子攀爬 

escalator： ['eskəleɪtə] n.电动扶梯，自动扶梯 

escalate：['eskəleɪt] v.逐步上升，逐渐增强 

836. escape：脱掉身上的斗篷得以逃脱 

在古代欧洲的战场上，被击败的战士为了保命，往往会使出“金蝉脱壳”的招数，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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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抓住斗篷时脱掉斗篷而摆脱敌人，或在被敌人追赶时主动脱掉斗篷，趁敌人去捡斗篷时

赶紧逃掉。因为在古代，一件斗篷算是不菲的财产，有钱人才穿得起。英语单词 escape（逃

脱）就跟古人脱掉斗篷保命的做法有关。它来自拉丁语 excappare，由 ex（out of）和 cappa

（cape，斗篷）构成，字面意思就是“脱掉斗篷”。 

escape：[ɪ'skeɪp; e-] n.逃跑，逃亡 vt.逃避，避开，避免 vi.逃脱，溜走 

837. freelance：中世纪的雇佣骑士 

英语中表示“自由职业者”的单词是 freelance，由 free（自由）+lance（长枪）组成。

这个 lance 是什么东西？为什么 freelance 能表示“自由职业者”呢？原来，lance（长枪）是

中世纪时欧洲骑士的主要武器装备，骑士主要使用长枪在战场上进行冲锋。 

中世纪的骑士通常只效忠于一个国王或领主，以此获得封地或其他报酬。但也有一些骑

士，不效忠于任何人，凭着一身武艺作为雇佣军替各个国王或领主作战，从而获得报酬。由

于 lance（长枪）是骑士的主要装备，所以这种雇佣骑士也就被称为 freelance。这就是最早

的自由职业者。现在该单词一般用来表示自由作家、记者这样的自由职业者等。 

lance：[lɑːns] n.（中世纪欧洲骑士的）长枪，长矛 

freelance： ['friːlɑːns] n.自由作家、自由记者、自由职业者 adj.自由投稿的。 

838. gladiator：使用罗马短剑决斗的人 

古罗马的角斗士之所以为称为 gladiator，是因为他们的主要武器是古罗马短剑（gladius）。

罗马短剑是罗马人受西班牙凯尔特人所用武器的启发而制成的。这种剑长度较短，十分锋利，

适合刺杀，是古罗马军队中配置的基本武器。古罗马军人选择长度较短的剑，这是由古罗马

军队的作战方式决定的。古罗马军队讲究团队作战，步兵通常携带长矛、盾牌和短剑。在距

离敌人较长时，可以投掷长矛发动攻击。近距离作战时，步兵用盾牌排列成防守阵型，再用

短剑刺杀敌人。由于与战友之间距离很近，长剑挥舞起来不太方便。而且与长剑砍劈相比，

短剑刺杀的杀伤力更强，更节省体力。 

gladiator：['glædɪeɪtə] n.（古罗马）角斗士，斗剑者 

839. grenade：状若石榴的炸弹 

英语单词 grenade（手榴弹）来自英语中表示“石榴”的单词 pomegranate。之所以得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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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是因为早期的手榴弹形状很像石榴，而且里面填充的大量杀伤性碎片很像石榴里面的石

榴籽。它的中文名称“手榴弹”中的“榴”指的就是“石榴”。 

grenade：[grə'neɪd] n.手榴弹，手雷 vt.扔手榴弹 

840. gun：温莎城堡上的巨型弩炮 

英语单词 gun（枪）来源于 14 世纪时部署在英国的温莎城堡上的巨型弩炮的名称 Lady 

Gunilda（根尼尔达夫人）。而 Gunilda 这个名字又来自古北欧语中一个女子姓氏 Gunnhildr，

由 gunnr + hildr 构成，而这两个词在北欧语中都是“战争”的意思。由于温莎城堡上的这架

巨型弩炮十分著名，因此其他各种能够发射弩箭、石块的类似武器都被称为 gunne。后来，

各种手持枪械问世后，沿袭了 gunne 的叫法，只是拼写形式进一步缩略为 gun。 

gun：[gʌn] n.枪，枪状物 vt.向……开枪，开大油门 vi.用枪射击，开大油门快速行驶 

841. infantry：军队中年轻王子所率领的年轻士兵 

英语单词 infantry（步兵）与 infant（婴儿）的拼写非常接近，它们之间有何关系呢？原

来，它们都来自拉丁语 infantem，而 infantem 是 infans 的名词。infans 由 in（不）+fans（说

话）组成，意思是不能说话，所以 infantem 原本指的是还不会说话的婴儿，但后来可以表

示各种年龄段的小孩子。infant（婴儿）直接来自 infantem，而 infantry（步兵）来自 infantem

所衍生的西班牙语 infante（王子）和 infanteria（步兵）。 

西班牙语 infante（王子）来自拉丁语 infantem，字面意思就是“（国王的）孩子”。这

些王子在年轻时常常被送入军营接受锻炼。在军营中，这些年轻王子所率领的部队就叫做

infanteria，通常是和王子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由于这些人资历尚浅，一般没有取得骑士称号，

因此通常都是步行训练和作战，所以 infanteria 一词就有了“步兵”的含义。该词进入法语

后拼写变为 infantrie，进入英语拼写演变为 infantry。 

infantry：['ɪnf(ə)ntrɪ] n.步兵，步兵团 

infant： ['ɪnf(ə)nt]n.婴儿，幼儿，未成年人 adj.婴幼的，幼稚的 

842. kidnap：绑架儿童至北美殖民地充当契约仆役 

欧洲人刚到北美大陆进行殖民活动时，劳动力严重缺乏。吸引更多的人移民北美成了解

决劳动力短缺的主要办法。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契约仆役”。契约仆役就是一些想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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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但又无力支付坐船来到北美的费用的人。这些人与船主或移民机构签订卖身契约，坐

船来到北美，被贩卖给北美的殖民者充当仆役，为其劳役若干年。劳役期满后，他们能拿到

一定数量的自由费用，当局也会划拨一些土地给他们，让他们在新大陆开始新生活。这种人

就是所谓的“契约仆役”（indentured servant），也称为“白奴”，因为大部分是白人。 

在黑奴买卖发达之前，这种契约仆役是解决北美劳动力不足的主要来源。由于愿意充当

契约仆役的人并不多，有一些人就将目光投向了平民窟的青少年，用甜言蜜语诱骗穷人子女

上船前往北美充当契约仆役，甚至采取绑架的方式。在英王查理二世统治期间，这种绑架青

少年前往北美的行为发展到了极点，从而产生了一个专门形容这种绑架行为的英语单词

kidnap。 

单词 kidnap 由 kid（儿童）和 nap 组成，nap 是 nab 的变体，表示“抢走、偷走”。所

以 kidnap 的字面意思就是“偷走儿童”。kidnap 本来只用来表示绑架儿童的行为，后来词

义拓展为表示一切绑架行为。 

kidnap： ['kɪdnæp] vt.绑架，诱拐，诱骗 

843. lieutenant：代理指挥官职位的军官 

英语单词 lieutenant 来自法语短语 lieu tenant，由 lieu（代替）和 tenant（持有人）组成，

字面意思就是“代替行使指挥权的人”，指的是在战场上当指挥官牺牲或受伤而无法指挥时，

代替行使指挥权的人。16 世纪 70 年代后用来表示中尉军衔，仅次于上尉（captain）。 

lieutenant：[lef'tenənt] n.中尉，副官，助理人员 

844. loophole：古代城堡中的洞眼 

古代人在修建城堡时，会在城堡的外墙上留下一些洞眼。这些洞眼的尺寸很小，敌人无

法钻入，而城堡守卫者却可以利用这些洞眼来观察敌情，从中射箭或射击。城堡中的这种洞

眼就被称为 loophole，其中的 loop 可能来自荷兰语 lupen（窥视），字面意思就是“用于窥视

的洞眼”。虽然这些洞眼很小，但狡猾的敌人还是有可能加以利用，如将炸药从中投入城堡

内，因此 loophole 就衍生出“漏洞”、“空子”等含义，现在常常用来表示法律或规章制度中

的漏洞。 

loophole：['luːphəʊl] n.漏洞，空子；枪眼，射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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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 mayday：航空业中最高等级求救信号 

英语单词 mayday 原本是“五月天”的意思，但是在航空业中，它代表着最高等级的求

救信号。 

1923 年，一名名叫费德里克的英国机场无线电高级职员，受命选择一个简单明了的单

词，供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在紧急求救时使用。由于当时航班大多来回于巴黎，费德里克选择

了与法语 m'aider（救命）发音很接近的 mayday。这个词读起来琅琅上口，很适合在噪音很

大的无线电通讯中使用。这种做法后来成为全球的标准做法，并规定要连续呼叫三次以避免

误会。mayday 是最高级别的求救信号，表示“飞机即将坠毁”的危急情况。当听到 mayday

求救信号时，其他飞机都必须及时避让，让遇险飞机优先着陆。 

mayday：['me,de] n.五月天，紧急求救信号。 

846. pioneer：为大部队铺路的先行步兵 

英语单词 pioneer 来自法语 paonier，字面意思是“步兵”，指的是走在大部队前面，负

责为大部队铺路的步兵。因为他们走在大部队前面，所以衍生出“先锋、先驱”之意。 

pioneer：[paɪə'nɪə] n.先锋，先驱 vt.开辟，倡导 vi.做先锋 

847. rival：在河两面争夺河水的人 

英语单词 rival 和 river（河流）同源，来自古拉丁文 rivalis，本意是“河对面的人、共

饮一江水的人”。在古代，围绕一江一河往往会展开激烈的争夺，由近邻演变为对手。所以

当 rivalis 借道法语进入英语并演变为 rival 时，很快被赋予了“竞争对手、敌手”的含义。 

rival： ['raɪvl] n.竞争对手，敌手 adj.竞争的 v.竞争 

848. robe：古代抢劫所得最主要的掠夺品 

英语单词 robe（长袍）和 rob（抢劫）在拼写上如此接近，它们在词源上有何渊源呢？

原来，它们都来自古日耳曼语，拥有相同的词源。robe 原本表示“战利品”。由于古代打劫

或作战时获得的主要战利品就是敌人身上的衣服，因此 robe 一词才逐渐产生了“衣服”的

含义，通常表示比较高档的礼服、长袍。 

rob：[rɒb] v.抢劫，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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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əʊb] n.长袍，制服，礼服 

849. rostrum：古罗马用装饰讲坛的军舰金属撞角 

单词 rostrum 原本表示鸟喙、动物的鼻口部，怎么跟“讲坛”扯上关系呢？原来，古罗

马的战舰的舰首一般装有金属撞角，用于在战斗中撞击敌舰。这种金属撞角的形状很像鸟喙，

所以也被称为 rostrum。在当时，战舰上的金属撞角是战舰中最贵重的部位。因此，摧毁或

捕获敌方战舰后，一般会将其金属撞角带回。捕获的金属撞角常常摆放在演讲台前进行展示。

后来，罗马人在修建演讲台时，干脆就用这种金属撞角来作为装饰。于是原本表示“金属撞

角”的 rostrum 又成了“演讲台、讲台”的代名词，一直沿用至今。 

rostrum：讲台，主席台，鸟喙，动物鼻口部。 

850. salver：用来检验食物是否有毒的银盘 

古代，暗杀他人的最好手段就是下毒。为了避免被人毒死，古代的君主和达官贵人在进

食之前，专门有人负责检验食物是否有毒。这种检验食物是否有毒的过程在西班牙语中被称

为 salva，来自拉丁语 salvare（save）。后来，人们发现银器可以用来检验食物是否有毒，因

此用银盘来盛食物。这种可以检验食物是否有毒的银盘在英语中就被称为 salver。现在 salver

泛指各种托盘，并非一定是银盘。与 salver 同源的单词有 save、salvation。 

salver：['sælvə] n.托盘，盘子 

salvation：[sæl'veɪʃ(ə)n] n.拯救，救赎，救助 

851. slogan：苏格兰人的战斗呐喊 

英语单词 slogan（标语）来自苏格兰的盖尔语 sluagh ghairm，本意是“战斗呐喊”（battle 

cry）。古代凯尔特人在开始战斗前，往往会集体大声呐喊以振奋士气，通常是呐喊所在部落

的名称或部落首领的名称。英语单词 slogan 就来源于此，用来表示各种简短的口号，通常

用于营销广告、竞选等场合。如著名体育品牌耐克的 slogan 就是“just do it!”。 

slogan：['sləʊg(ə)n] n.标语，口号，呐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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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soldier：古罗马领取军饷的职业军人 

公元前 2 世纪末，古罗马共和国执政官盖乌斯·马略实行军事改革，将公民兵制改为募

兵制，招募以前无权参军的贫苦公民到军中服役，并提高薪饷，延长服役期限。从此，城乡

大批无业游民加入军队，成为脱离社会生产的职业军人。在拉丁语中，这种按月领饷的职业

军人被称为 soldarius，源自一种古罗马金币的名称 solidus，字面意思就是“可以领取 solidus

的人”。这就是英语单词 soldier（军人）的来源。 

soldier：['səʊldʒə] n.军人，士兵 vi.当兵 

853. standard：指示集合地点的军旗 

英语单词 standard（标准）和 stand（站立）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在 12 世纪时，standard

指的是打仗时指示集合地点的军旗，一般是国王或军队最高统帅的旗帜。这种旗帜系在旗杆

或长矛上，牢固地树立在地面上，充当醒目的标识，因此被叫做 stand-hard（稳稳站立），后

来缩写成为 standard。由于 standard 是国王或军队最高统帅的旗帜，代表了权威。因此，在

古代度量衡制度中，国王所确定的度量衡单位就被称为 standard（标准）。 

standard：['stændəd] n.标准，规格，旗帜，标杆，度量衡标准 adj.标准的，合乎规格的 

854. subjugate：强迫俘虏从矛轭下走过 

在古罗马时期，在战场上被俘的俘虏会受到一种特别的处置：获胜军队的士兵将两只长

矛交叉搭成一个轭，强迫战俘们低下头，从矛轭下通过。这种仪式象征着获胜者对战俘的征

服。英语单词 subjugate 就源自这种做法。它来自拉丁语 subjugatus，是动词 subjugare 的过

去分词形式，词干由 sub（下面）+jug（结合、轭），字面意思就是“在轭的下面”，即强迫

战俘从矛轭的下面通过。习语 pass under the yoke（从矛轭下面通过）就是“低头认输”的

意思。 

subjugate：['sʌbdʒuɡet] vt. 征服；使服从；克制 

subjugation：[,sʌbdʒə'ɡeʃən] n.征服，镇压，克制 

855. tank：首台坦克研制期间的代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机枪之类的自动速射武器已经大量应用。战场上堑壕纵横，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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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由机枪构成的强大阵地防御火力体系对进攻方造成了强大的人员伤亡。1914 年，英

国远征军的随军记者斯文顿上校在战场上亲眼目睹了一排排英国士兵被德国机枪扫倒的惨

状。回国后，他向英国国防部提交了研制具有强大防护能力的越野战车的建议。然而，当时

的英国陆军大臣吉齐纳对此建议不感冒，反而是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对此表示支持，并

成立委员会，开始这种新型战车的研制。为了保密，研发人员对工人谎称研制的是一种储水

装置，并曾提出过 cistern（水箱）、reservoir（蓄水池）等名称，但最终人们还是采用了发音

响亮的 tank（水槽）一词作为它的代号。从此以后，tank 一词就成为了这种新型战车的正式

名称，在中文中音译为“坦克”。 

tank：[tæŋk] n.坦克，水槽，油罐 

856. thug：古代印度的邪教杀人犯 

在古代印度有一群崇拜女神 Kalid 的罪犯。他们经常伪装成普通的旅客或朝拜者，在旅

途中骗得其他旅客的信任后，趁其不注意谋害他人性命。他们的杀人手法很特别，主要是使

用长手帕、毛巾或绳索将受害人勒死，几乎从不见血。他们杀人的目的主要是出于宗教原因

而不是谋财害命。杀人后，他们使用一种特殊的鹤嘴锄挖掘坟墓掩埋尸体。受害人的财物中

的三分之一将被奉献给女神 Kalid。英国统治印度期间，英国军队围剿了这一群罪犯，发现

丧命于他们之手的尸体达到上千具。这些罪犯在印度语中被称为 thag，意思是“狡猾的、欺

骗的”。英语单词 thug 就来源于此，用来表示残忍的杀人犯。 

thug：[θʌg] n.暴徒，刺客，恶棍 

thuggery：['θʌɡəri] n.暗杀，谋财害命 

857. torpedo：一种可以放电的鱼 

torpedo（鱼雷）这个词源于拉丁语。它原本是一种鱼的名字，中文叫“电鳐”。这种

鱼体形扁平，动作迟缓，但可以放电以杀死猎物或击退猎食者。19 世纪初,美国人富尔顿发

明了一种可以从军舰上释放、能在水中前进的地雷，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名字，只得暂称它

为“水地雷”。后来英国人在“水地雷”的基础上制造出了真正意义上的鱼雷，并用电鳐的

名字 torpedo 来命名这种新式武器。该命名十分贴切，一直沿用至今。 

torpedo：[tɔː'piːdəʊ] n.鱼雷，电鳐 vt.用鱼雷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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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 tournament：中世纪的骑士比武大会 

中世纪的欧洲盛行骑士比武大会。最早的比武大会一般认为诞生于法国，主要项目是马

上长枪比武，即两个骑士手执长枪策马迎面对刺。在 13 世纪以前，骑士比武大会的军事气

氛依然比较浓厚，显得非常的粗野残暴，有些时候几乎与真正的战争无异，参赛骑士所使用

的武器都是战场上使用的开刃武器。可以说，一场骑士比武大会就是一场真实模拟战争的军

事演习。到 13 世纪以后，骑士比武大会逐渐向庆典和仪式转变，参赛者往往以“秀”为主，

通过表现自己的勇敢和武艺，来赢得观众中领主或女性的赏识或青睐。15 世纪，骑士比武

大会的各项程序和制度已经变得非常完备和复杂了，所用武器也与实战武器不同，增加了防

护装置，长枪的枪头变成木制的。17 世纪后，骑士比武大会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英语单词 tournament 原本指的就是中世纪的骑士比武大会，来自法语 tornement，由

tornoier（长枪对刺）衍生而出，用来表示赛制类似中世纪骑士比武大会、需要经过多场比

赛才能决定最终冠军的比赛，如锦标赛和联赛。单词 tourney（锦标赛）也来源于此。 

tournament：['tʊənəm(ə)nt] n.锦标赛，联赛，比赛 

tourney：['tʊənəm(ə)nt] n.锦标赛 vi.参加比赛 

859. triumph：古罗马庆祝胜利的凯旋式 

“凯旋式”是古罗马人庆祝军队凯旋归来的一种十分隆重的庆祝仪式，是军事将领所能

获得的最高荣誉。要想获得这种礼遇，必须符合一系列条件，包括：必须是军队的“统帅”

并且拥有国家的统治大权、对外战争获得重大胜利等。获得凯旋式礼遇的将领被称为“凯旋

者”。在仪式上，凯旋者头戴花环，脸被涂红，身穿特制长袍，乘坐金色战车，从专为凯旋

式而设的城门中进入罗马城内。他的身旁紧跟着一名奴隶，不断在他耳旁低语：“记住，你

只是一名凡人。” 

参加凯旋式的还有凯旋者的部分军队。他们扛着标语，赶着满载战利品的大车，参加游

行。队伍中往往还有被俘的俘虏以及用来祭祀的牺牲品。游行队伍按规定路线到达终点后，

将处死一名战俘，将其他俘虏转卖为奴隶。在向朱庇特神奉献牺牲后，仪式结束，宴会开始，

所有人开始豪饮狂欢。 

在古拉丁语中，“凯旋式”叫做 triumphus，可能来自古希腊语 thriambos，意为“给酒

神狄奥尼索斯的赞歌”。英语单词 triumph（凯旋）就来源于此。 

triumph： ['traɪʌmf] n.凯旋，胜利 vi.得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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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umphal：[traɪ'ʌmfl] adj.凯旋的，胜利的 

triumphant：[traɪ'ʌmfənt] adj.胜利的，得意洋洋的 

860. trophy：古希腊罗马人打胜仗后立下的纪念物 

古希腊军队在战场上打了胜仗后，会在战场上找棵树或立个大树桩，把缴获的战利品如

武器、盔甲等挂在上面，做成人形，再把这次取胜事迹刻在树上。如果在海战中获胜，就把

缴获的敌舰拖到沙滩上留作纪念。这个纪念物是献给神明的，毁掉的话就是亵渎神灵。 

到了古罗马时期，古罗马人也沿袭了古希腊人的这种做法，不过略有不同。古罗马人在

战场上取胜，不是在战场上树立纪念物，而是回到罗马建，通常是一个柱子，上面雕刻铭文，

如有名的图拉真纪念柱。有时候是两根柱子，上面再加一个拱门，这就是所谓的“凯旋门”。 

这种胜利纪念物在希腊语中称为 tropaion，拉丁语中叫做 tropaeum。它就是英语单词

trophy 的词源。它的本意并不是“战利品”，而是指用战利品装饰的、奉献给神的纪念品。

不过后来，人们在战场上取胜后，往往把战利品搬回家，留给自己做纪念品了。所以 trophy

又可以用来表示“战利品”。在后来的竞技比赛中，给优胜者颁发的奖品也被称作 trophy，

因为它相当于作战获得的战利品，并且还可以带回家作为纪念。 

trophy： ['trəʊfɪ] n.奖品，战利品，纪念品 vt.用战利品修饰 

861. posse：中世纪的民防团 

在警察出现之前的中世纪，郡县等地的司法和治安工作由国王派遣的 sheriff（郡长、郡

治安官）负责。sheriff 往往会在当地召集一些市民组成民防团，来维护地方治安。这些民防

团在拉丁语中就被称为 posse comitatus（power of the county，郡县武装力量）。其中的 posse

表示力量、能力，与 potent（强有力的）同源。拉丁语 posse comitatus 进入英语后，逐渐被

简化为 posse，词义也得到了泛化，除了表示民防团外，还可以表示各种各样的“一队人马”，

如乐队或帮派。 

posse：['pɑsi] n.民防团，地方武装力量；一队人 

862. undermine：暗中挖掘地道摧毁敌人堡垒 

英语单词 mine 作名词时表示“矿”，作动词时表示“采矿”。采矿的基本方式就是在地

下挖掘地道，因此 mine 还含有“挖掘地道”的含义。古代打仗时，为了摧毁敌人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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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会暗中挖掘地道，逐渐逼近敌人壁垒，然后通过地道发起攻击或使用炸药来摧毁敌

人壁垒。这种作战手法就被称为 undermine，字面意思就是“在下面挖掘地道”。后来，该词

被普遍应用于更多领域，表示“暗中破坏”。 

undermine：[ʌndə'maɪn] vt.暗中破坏，逐渐破坏，挖掘地道，挖掘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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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殖民探险 

863. albi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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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inism：['ælbɪnɪzəm] n.白化病 

864. alligat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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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crocodile 的区别在于，

alligator 指的是美洲特有的短吻鳄，而 crocodile 是一个传统单词，用来统称“鳄鱼”。 

alligator：['ælɪgeɪtə] n.短吻鳄，美洲鳄 

crocodile：['krɒkədaɪl] n.鳄鱼 

865. amok：在癫狂状态下胡乱杀人的马来人 

英语单词 amok 源自马来语 amuk，指人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疯狂砍杀陌生人，即所谓

的“杀人狂”。16 世纪时，荷兰殖民者到达马六甲等地时，就发现当地时常有这种在大街

上胡乱杀人的现象。当地人将这种现象称呼为 amuk，认为是一种心理疾病。荷兰殖民者根

据当地发音翻译为荷兰语 amouco 或 amuco，并记载在文献中。18 世纪，英国航海家库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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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在马来西亚小岛上也发现了这种现象，并在自己的航海日志中予以记载。从此后，根据马

来语 amuk 的发音产生了英语单词 amok 或 amuck，最初用来表示“在癫狂状态下胡乱杀人

的马来人”，因为早期荷兰和英国殖民者的记载使很多人认为这种现象只发生在马来西亚。

后来，为了避免种族歧视，该词与马来人之间的联系逐渐淡化，并且常用于固定搭配 run amok。 

amok：[ə'mɒk] adj. adv.杀人狂的，狂乱的 

run amok：乱砍乱杀，胡作非为 

866. Argentina：西班牙殖民者眼中的“白银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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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7. avoca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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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ocado：[,ævə'kɑdo] n.鳄梨，牛油果 

868. barbec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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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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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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9. bonanza：美国淘金热中的流行词 

bonanza 原本是一个西班牙语单词，本意是“（海上的）晴好天气”或“繁荣”，源自

拉丁语 bonus（=good，好的）。 

1848 年，有人在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地区发现了金矿，消息迅速传开，成千上万的人

涌向西部淘金。1859 年，有人在内华达州发现了储量极其丰富的金矿和银矿，是美国历史

上的第一次淘金热达到高潮。有些人凭借好运发现金矿从而一夜暴富，人们就把他们交上的

这种好运称为 bonanza，将淘金者当中的暴发户称为 bonanza king（好运国王）。1896 年，淘

金者在克伦代克地区一条小溪的砂砾层中发现了含量异常丰富的金矿，他们就把这条小溪命

名为 Bonanza Creek（好运溪）。好运溪的发现轰动了全世界，淘金者们蜂拥而至，掀起了美

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淘金热。bonanza 一词在淘金热时期的新闻标题中不断出现，变成了一个

家喻户晓的名词，从而进入了英语词汇。现在通常用来表示“财源”、“好运”。 

bonanza：[bə'nænzə] n.财源，富矿脉，好运 

870. boss：早期纽约的荷兰移民方言中的“工头” 

1609 年，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赞助下，荷兰人亨利•哈德逊船长和 20 多名船员，驾驶

“半月号”帆船从阿姆斯特丹出发，前往美洲大陆探险。当年 9 月，他们达到纽约河地区，

用 24 美元从当地人手中买下了曼哈顿岛，并取名为“新阿姆斯特丹”，从而揭开了纽约历

史的第一页。为了纪念哈德逊船长，围绕纽约市的大河被命名为“哈德逊河”。 

随后，大量荷兰商人和冒险家移民到纽约。他们修建房屋，经营农场，从事贸易，创建

了纽约这个世界大都市的初步轮廓。正是在这段时间，荷兰殖民者把荷兰语 baas 带入了英

语，演变成立美国俚语 boss（老板）。在荷兰语中，baasd 的原意是“主人、户主”，在纽

约的荷兰人用它来称呼监督徒弟的工人师傅。这个词很快被其他人采用，并迅速传遍美国，

意义也演变成“老板，头儿”。 

boss： [bɒs] n.老板，头儿，首领 vt.指挥，调遣，当……的头 vi.当首领，发号施令 

bossy： ['bɒsɪ] adj.专横的，爱发号施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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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 breeze：航海家所说的“东北信风” 

16 世纪中期，英国著名的航海探险家、商人及海盗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在英

国王室的支持下，多次率领船队远征西非，从西非绑架黑人然后贩卖之新大陆，开辟了著名

的“三角贸易”。在美洲加勒比海域航行期间，霍金斯多次听到人们用西班牙语 breza 来表

示“东北信风”，于是将该词引入英语。最初该词仅仅用于航海领域，表示赤道以北地区由

于地球自转而产生的东北方向风。后来该词的拼写逐渐变为 breeze，词义也从“东北信风”

变为日常生活中的“微风”。 

breeze：[briːz] n.微风，和风 

872. buccaneer：专门掠夺西班牙商船的“皇家海盗” 

在大航海时代，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开展航海探险事业，积极在新发现的美洲大陆进行

殖民，从美洲掠夺了大量财富，成为那个时代的霸主。1630 年左右，一群在加勒比海域进

行探险投机的法国人竞争不过西班牙人，被西班牙人赶到一座海岛上。从此以后，这群法国

人以此为据点，做起了海盗生意，专门袭击西班牙商船，声势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法国人

以及英国人、荷兰人也加入进来，将这项专门针对西班牙商船的海盗事业越做越大，并且还

赢得了本国政府的支持，获得政府颁发的“私掠许可证”，成为奉旨打劫的“皇家海盗”，

就算被西班牙军队俘虏后还可以享受战俘待遇，而不是像普通海盗那样被绞死。在后来英国

和西班牙的大海战中，英国海军就依靠这些“皇家海盗”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终结了

西班牙的霸主地位。 

在法语中，这群海盗被称为“boucanier”，源自加勒比海土著语 buccan（烤肉架），字

面意思就是“使用烤肉架烤肉的人”，因为这群海盗也喜欢使用这种架子烤肉吃。英国人将

其英语化为 buccaneer。1684 年，著名法国作家 Alexandre Exquemelin 描写 17 世纪加勒比海

盗的名著《美洲海盗》的英译版本出版后，buccaneer 一词更是广为流传，成为了“海盗”

（pirate）的同义词。 

在荷兰语中，这群海盗被称为 vrijbuiten，由 vrij（free）+ buiten（booty，掠夺品），演

变为英语中的 freebooter 和 filibuster，都表示“海盗”。 

同样源于加勒比海土著语 buccan（烤肉架）还有单词 barbecue（烧烤），它是经由西班

牙、法语进入英国的。 

buccaneer：[,bʌkə'nɪə] n.海盗 vi.做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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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booter：['friːbuːtə] n.海盗 

filibuster：['fɪlɪbʌstə] n.海盗，暴兵，阻挠议事的议员，阻挠议事的行为 vi.掠夺，阻挠

议事 

873. buffa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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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4. Brazil：盛产红色染料木的国家 

英语单词 Brasil（巴西）来自葡萄牙语 brasil。在葡萄牙语中，brasil 表示一种红色树木，

用于制造染料，原本出产于印度。葡萄牙探险家到达巴西时，发现这里生长有大量类似 brasil

的树木，因此将此地称为 terra de brasil（land of red-dye-wood，红色染料木之国），后来简称

Brasil，进入英语后改写为 Brazil。 

Brazil：[brə'zil] n.巴西 

875. cannibal：传说中食人肉的加勒比土著 

当哥伦布第一次抵达南美洲时，在与巴哈马群岛上的泰诺人交流中，得知在该群岛的东

方，即现在的海地、多米尼加等地，居住着一群野蛮好战、有有食人肉习俗的土著人。根据

泰诺人的描述，这些人经常攻击泰诺人，杀死男人，掳走妇女和儿童，并将儿童阉割、养肥

后吃掉。哥伦布根据泰诺人对这些土著人的称呼，将其翻译为西班牙语 Caniba，并在旅行

日记中记录了他们的食人习俗。现在我们知道，其实这些土著就是 Carib（加勒比人），并且

他们并没有食人的习俗，有关他们食人的描述都仅仅是传说而已。2005 年，《加勒比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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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的摄制组曾邀请加勒比族人参与拍摄，当酋长查尔斯·威廉斯获知片中有段情节暗示

当地部落是食人族之后，特意下令禁止族人参与影片拍摄，并指责电影让外界误解加勒比族

人为食人部落。 

英语单词 cannibal 就源自西班牙语 Caniba，原本指的就是加勒比土著，因为有关他们的

食人传说，使得单词 cannibal 逐渐变成了“食人者”的代名词。 

cannibal：['kænɪb(ə)l] n.食人者，吃同类的动物 adj.食人的，吃同类的 

cannibalism：['kænɪbəlɪzəm] n.食人的行为，同类相残的行为 

Carib：['kærib] n.加勒比人 

Caribbean：[kæri'bi(:)ən] adj.加勒比人的，加勒比海的，加勒比语的 n.加勒比海 

876. canoe：美洲土著使用的轻便小舟 

哥伦布第一次抵达美洲的西印度群岛时，见识到了当地土著人使用一种非常轻便的小舟，

用挖空的树干做成，仅能容纳一人。当地土著人用它在大洋的各个岛屿中来往。当地的阿拉

瓦克人将这种小舟称为 canaoua。哥伦布将其翻译为西拔牙语 canoa，并在旅行日记中予以

记载。英语单词 canoe 就来自西班牙语 canoa，仅在拼写上略有变化。 

canoe：[kə'nuː] n.独木舟 vi.划独木舟 vt.用独木舟运输 

877. chocolate：美洲土著饮用的“苦水” 

16 世纪初，西班牙探险家荷南多•科尔特斯（Hernan Corte）首次到达美洲时，受到当

地的阿兹特克人国王蒙特祖玛（Moctezuma）的殷勤款待，第一次品尝到了一种用可可豆加

水和香料制成的饮料。这种饮料在在当地语言中称为 xocolatl，意为“苦水”，因为可可豆带

有一种苦味。科尔特斯返回欧洲后，开始种植可可树，将可可豆磨成粉，加入水和糖后做成

饮品。这种饮品深受大众欢迎，很快就在欧洲流传开。1847 年，巧克力饮料中被加入可可

脂，制成如今人们熟知的可咀嚼巧克力块。187 年，瑞士发明了制造牛奶巧克力的方法，从

而有了所看到的巧克力。英语单词 chocolate 就是对巧克力的美洲名称 xocolatl 的音译。 

chocolate：['tʃɑklət]n.巧克力，巧克力色 adj.巧克力的 

878. coconut：果实底部有鬼脸的热带水果 

在西班牙及葡萄牙神话中，有一个可怕的妖怪叫做 coco，他长着一个南瓜头，面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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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家长们经常用它来吓唬小孩。在口语中，coco 表示“鬼脸、骷髅”。当葡萄牙殖民者

到达太平洋岛屿时，他们发现岛上有很多椰树，所结果实的底部有三个凹陷处，看上去像个

鬼脸，所以就用 coco 来命名，将其称为 coconut，字面意思就是“鬼脸坚果”。 

coconut：['kəʊkənʌt] n.椰子，椰子肉 

879. corn：北美殖民者对美国玉米的误称 

英语单词 corn 在英国和美国的含义相差甚远，值得注意。在英国，corn 泛指“谷物”。

具体来说，在英格兰指的是“小麦”，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指的是“燕麦”。17 世纪时，英

国殖民者来到美洲大陆时，看到当地印第安人种的玉米，将其称为“india corn”。其实在英

语中表示“玉米”的单词是 maize，但由于当时在新英格兰地区玉米是唯一的粮食作物，因

为殖民者习惯将其称为 india corn，后来缩略为 corn，而原本表示“玉米”的 maize 一词反

而很少使用。 

corn： [kɔːn] n.（美）玉米，（英）谷物，（皮肤）鸡眼 vt.腌，使成颗粒 

880. fetish：非洲原始部落的实物崇拜 

在西非和中非的一些原始部落流行传统的实物崇拜，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宗教。这些原

始部落由于对自然现象缺乏理解，以为许多物体如石块、木片、树枝、弓箭等具有灵性，并

赋以神秘的、超自然的性质，以及支配人的命运的力量。他们将这种灵性物品制作成护身符，

或当成偶像来进行崇拜。 

最初来到西非的葡萄牙航海家、水手和商人接触这些非洲原始部落后，将他们所崇拜的

这些护身符或偶像称为 feitiço，意思是“人造的”，来自拉丁语 facticius（人造的）。1760

年，著名人类学家查尔斯·德·布霍斯（Charles De Brosses）在其著作中提到了非洲原始部落

的这种实物崇拜，并在葡萄牙语 feitiço 的基础上构造了法语 fétiche，英语单词 fetish 正是来

源于此。 

在宗教领域，fetish 表示“实物崇拜，拜物”；在心理学领域，fetish 表示“恋物”。 

fetish：['fetɪʃ] n.恋物，恋物癖；拜物，偶像 

fetishism：['fiːtɪʃɪzəm] n.恋物癖，恋物症；拜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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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1. gorilla：迦太基航海家在西非见到的多毛野人 

公元前 5 世纪，一位名叫汉诺（hanon）的迦太基航海家率领一支船队沿着非洲西海岸

向南探险并写了一本游记。希腊人将他所写的游记翻译成了希腊语。在游记中汉诺写道，他

们来到一个小岛，岛上有很多长毛野人，雌性多于雄性，皮肤粗糙。当地的黑人向导将这些

野人称为 gorillai。汉诺等人想抓捕几只野人，但雄性野人非常敏捷地爬到了悬崖顶上，一

只也没抓住。最后只抓住了三只雌性野人。但这些野人拼命挣扎，又撕又咬。汉诺等人只好

杀死了它们，把它们的皮毛带回了迦太基。 

20 多世纪后，一位名叫萨维奇（Savage）的美国医生兼传教士前往西非传教。1847 年，

他从西非返回美国，带来了某种类似巨人的动物的骨头。他与一名同事给这种动物起了个拉

丁学名叫做 Troglodytes gorilla，Troglodytes 是“穴居人”的意思，而 gorilla 即来源于汉诺

的叙述。英语单词 gorilla（大猩猩）就来自拉丁语 gorilla。 

看到这里，很多人也许会想到，汉诺等人发现的野人可能就是大猩猩。不过，也有人根

据这些野人被捕获后还有机会又撕又咬的事实推测，它们可能是体型较小的黑猩猩

（chimpanzee），而非我们原先认为的大猩猩。 

gorilla：[gə'rɪlə] n.大猩猩 

882. Indian：哥伦布对美洲土著人的误称 

公元 1492 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为了找到一条通往印度的新航道而在大西洋中向西

远航，首次航行至美洲新大陆。哥伦布误以为所到之处为印度，因此将此地的土著居民称作

“印度人”（西班牙语 indios，英语 indians）。后人虽然发现了哥伦布的错误，但是这个称

呼已经普及。为了避免与真正的印度人混淆，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中称印地安人为“西印度

人”（Wester Indians），而将真正的印度人称为“东印度人”（Easter Indians）。汉语翻译时

则直接把“西印度人”（Wester Indians）翻译成“印第安人”，避免了混淆。 

Indian：['ɪndɪən] n.印度人，印第安人，印第安语 adj.印度的，印第安人的，印第安语

的 

883. kangaroo：对澳洲土著方言的误解 

公元 18 世纪，英国著名航海探险家库克船长抵达澳洲，他遇见了一种奇形怪状的动物，

http://baike.baidu.com/view/37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90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5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75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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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向土著向导打听这是什么动物时，向导没听懂他的话，只好回答：kang-a-roo。库克以

为是这种动物的名称，就仔细地把这个发音记录下来，并带回英国。当更多人从英国来到澳

洲时，迫不及待地想见识一下 kang-a-roo 究竟是什么样子。可是，当他们问当地人 kang-a-roo

的时候，当地人却莫名其妙。后来人们终于弄明白：原来 kang-a-roo 其实是“我不知道你在

说什么”的意思。虽然闹了个大笑话，但这个英文单词 kangaroo（袋鼠）却一直沿用至今。 

kangaroo：[,kæŋgə'ruː] n.袋鼠 

884. knickers：纽约早期荷兰移民后代的绰号 

纽约最早是由荷兰人发现并创建的，因此早期的纽约居民大部分都是荷兰移民及其后代。

这些人被美国人送了一个绰号 knickerbocker（尼克人）。1809 年，美国著名作家华盛顿·欧文

在出版讽刺性作品《纽约历史：从世界开端至荷兰王朝完结》一书中，使用了笔名戴德里奇

•尼克波克（Diedrich Knickerbocker）。该书出版后大受欢迎，也使得 knickerbocker 这个绰号

更加流行，成为纽约市的一个文化符号。 

1845 年，Knickerbocker 一词进入体育界。美国历史上首支棒球队就起名为“纽约尼克

波克队”（New York Knickerbockers）。1946 年夏天，在为新成立的纽约男子职业篮球队起

名时，球队大部分人都选择了 Knickerbockers 这个名字，后来简化为 Knicks，这就是美国男

子职业篮球联赛（NBA）球队纽约尼克斯队名称的由来。 

纽约荷兰移民喜欢穿一种宽松的灯笼裤，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纽约最受欢迎的标志性装

扮就是“灯笼裤大叔”式：棉质假发，三角帽，带有皮带扣的鞋子，当然还有灯笼裤。因此，

人们将这种荷兰移民爱穿的灯笼裤也称为 Knickerbockers，后来简略为 knickers。 

knickers：['nɪkəz] n.灯笼裤，短裤，女用灯笼裤型的扎口短裤 

885. logroll：殖民者相互协助搬运原木 

早期殖民者来到美洲大陆时，条件非常艰苦。殖民者需要砍倒大树，清理土地，修建房

屋。由于砍倒的原木（log）太重，一个人无法帮运，需要邻居帮忙，大家齐心协力滚动原

木。因此人们就用“you roll my log and I'll roll yours”（你帮我滚原木，我也会帮你滚原木）

来形容“相互协助”，简略为 logroll。现在通常用来表示相互投赞成票的政治交易。 

logroll：['lɒɡrəʊl]vt.互投赞成票使通过 vi.互相捧场，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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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6. shark：美洲土著对鲨鱼的称呼 

在 16 世纪之前，英国水手们将鲨鱼称为“sea dog”，因为它们会像狗一样咬人。直到现

在，英语中依然使用 dogfish 来称呼很多种小型鲨鱼。16 世纪 50 年代，英国著名的航海探

险家、商人及海盗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在一次前往新大陆的远航中，在加勒比海

域捕获了一条巨大的鲨鱼，将其制成标本带回了英国伦敦并展出。在对外介绍这条鲨鱼时，

霍金斯的水手们将其称为 sharke，该词很有可能来自美洲土著人对鲨鱼的称呼。现代英语单

词 shark 就来源于此。 

shark：[ʃɑːk] n.鲨鱼，骗子 v.敲诈，诈骗 

887. soy：中国人用黄豆制成的“豉油” 

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使用黄豆制造酱油作为调味品，俗称为“豉油”（shiyou）。传到

日本后大受欢迎，因为特别适合用来腌鱼。在日本，它的名称变成了 shoyu，后来又变成 soyu。

荷兰殖民者到达日本后，发现了这种调味品，十分喜爱，将其传入欧洲，名称变成了 soya。

进入英语后，变成了现在的 soy，既可以表示“酱油”（soy sauce），也可以表示用来制造酱

油的大豆或黄豆（soy bean）。 

soy：[sɒɪ] n.酱油，大豆，黄豆 

soy sauce：酱油 

soy bean：大豆，黄豆 

888. stump：当做临时演讲台的树桩 

美国西部大开发时，来到西部的开拓者一旦发现适合居住的地方，就开始砍伐树木，清

出空地，开始修建房屋，开拓耕地。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从地上挖走树桩（stump）。

由于这项工作十分费力，所以 stump 逐渐有了“难住某人”的意思。 

一些没有移走的树桩成了开会时的演讲台。很多人喜欢站在树桩上当众讲话。据说华盛

顿任大陆军总司令时，就多次站在树桩上给官兵讲话。因此后来，stump 又有了“巡回竞选

演讲”的意思。 

stump：[stʌmp] n.树桩，残余部分，假肢 vt.砍伐，难倒，在……做巡回政治演讲 vi.笨

重地行走，发表竞选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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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 tabacco：美洲土著对烟草的称呼 

据历史学家考证，烟草起源于美洲。早在 4000 多年前，美洲的玛雅人就已经开始种植

和吸食烟草。他们发现烟草的香味具有提神解乏的功效，便开始咀嚼烟草，后来改为吸食。

在一座建于公元 432 年的玛雅神殿里，一张半浮雕画描绘了一个叼着长烟管烟袋、头部裹着

烟叶的玛雅祭司在举行祭祀仪式时吸烟的情景。 

1492 年，哥伦布率领船队抵达美洲大陆，见到当地人吸食烟草，非常好奇，便去询问

当地人这是什么东西。哥伦布根据当地人的回答，将烟草翻译为西班牙语 tabaco，并将当地

人赠送的一些烟草带回欧洲。从此，烟草才被世人所知并广泛流传。 

据语言学家研究，当时美洲土著人回答哥伦布时，指的很可能并非烟草本身，而是“卷

好的烟叶”或“吸食烟草的烟管”。但不管怎样，西班牙语 tabaco 成了西方对烟草的称呼，

英语单词 tabacco 就来自西班牙语的 tabaco。 

据说，加勒比海地区的 Tobago（多巴哥）岛也是哥伦布根据当地人吸食烟草的习俗而

命名的，所以拼写与 tabaco 很像。 

tobacco： [tə'bækəʊ] n.烟草，烟叶，烟草制品 

890. tatt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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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1. turkey：形如“土耳其鸡”的北美大鸟 

15、16 世纪的土耳其（Turkey）首都君士坦丁堡是连接欧亚的重要贸易枢纽，很多商

人在那里销售来自非洲的商品，其中就包含一种产自非洲马达加斯加岛的大型鸟类。这种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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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叫做“珍珠鸡”（guinea fowl），但在土耳其被商人改称为“土耳其鸡”（Turkey cock）

销往英国。后来这种鸟被英国人简称为 turk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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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相与珍珠鸡很像，误以为是珍珠鸡的一种，便也将这种鸟称为

turkey。其实，这种鸟与产自非洲的珍珠鸡并非同类，而是北美特有的火鸡，后来成为北美

人们感恩节上的常见佳肴。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火鸡被北美殖民者发现后，经由土耳其人走向世界，故被称为 turkey。 

turkey：['tɜːkɪ] n.火鸡，笨蛋 

Turkey：['tɜːkɪ] n.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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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文艺篇 

（一） 哲学观念 

892. skeptic：仔细察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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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词来自希腊语 skeptesthai（察看、深思），词根 skep=scop、

spec（察看）。因此 Skeptikoi 可以理解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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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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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3. virtue：男人具有的能力和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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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具有的能力和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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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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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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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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rile： ['vɪraɪl] adj.男人的，有男人气概的，刚健的 

virtual： ['vɜːtjʊəl] adj.虚拟的，几乎是事实的 

894. aesthetics：研究人类感性认识的学科 

英语单词 aesthetic 表示“审美的”，加上一个否定前缀 an 后形成的单词 anaesthetic 却

表示“麻醉”，这是为什么呢？原来，aesthetic 来自希腊语 aisthetikos，本意就是“感知、

感觉”的意思，所以加上 an 后就是“没有感觉”，即“麻醉”的意思。那么，aesthetic 的

词义又是怎么从“感知、感觉”转变为“审美”的呢？这都拜“美学之父”鲍姆嘉通所赐。 

鲍姆嘉通（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1714-1762）是德国哲学家和美学家，美学

学科的开创者。鲍姆嘉通把美学规定为研究人感性认识的学科。他认为人的心理活动分为知、

情、意三方面。研究“知”或人的理性认识有逻辑学，研究人的意志有伦理学，而研究人的

情感即人的感性认识的学科，鲍姆嘉通将其称为“aesthetics”，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 aesthetic

（感知、感觉），后来翻译成汉语就成了“美学”。随着美学的发展，aesthetic 变成了美学

中的专用名词，原有的词义反而被人遗忘了，只有在含有它的其他词语如 anaesthetic（麻醉）

中才能发现它的初始含义。 

aesthetic：[iːs'θetɪk; es-] adj.美的，美学的，审美的，有审美情趣的 

aesthetics：[iːs'θetɪks; es-] n.美学，审美观，关于美的哲学 

anaesthetic：[,ænɪs'θetɪk] n.麻醉剂，麻药 adj.麻醉的 

anaesthesia：[,ænɪs'θiːzɪə] n.麻醉，麻木，感觉缺失，等于 anesthesia 

895. agnostic：处于有神论和无神论之间的哲学学说 

英语单词 agnostic 最早在 1869 年由英国哲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创造，用于描述他的

哲学思想。agnostic 由否定前缀 a 加上希腊语中表示“知道”的单词 gnostos 复合而成，字

面意思就是“不知道”。这种哲学否认认识世界或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他那里，不可

知论者是指对基督教神学教条表示怀疑，但又拒绝无神论，主张把上帝是否存在这一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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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置起来的人。这种哲学学说就是 agnosticism（“不可知论”）。 

agnostic：[æg'nɒstɪk] adj.不可知论的 n.不可知论者 

agnosticism：[æɡ'nɒstɪsɪzəm] n.不可知论 

896. altruism：法国哲学家孔德杜撰的哲学术语 

“利他主义”是指把社会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社会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生活态度和

行为原则。英语中表示“利他主义”的单词 altruism 来自法语 altruisme，由法国哲学家孔德

Auguste Comte 在 1830 年最早创造，由古法语词根 altrui-和表示“主义”的后缀-ism 组成。

altrui-来自拉丁语 alteri，是 alter（其他的）的与格形式。后人在 altruism 的基础上又创造了

altruist（利他主义者）、altruistic（利他的）等词。 

altruism：['æltruɪzəm] n.利他主义 

altruist：['æltrʊ,ɪst] n.利他主义者 

altruistic：[,æltrʊ'ɪstɪk] adj.利他的，无私的 

897. category：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范畴” 

kategoria 原本是一个法律术语，表示“指控、断言”。它由 kata（=cata，表示 down to

或 against）+agoreuein（当众宣称）构成。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哲学著作中使用了希腊语 kategoria 来表示哲学术语

“范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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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单词 category 就来源于希腊语 kategoria，原本表示“范畴”。因为“范畴”代表的

是一个基本概念，每一个范畴都代表一类具体事物，如“人”这个范畴就代表了一类生物，

所以在非哲学场合，category 常用来表示“种类”。 

category：['kætɪg(ə)rɪ] 种类，类别，范畴 

898. civiliz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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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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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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文明的 civilization 的

词根是 civil（市民的、城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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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国文明大约开始于夏末商初，因为在考古学上最早能发现的城市遗址就是这个时

期，再往前所发现的统统是文化遗址，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良

渚文化等等。 

civilize：['sɪvəlaɪz] v.使文明，教化，使开化，变得文明 

civilization：[ˌsɪvɪlaɪˈzeɪʃən]n.文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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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 cynic：对他人行为动机的负面态度 

单词 cynic 源于古代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犬儒主义”（Cynicism）。人们一般认为犬儒

主义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创立的，另一人物第欧根尼（Diogenēs）

则因住在木桶里的怪异行为而成为更有名的犬儒主义者。犬儒主义者行为怪诞，放浪形骸，

因此在希腊语中被称为 kynikos，意为 dog-like（像狗一样的），源自希腊语 kyno（dog）。英

语单词 cynic 就源自希腊语 kynikos。但也有人认为，cynic 一词源自安提斯泰尼讲学所在的

一座体育馆的名字 Kynosarge（gray dog，灰狗）。 

犬儒主义宣扬人要摆脱世俗的利益而追求唯一值得拥有的善，精神上的幸福快乐才是真

的的快乐满足。随着犬儒理念的流行，犬儒主义的内涵发生了微妙的根本变化。早期的犬儒

主义者是根据自身的道德原则去蔑视世俗的观念；后期的犬儒主义者依旧蔑视世俗的观念，

却丧失了赖为准绳的道德原则，从愤世嫉俗就变成了玩世不恭。 

现在，人们通常将“犬儒主义”定义为一种带着厌倦情绪的负面态度，对于他人行为的

动机与德性都采取一种不信任和嘲弄的态度，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自私自利驱使的。这也

是 cynic 这个单词在现代的主要含义。 

cynic：['sɪnɪk] adj.犬儒学派的 n.愤世嫉俗者，犬儒学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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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nical：['sɪnɪk(ə)l] adj.愤世嫉俗的，冷嘲热讽的，挑剔讽刺的 

cynicism：['sɪnɪsɪz(ə)m] n.犬儒主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冷嘲热讽 

900. educate：把学生的天资引导出来 

在西方的教育观念中，教育的本质是启发、引导、培养新一代。教师的责任就是把学生

内在的天资，能力引导出来。英语中表示“教育”的单词 educate 的原始含义正是如此。这

个词来自拉丁语 educatus，是动词 educere 的过去分词形式。而 educere 由 e（ex、出来）和

ducere（lead、引导）组成，字面意思就是 lead out（引导出来）。从这个词的本质含义可以

看出，中国学校的填鸭式灌输并不能称为 education。 

educate：['edjʊkeɪt] vt.教育，培养 

education：[edjʊ'keɪʃ(ə)n]  n.教育，教育学 

901. Gnosticism：宣扬“灵性知识”的希腊哲学思想 

Gnosticism（“诺斯替主义”）是希腊哲学晚期的一种思想，认为物质世界是邪恶的，

灵魂从灵性世界堕落至邪恶的物质世界，只能通过“灵性知识”才能得到救赎，重返灵性世

界。他们把这种隐秘的、关乎拯救的智慧或“灵性知识”称为“诺斯”（gnosis），将拥有

“灵知”的人称为“诺斯替”（Gnostic）。在基督教发展初期，诺斯替主义者曾借用基督信

仰来表达这种隐秘智慧的求道方式，被教会的大公会议判为异端。 

英语单词 gnosis、gnostic、gnosticism 等英语单词的词源都是希腊语中表示“知道”的

单词 gnostos。 

gnosis：['nəʊsɪs] n.灵性知识，真知，直觉 

Gnostic：['nɔstik] n.诺斯替教徒 adj.诺斯替教徒的，诺斯替教派的 

Gnosticism：['nɔstisizəm] n.诺斯替主义，诺斯替教派 

902. philosopher：爱智慧的人 

希腊战胜波斯后，希腊城邦进入繁荣阶段，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制度日臻完善。雅典民

主制下的竞争主要通过辩论和演讲进行。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批专门传授辩论和演讲的

教师，称为“智者”（sophist），意思就是“有智慧的人”。智者具有强烈的功利性，为了

赢得个人声誉，他们利用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对传统观念提出挑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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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古希腊哲学的发展，但对哲学的根基带来了严重损害，因为他们否定确定的或唯一的真理

标准，对一切都表示怀疑和反驳，以达到驳倒对方的实用目的。他们虽然有智慧，却拿来作

为达到实用目的之手段。苏格拉底等哲学家把他们斥为“批发或零售精神食粮的商人”。为

了表明自己与这些智者的区别，苏格拉底将自己称为 philosopher（哲学家），意思是“爱智

慧的人”。由此可见，哲学家是勇于承认自己的无知，以追求真理和智慧为目标的人。 

从希腊语 sohpia（智慧）产生了英语词根 sohpy，并衍生了众多与智慧相关的单词。 

sophist： ['sɒfɪst] n.诡辩家，智者 

sophistry：['sɒfɪstrɪ] n.诡辩，诡辩术 

sophisticated：[sə'fɪstɪkeɪtɪd] adj.复杂的，久经世故的 

philosopher：[fɪ'lɒsəfə] n.哲学家，哲人 

philosophy：[fɪ'lɒsəfɪ] n.哲学 

sophomore：['sɒfəmɔː] n.（大学）二年级生。记 sopho 智慧+more（moros）愚蠢→半聪

明半愚蠢的人→二年级学生 

903. logic：世间万物变化的尺度和准则 

单词 logic 源自希腊语 logos（逻各斯）。逻各斯是一个希腊哲学的概念。希腊哲学家赫

拉克利特 (Heraclitus) 最早使用了这个概念，他认为逻各斯是世间万物变化的一种微妙尺度

和准则。斯多亚学派是逻各斯的提倡者和发扬者。他们认为逻各斯是宇宙事物的理性和规则。 

logic：['lɒdʒɪk] n.逻辑，逻辑学，逻辑性 adj.逻辑的。 

logical：['lɒdʒɪk(ə)l] adj.合逻辑的，合理的，逻辑学的。 

904. predicament：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范畴”的拉丁文意译 

英语单词 predicament 来自拉丁语 predicamentum，而后者是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所提出的术语“范畴”（英语 category，希腊语 kategoria）的拉丁语意译。predicament 的字

面意思是“所宣称、断言的东西”，等于 category，与 predict（预言）、predicate（断言、谓

语）词源相同。predicament 原本表示“范畴”，后来词义演变为“状态、情形”，最后专

指“令人难受而又难以摆脱的情形”，即“困境”。 

predicament：[prɪ'dɪkəm(ə)nt] n.困境，窘况，状态 

（二） 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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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 abecedarian：拉丁字母表中的前四个字母 

英语单词 abecedarian（初步）的拼写看起来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就是拉丁字母表中前

四个字母（ABCD）的组合。也就是说，abecedarian=a（A）+be（B）+ce（C）+da（D）+rian

（后缀）。因此，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拉丁字母表中的前四个字母，引申为“字母的，初步

的”。 

abecedarian：[,eɪbiːsiː'deərɪən] adj.初步的，字母的，按字母排序的 n.初学者，启蒙老师 

abecedarium：[,eibi:si:'dεəriəm] n.入门书，初级读物 

906. allegory：暗含另一层意思的公开演说 

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喜欢在市场等公共场所闲聊，很多政治家、思想家也喜欢在公共场

所发表演讲，谈论哲学或政治。在谈及一些不便于明说的敏感话题或为了增加演说的趣味性，

他们往往会采用讽喻的手法，用虚构的角色和故事来暗指、讽刺某人或某种现象。这种用来

讽喻现实的虚构故事在希腊语中就被称为 allegoria，由 allos（不同的、另一个）+agoreuein

（公开演说）构成，字面意思就是“暗含另一层意思的公开演说”。英语单词 allegory 就来

自希腊语 allegoria。 

古希腊最有名的一则寓言是大哲学家柏拉图的“洞穴寓言”（cave allegory），用来描述

真实的“理念”和人们通过感觉所虚构的“表象”之间的差异。此外，《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是古希腊寓言的集大成者。英语单词 fable也可以表示“寓言”，但它的本意是 story、

tale（虚构的故事、无稽之谈），它的词义重点在于“虚构”而不是“寓意、讽喻”。 

allegory：['ælɪg(ə)rɪ] n.寓言，讽喻 

allegorical：[,ælɪ'gɒrɪk(ə)l] adj.讽喻的，寓言的，寓意的 

907. alphabet：希腊字母表的前两个字母 

希腊字母源于腓尼基字母。腓尼基字母只有辅音。希腊字母是世界上最早有元音的字母，

共 24 个，从左往右书写。希腊字母对整个西方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马人使用的拉丁

字母和俄语等使用的西里尔字母都来自希腊字母。至今，各国人民在数学、物理等学术领域

中依然使用希腊字母。希腊字母融入了许多其他语言中，如 Delta（三角洲）这个国际语汇

就来自希腊字母 Δ，因为 Δ 是三角形。英语单词 alphabet（字母表）与希腊字母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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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来自希腊语 alphabetos，由 alpha + beta 构成，而 alpha 就是希腊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母 α，

beta 是希腊字母表中的第二个字母 β。在这里，字母表中的前两个字母用来代表整个字母表。 

alphabet： ['ælfəbet] n.字母表，字母系统，入门知识。记：alpha + beta 

908. ant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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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宫中风格怪异的壁画吸引了大量艺术家前来观摩学习，如米开朗基罗

和拉斐尔都曾来此潜心研究，将其精髓体现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大量画家从金宫壁画中得

到灵感，从此开创了一个著名的艺术流派“洞穴画派”（grotesque）。英语单词 grotesque 本

意是指“洞穴的”，现在本意已很少使用，往往用来表示“奇异的，怪诞的”。 

英语单词 antic 的起源也与金宫有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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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ique：[æn'tiːk] adj.古老的，年代悠久的，过时的 n.古董，古玩 

grotesque：[grə(ʊ)'tesk] adj.奇形怪状的，古怪的，可笑的 n.奇异风格，怪异的东西 

909. aria：意大利歌剧中的“咏叹调” 

英语单词 aria 来自意大利语，原本是一个歌剧术语，表示“咏叹调”，字面意思是 air

（空气）。十七世纪末，随着歌剧的迅速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宣叙调的平淡，希望有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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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感情色彩的表现形式，咏叹调便应运而生。从诞生之初，咏叹调就在各方面与宣叙调形成

对比，其特征是富于歌唱性（脱离了语言音调）、长于抒发感情（而不是叙述情节）、有讲究

的伴奏（宣叙调则有时几乎没有伴奏或只有简单的陪衬和弦）和特定的曲式（多为三段式；

宣叙调的结构则十分松散）。此外，咏叹调的篇幅较大，形式完整，作曲家们英雄有用武之

地，还经常给演员留出自由驰骋的空间，让他们可以表现高难的演唱技巧。因此，几乎所有

著名的歌剧作品，主角的咏叹调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现在，aria 除了表示歌剧中的“咏叹调”外，还通常表示“独唱曲”。 

aria：['ɑːrɪə] n.咏叹调，独唱曲 

910. ball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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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指的是跳舞时伴奏的歌曲，其中的 ball

就是“舞蹈”的意思。在中世纪时，跳舞时所演奏的歌曲一般是讲各种英雄传说故事的叙事

诗歌，也就是民谣，因此 ballad 就被翻译成“民谣”，实际上它的字面意思应该是“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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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 ball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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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letto，是 ballo（ball、舞会）的指小形式，字

面意思就是“小型舞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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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ball（舞会）是指以跳舞为主要

内容的社交活动，在舞会中，所有人在大部分时间都在跳舞，而 ballet 则仅仅在宴会的一部

分时间进行，跳舞的也仅仅是一部分人，大部分人则在旁观看。从这个意义看，ballet 确实

是 ball 的缩小形式，所以 ballet 拼写为 ball 的指小形式正是它们之间关系的恰当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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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词源故事集锦——钱磊博士编著 

                 新浪微博：weibo.com/qianlei888   昵称：钱博士趣味英语                406  

912. banister：造型类似石榴花萼管的支柱 

古代欧洲曾经流行一种类似石榴花萼管的造型，常常应用于栏杆支柱的设计上。因此在

意大利语中，人们就用石榴花（balausta）来命名这种造型的栏杆立柱，称为 balaustro。该

词进入英语后拼写变为 baluster，后来演变为 banister。现在，banister 一词已经成为各种造

型的栏杆支柱的统称。 

banister：['bænɪstɚ] n.栏杆立柱，楼梯护栏 

913. barnstorm：美国草台班子在乡村谷仓的演出 

19 世纪初，美国一些二三流的剧团和马戏团去乡村巡回时，由于乡村缺乏剧场或大厅，

往往租用农户的谷仓作为演出场地。这种演出往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不同农家的谷仓之

间快速转移，就像暴雨（storm）一样转瞬即逝。因此，人们就把这种巡回演出形象地比喻

为 barnstorm（谷仓暴雨）。19 世纪中叶以后，美国一些政治家在竞选中也频频到各地农村

活动，有的还在谷仓举行讲演会，因此该词也常被用作政治术语，指政治家四出巡回发表竞

选演说。 

barnstorm：['bɑːnstɔːm] vt.vi.在乡村或小城镇巡回演出 

914. baroque：十七世纪欧洲教会的艺术风格 

巴洛克（baroque）是十七世纪欧洲的艺术风格，初发源于 17 世纪教皇统治的罗马。它

的兴起与罗马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及西欧国家君权的加强有密切关系，或许是教会与宫廷

需要表现动感与力量的艺术去表达对上帝与君王的尊敬与权威，传达对新教分裂天主教及封

建割据阻碍国家统一的不满；总之，它是为教权与君权的强化服务的。与文艺复兴时期所推

崇的古典主义不同，巴洛克风格抛弃了单纯、和谐、稳重的古典风范，追求一种繁复夸饰、

气势宏大、奔放、富于动感的艺术境界。这种风格集中体现在天主教教堂上，并影响到了家

具和室内设计。 

古典主义者认为巴洛克风格是一种离经叛道的风格，因此就用 barogque一词来形容它。

关于 barogque 一词的来源，很多人认为它来自葡萄牙语，用来表示形状不规则、不圆润的

珍珠。进入法语后，转变为“不规则”的意思，与巴洛克风格所强调的动感、夸张效果倒是

很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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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oque：[bə'rok] adj.巴洛克式的，结构复杂的，不规则的 n.巴洛克风格 

915. bathos：对感伤煽情的讽刺 

在修辞学中有一个修辞手法叫做 pathos，字面意思是“感伤”，指利用各种哀怨动人的

句子层层递进地打动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煽情”。英语单词 pathetic（可怜的、感伤的）

就是 pathos 的形容词。后来，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根据 pathos 杜撰了 bathos（突降法）

一词，指从崇高、庄严的情境突然下降至普通甚至庸俗的情境，从而产生一种幽默效果。单

词 bathos 来自希腊语 bathos（深度），因此被译为“突降法”。它是对 pathos（感伤）的讽刺，

因此含有“无病呻吟、故作感伤”之意。英语单词 bathetic 是人们模仿 pathetic 的构词方式

从 bathos 衍生出来的形容词，表示“无病呻吟的、故作感伤的、庸俗的”，还可以表示“突

降法的”。 

bathos：['beɪθɒs] n.突降法，矫揉造作，无病呻吟 

bathetic：[bə'θetɪk] adj.突降法的，矫揉造作的，无病呻吟的 

pathos：['peɪθɒs] n.感伤，悲怅，哀怨动人的词句 

pathetic：[pə'θetɪk] adj.可怜的，感伤的，悲哀的 

916. bluestocking：18 世纪由伦敦知识女性组成的“蓝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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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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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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estocking： ['bluːstɒkɪŋ] n.女学者，女学究，女才子，卖弄学问的女性 

917. book：古日耳曼人用山毛榉做成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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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ch：[biːtʃ] n.山毛榉 

918. bravura：歌剧中难度极大的音乐片段 

英语单词 bravura 原本是歌剧术语，直接来自意大利语 bravura（勇气，=bravery），指难

度极大、需要演唱家极大勇气和技艺的音乐片段。现在通常用来比喻大胆尝试、充满勇气的

举动。 

bravura：[brə'v(j)ʊərə] n.高难片段，需要高技巧的片段，能充分展示技艺的片段，壮丽

的乐章，炫技；大胆的尝试，充满勇气的举动 

bravery：['brevəri] n.勇敢，勇气 

919. cameo：用浮雕方式加工出来的宝石工艺品 

cameo（卡梅奥）本是一种宝石加工方式，是以平面为基础的浅层浮雕，利用底面与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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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面色彩的差异突出主体，常见于艺术品创作与珠宝制作。cameo 还可以表示采用这种方式

制作出来的宝石工艺品或首饰。除此以外，cameo 通常用来比喻艺术作品中具有生动刻画效

果的精彩片段以及明星在影视作品中的友情客串。 

cameo：['kæmɪo] n.浮雕宝石，小品，精彩片段，表现抢眼的配角，明星客串 

920. canc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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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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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 canto：长篇诗歌中的一篇 

英语单词 canto 来自意大利语 canto（一首歌），后者来自拉丁语 cantus（一首歌）。意大

利著名诗人但丁首次在其意大利语作品中用 canto 来表示长诗作品中的一篇。但丁的名著《神

曲》分为三部，每部包括 33 个 canto（篇），加上一首序诗，共 100 个 canto（篇）。在英语

中，英国诗人斯宾塞首次使用 canto 表示长诗中的一篇。从此以后，人们开始使用 canto 一

词表示长篇诗歌中的一篇。 

canto：['kænto] n.篇，曲调，长篇诗歌中的一篇 

922. caricature：夸张的表达 

caricature 是一种夸张性的漫画，通常用于讽刺，如法国著名的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

刊》。它最早起源于 16 世纪的意大利，最初以其夸张而诙谐的创作手法为人们所接受。英语

单词 caricature 来自意大利语 caricatura，是动词 caricare 的名词形式。而动词 caricare 的本意

是“给车装货”、“使增大、夸大”。所以 caricature 的字面意思就是“夸张的表达”。 

在日本，caricature 被翻译为“似颜绘”，它结合了日本的浮世绘，通常用于人像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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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词在韩国、台湾和香港等地比较流行，成为了网络人像创作的潮流。 

caricature 和 cartoon 都含有“漫画”之意，但词源不同，区别在于：cartoon 通常适合儿

童，而 caricature 强调讽刺，通常面向成人。 

caricature：['kærɪkətʃɚ] n.漫画；讽刺画；夸张讽刺；滑稽可笑的模仿 vt.把…画成漫画讽

刺；用漫画手法描绘 

923. carol：古代法国的一种有伴唱舞蹈 

英语单词 carol 来自法语单词 carole，原本指的是一种在歌手伴唱下围成一圈跳舞的舞

蹈，后来还可以表示跳这种舞蹈时的伴奏歌曲，通常是具有强的节拍且不断反覆的宗教歌曲。

在 12 世纪 50 年代到 14 世纪 50 年代之间，carol 音乐非常流行，常常用作舞曲。后来，carol

还可以用作节日游行时所唱的歌，或者用作宗教剧中的音乐。在现代，carol 主要用来表示

宗教颂歌，尤其是圣诞颂歌。 

carol：['kærəl] n.颂歌；赞美诗；欢乐的歌；女名（卡罗尔）v.欢唱；歌颂 

924. catastrophe：希腊戏剧的颠覆性结局 

这个单词原本是一个希腊戏剧术语，表示“颠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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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根 cata=down，表示向下，strophe=turn，

表示翻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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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事情的解决，并且又倾向于指不好的结局，即从顺境急转直下堕入极其糟糕的境地，所以

也就具有了“大灾难，大祸”的含义。 

catastrophe：n.大灾难，大祸，惨败 

925. catchword：印在书的右下角的次页首词 

古时候的英文书籍中，前页右下角都要印上次页首词，目的在于提示装订工人，帮助他

找到正确的下一页，以免装订出错。这种印在前页末尾的次页首词在英语中就被称为

catchword，由 catch（抓住、捕获）和 word（单词）组成。在词典等工具书中，也会在每一

页的顶部印上该页的第一个或最后一个单词条目，帮助人们快速查找自己所需要的单词条目。

这个单词也被称为 catch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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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catchword 也应用于剧场，指演员上场或说白时使用的“接头词”或“提示词”。

现在，catchword 一词常常表示政治竞选或广告中的“标语”或“口号”，如美国奥巴马总统

竞选时提出的“change！”就是一个 catchword。 

catchword：n.标语，口号，流行语，口头禅 

926. catharsis：人体的净化 

英语单词 catharsis 来自希腊语名词 katharsis、动词 kathairein（净化）和形容词 katharos

（纯洁的、洁净的）。catharsis 的本意是“人体的净化”，与单词 cathartic（导泻的、泻药）、

Catherine（凯瑟琳、纯洁的人）同源。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Poetics）

中最早使用 catharsis（净化）一词来表示悲剧的功效，即通过能使人惊异、难受的剧情激发

观众的怜悯和恐惧情绪，使这两种负面情绪得以宣泄，从而保持适度水平。而在精神分析大

师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也同样使用 catharsis 一词来表示他的“宣泄论”，认为文艺创作是创

作者被压抑的欲望的宣泄。 

catharsis：[kə'θɑːsɪs] n.净化；宣泄；发泄；导泻 

cathartic：[kə'θɑrtɪk] adj.导泻的，通便的 n.泻药，通便药 

Catherine：['kæθrɪn] n.凯瑟琳，意为“纯洁的人” 

927. choi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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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 claptrap：戏剧中博取掌声的招数 

单词 claptrap 原本是一个戏剧术语，表示“博取掌声的招数”，由 clap（鼓掌、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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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trap（诡计、圈套）复合而成，相当于我国曲艺中的“包袱”。它最早出现于 18 世纪 20 

年代，现在常常用来比喻“哗从取宠的空话”或“哗众取宠的花招”。 

claptrap：n.哗众取宠的话或行为，讨好的话或行为 adj.讨好的 

929. climax：“逐层递进”的修辞手法 

英语单词 climax 来自希腊语 klimax（阶梯），来自动词 klinein（倾斜），与单词 climate

（气候）同源。klimax 原本指的是“逐层递进”这种修辞手法。进入英语后，词义从“达成

目标的连续步骤”演变至“逐步上升的步骤”，再到“程度或成就的最高顶点”。OED 认为

这种词义演变应归因于人们对该词古典含义的无知。在 19 世纪 80 年代，在一些节育倡导者

的推动下，该词还可以表示“性高潮”，以代替书面语 orgasm 一词。 

climax：['klaɪmæks] n.高潮，顶点，层进法 

930. codex：古罗马人用多块蜡板装订而成的书 

古代罗马人还发明了用于写字的蜡板。蜡板通常用木板做成，上面涂有一层蜡，用铁笔

或其他尖笔在上面刻划，蜡层可以方便地刮擦笔误和反复刻划。每块蜡板的上下两角有小孔，

可以用绳子把多块蜡板装订在一起，最上面和最下面的两块板不涂蜡，作为封面和封底，这

样就形成了一本书。这种把多块蜡板装订起来做成的书在拉丁语中叫做 caudex，后来拼写

变为 codex，字面意思是“树干，一堆木头”，这就是英语单词 codex 的词源。 

与卷轴（scroll）不同，codex 的装订方式与现代书籍一样，书写时两面均可，阅读时可

以跳读。等到其他书写材料如羊皮纸、莎草纸出现后，按照这种方式装订的书籍依然称为

codex，一般译为“古抄本”。在印刷术出现前的欧洲，这种古抄本是最主要的书籍。大量

基督教僧侣通过手抄方式，使大量古典书籍得以保存和传播。 

早期的 codex 中，最主要的内容是法律条文，所以 codex 也含有“法典”的含义。英语

单词 code（代码、法典）就源自 codex。 

codex：['kəʊdeks] n.古抄本，法典，药典 

code：[kəʊd] n.代码，密码，法典，准则 vt.编码，编成法典 

931. comedy：古希腊酒神节的狂欢游行 

喜剧最早产生于古希腊。它的希腊文 Komoidia 是由 Komos（意为狂欢游行）与 aeid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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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唱歌）合成。 它起源于农民收获葡萄时节祭祀酒神时的狂欢游行，游行者化装为鸟

兽，载歌载舞，称之为 Komos。最初时，游行队伍中只有一个合唱队，歌唱酒神颂歌。后

来，人们觉得过于单调，有人灵机一动，在队伍中增加了一个角色，专门负责与合唱队的队

长按照事先写好的台词进行对白，这就是最初的喜剧演员，负责对白和表演。后来，演员的

数量越来越多，表演的成分也慢慢超过了合唱，这就是希腊喜剧的诞生。由于喜剧的情节和

台词都相对轻佻，所以在当时地位不高，诞生时间要晚于悲剧。 

comedy： ['kɒmɪdɪ] n.喜剧 

dithyramb：n.酒神颂歌，给酒神的赞歌 

932. crisscross：中世纪儿童学习角帖书上的十字标识 

中世纪的欧洲，供儿童学习字母和数字的角帖书（hornbook）上，在字母表的最前面通

常画有一个十字标识，据说其含义是“愿基督的十字架赐予我成功”。中世纪的教育与宗教

密不可分，通常只有神职人员才有机会接受教育，因此角帖书上有这么一个十字标识十分正

常。这个十字标识被称为 Christ's cross（基督的十字架），后来被缩略为 crisscross，并衍生

出“交叉”的含义。 

crisscross： ['krɪs,krɒs] n.交叉，十字，矛盾 adj.十字形的，交叉的 adv.交叉地 vt.画十字

形于……，使……交叉成十字 vi.交叉 

933. cue：戏剧脚本中的提示标志 

在 16 和 17 世纪时，在西方戏剧的脚本上，往往有表示提醒演员说话或上场的提示符号

Q，Q 是拉丁单词 quando（=英语中的 when）的缩写。后来，这个符号逐渐演变为单词 cue，

其发音跟 Q 一样。词义也逐渐扩展，不仅可以用来表示戏剧中的提示，还可以表示任何提

示。 

cue：n.提示，暗示，线索 v.给……暗示。 

934. date：写信时的落款 

英语单词 date 和 day 的拼写和含义都很接近，但实际上它们的词源大不相同。date 来自

中古拉丁语单词 data（给予），是单词 dare（给予）的过去分词 datus 的名词形式，源自原始

印欧语词根 do-（给予）。它是怎么产生“日期”的含义的呢？其实这是由于古罗马人的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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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习惯造成的。古罗马人在落款时，按照惯例会写上 data 一词，然后写上月份和日期，意

思是这封信“交给”信使的日期。久而久之，后人忘记了这一单词的原意，将其看做是“日

期”的意思，所以 data 的词义就逐渐变成了“日期”，源自它的英语单词 date 自然也就表示

“日期”了。 

date：[deɪt] n.日期，约会 v.注明日期，确定日期，和……约会 

935. discipline：纪律严明的古罗马教育 

古罗马人以纪律严明著称，古罗马军队之所以拥有强大的战斗力，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士

兵们能够严守军纪。古罗马人的纪律性是从儿童教育阶段就开始培养、锻炼出来的。古罗马

人认为，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磨练意志、培养学生吃苦耐劳、遵守纪律等各

项优良品质，因此在教学活动中往往融合对学生的意志和纪律的培养，普遍采用体罚手段。 

英语单词 discipline 来自拉丁语 disciplina，指的就是古罗马的这种教育，字面意思是“指

导、教学”，由此延伸出“学科”之意。由于古罗马的教育强调纪律和惩戒，因此 discipline

又产生了“纪律、磨练、管教”的含义。与它同源的单词有 disciple（门徒、弟子）。 

discipline：['dɪsɪplɪn] n.学科，纪律，磨练，管教，惩罚 vt.训练，寻到，惩戒 

disciple：[dɪ'saɪp(ə)l] n.门徒，弟子 

936. episode：古希腊悲剧中两次合唱之间的部分 

古希腊悲剧来源于奉献给酒神的颂歌，原本以歌唱为主，后来逐渐添加表演、对白等内

容。因为这部分内容是后来增添的，不是酒神颂歌的主体，所以在希腊语中将两次合唱之间

的表演、对白等内容称为 epeisodion（插入的内容），是 epeisodios（插入）的名词形式。epeisodios

由 epi（额外的）+eisodos（进入）构成。这就是英语单词 episode（插曲）的来源。现在，

episode 一般表示电视剧中的“一集”（片头片尾都有音乐），或故事或经历中的一段插曲。 

episode：['epɪsəʊd] n.插曲，一段情节，有趣的事件 

937. eraser：刮掉蜡字的工具 

古代罗马人使用一种尖头铁笔在蜡板上写字。写错了或不需要了就用工具把蜡板上的字

刮掉。用来刮掉蜡字的工具就叫做 eraser。erase 就是“擦除”的意思。后来铅笔问世后，eraser

也可用来表示用来擦除铅笔痕迹的橡皮。再后来，各种有擦除功能的工具都可叫做 eraser。 



英语词源故事集锦——钱磊博士编著 

                 新浪微博：weibo.com/qianlei888   昵称：钱博士趣味英语                415  

eraser：[ɪ'reɪzə] n.橡皮，擦除器 

938. essay：在写作上的随意尝试 

单词 essay 来自法语单词 essai，原意是“尝试”，后来用来表示“随笔”，所以它指的

是任何人在写作方面的小尝试，如学生的习作、日常随笔所写的一些小文章。跟它相反的就

是专业的、篇幅较长的文学作品或论文。essay 这种文学体裁源于法国人文主义作家蒙田。

他将自己的作品称为“随笔”（essai），文体自由，篇幅有长有短，内容极为广泛，他读书

后的感想、理解、评论，他到各国旅行中的见闻，冥思苦索得出的人生哲理、格言警句，都

写进他的随笔集中。英国哲学家和语言大师培根所著的“随笔集”（Essays）是第一部重要

的英文随笔集。美国学生申请大学时，往往需要提交几篇 essay，相当于我们高考中的命题

作文。 

essay：['eseɪ] n.散文，随笔，小品文 

939. encyclopaedia：普遍的知识 

1559 年，德国的鲍·斯卡利奇（Paul Scalich）编纂了一本百科全书，他把这本书起名为

Encyclopaedia。这个书名的词源出于希腊文 Enkyklios（普遍的、包罗万象的）和 Paideia（教

育、知识）两个单词。斯卡利奇想通过自己创造的这个新单词，让人感觉到他的这本书的内

容有“普通教育”和“全面教育”的意思。 

encyclopedia：[ɪnˌsaɪkləˈpidiɚ] n.百科全书 

940. explode：通过噪声把演员轰下台 

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在观看戏剧时，喜欢毫不掩饰地当场表达自己的喜爱或反感情绪。

他们通过掌声和喝彩声表达喜爱和赞赏，而在不喜欢演员的表演时，他们也会通过嘘声、倒

彩声以及其他各种噪声来表达反感，直到将演员轰下台为止。英语单词 explode 的本意就是

“通过噪声把演员轰下台”。它来自拉丁语 explodere，由 ex（out，出去）+ plaudere（鼓掌、

欢呼）构成。 

在 17 世纪时，explode 一词在英语中的意思是“通过暴力或突然的噪声将其赶出去”，

与其本意差不多。到了 18 世纪后期，词义慢慢变为“使其突然而又大声地爆发”，后来才

完全转变为“突然而又大声地爆发、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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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de：[ɪk'spləʊd; ek-] vi.爆炸，爆发，激增 vt.使爆炸，炸开，打碎，推翻 

941. farce：宗教仪式或戏剧中临时插入的内容 

在 13、14 世纪，在欧洲的教堂仪式中，常在吟诵经文之间插入一些解说或激励人的话

语，这些经文中没有、另外插入的话语就被称为 farce。该词来自拉丁语 farcire，本意是“插

入、填充”。宗教戏剧流行后，在表演传统剧目时，演员往往会将当地最近发生的新闻作为

素材，插入到戏剧中进行插科打诨。这种用来插科打诨的内容也被称为 farce。由于这种 farce

往往是滑稽可笑的，表演时特别夸张，因此 farce 就产生了“闹剧、胡闹”的含义。 

与 farce 同源的单词有 infarct（梗塞）。 

farce：[fɑːs] n.闹剧，笑剧，胡闹 

infarct：['ɪnfɑːkt; ɪn'fɑːkt] n.梗塞，梗死 

infarction：[ɪn'fɑːkʃ(ə)n] n. 梗塞，梗死 

942. gamut：六声音阶中的最低音阶 

11 世纪时，意大利教士和音乐教师，阿雷佐的奎多（Guido d'Arezzo）对记谱法进行了

改革，他把原来的红线和黄线加上两条黑线，变成了四线谱表，使音高记谱更准确。为了使

视唱容易，他使用圣约翰赞美诗的 6 行诗词每行开头的第 1 个音节（ut、re、mi、fa、sol、

la）作为六声音阶的阶名唱法来教学生，从而诞生了六声音阶的六个唱名 ut、re、mi、fa、

sol、la，成为阶名唱法的基础。在四线谱表中，奎多将最低的一个音阶（即 ut）放在最下面

的线上。由于四线谱表中最下面的一条线是用希腊字母 Γ（gamma）来称呼的，所以最低的

音阶在英语中就被称为 gamma ut，后来缩写为 gamut，词义也发生了变化，从“最低的音阶”

变成了“所有音阶、全音阶”。 

gamut： ['gæmət] n.全音阶，全音域，整个范围 

943. gazette：威尼斯政府最早发行的报纸 

16 世纪时，意大利威尼斯市政府首次发行了一份官方报刊，每月出版一词。当时用一

枚叫做 gazeta 的威尼斯小铜币即可购买一份这种报刊，因此威尼斯人将其称为 gazzetta。该

词进入法语后写作 gazette。法国发行的第一份报纸就叫做 Gazette de France（《法国报》）。后

来，英语也吸取了该词，并保留其法语拼写方式，用来表示“公报”、“时事报”。许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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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官方报刊都使用 gazette 这种名称，现在依然应用于报刊名称中。 

gazette：[gə'zet] n.报纸，公报 vt.在报纸上刊登 

944. grammar：使用文字的技艺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语法就已经成为学校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科目，属于“七艺”（逻

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音乐）之一。表示“语法”的英语单词 grammar 就

来自希腊语 grammatike（文字的、字母的），是 gramma（字母）的形容词，而 gramma 则来

自动词 graphein（画、写）。希腊语 grammatike 在拉丁文中拼写为 grammatica，进入法语后

变为 gramaire，最后演变为英语单词 grammar。来源相同的英语单词还有 diagram（图表）、

graph（图形）、program（程序）。 

grammar：['græmə] n.语法，文法，语法书 

945. grotesque：仿效古罗马金宫壁画风格的“洞穴画派” 

暴君尼禄统治罗马帝国时，在罗马城中修建了一座类似阿房宫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史称

“金宫”。尼禄死后，金宫被废弃填平，后人在其上部修建了大角斗场等其他建筑，从此再

无人记得“金宫”的存在。一直到了 15 世纪末，有个罗马人，走在山路上不小心摔进了一

个大坑里，人们这才发现了金宫的废墟。废墟的四壁上画满了各种风格怪异的壁画。很快地，

这个神秘的“山洞”成了罗马一处新“景点”，前去观光考察的，大多是当时的顶尖艺术家，

包括正在为教皇装修梵蒂冈宫殿的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他们带上绳索、火把下到洞里，仔

细研究那些前所未闻的壁画。 

15 世纪正是艺术史上改朝换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们从“山洞”的壁画中得到灵感，

发起一场立竿见影的艺术革命。流丽的线条和夺目的色彩被复制到王公贵族的府邸、别墅，

一个新的绘画流派形成了，名称就叫“洞穴画派”，意大利语为 grottesco，英语为 grotesque，

字面意思就是“洞穴的”，源自意大利语 grotta（洞穴）、英语单词 grotto（洞穴）。 

该词本来用来形容金宫废墟里的壁画，由于这些壁画风格过于独特怪诞，grotesque 一

词后来衍生出“怪异”的意思，它本来的词义倒被人淡忘了。 

grotesque：[grə(ʊ)'tesk] adj.奇形怪状的，怪诞的，可笑的 n.怪诞风格，奇异东西 

grotto：['grɒtəʊ] n.洞穴，岩穴，人工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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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 hieroglyphic：刻在古埃及神庙中的象形文字 

古埃及人很早就发明了象形文字，但其运用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仅用来记录法老和宗

教方面的资料，常常雕刻在古埃及神庙的石墙、石柱上。因此，古希腊人将这些象形文字称

为 hieroglyphikos，由 hiero（神圣的）和 glyphe（雕刻）组成，字面意思就是“神圣的雕刻”。

由于这些雕刻的图画其实是一种象形文字，所以 hieroglyphic 常常翻译为“象形文字”。它

原本是一个形容词，但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将其作为名词使用。因此，在

英语中，它即可做形容词也可做名词。 

hieroglyphic：[haɪrə'glɪfɪk] adj.象形文字的 n.象形文字 

947. hornbook：供儿童学习字母和数字用的角帖 

中世纪时期，欧洲人将字母、数字等内容印在纸上或其他材料商，上面盖有透明角片加

以保护，裱在有柄的木板上，，供儿童认识字母及数字用，类似于现在的识字卡。这种儿童

教育材料被称为 hornbook（角帖书），由 horn（角）+book（书）构成。后来，hornbook 被

用来比喻各种基础读物、入门书。 

hornbook： ['hɔːnbʊk] n.入门书，角帖书，识字板 

948. ink：能腐蚀羊皮纸留下痕迹的涂料 

在古罗马帝国时期，罗马皇帝使用一种紫色涂料来批改公文。这种涂料用酸性物质配置

而成，能够腐蚀羊皮纸的皮革纤维，使笔迹永久不褪色。这种涂料在拉丁语中称为 encaustum，

由 en（=in，进入）+caust（=burn，燃烧，腐蚀）+um（名词后缀）构成，字面意思就是能

腐蚀进入羊皮纸的东西。该词进入法语后，拼写变成 enque，进入英语后，拼写变成了 ink。 

ink：[ɪŋk] n.墨水，油墨 vt.签署，涂墨水于 

949. jazz：新奥尔良红灯区的粗俗俚语 

爵士乐，一种起源于非洲形成于美国的音乐类型，缘于蓝调(blues)。该词是美国人查的

最多的词源之一。据说 jazz 原为 jass，最早来源于新奥尔良红灯区的性暗示语“JASSING IT 

UP”，俚语 jass 指性爱中的短暂高潮，十分粗俗，公众难以接受，因此后来改写为 jazz。

随后 jazz 这个词开始普及和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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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zz： [dʒæz] n.爵士乐，爵士舞 v.奏爵士乐，跳爵士舞 adj.爵士乐的，喧闹的 

950. liber：古罗马人用作书写材料的树皮 

和古日耳曼人用山毛榉作为书写材料一样，古代罗马人使用树木的光滑内皮作为书写的

材料，英语单词 liber（书籍）、library（图书馆）就反映了这种做法。单词 liber 源自拉丁语，

本意是“树的内皮”，后来表示“图书”。单词 library 来自拉丁语 librarium，字面意思就

是“存放 liber（图书）的地方”，后缀 um 表示“场所”，如 museum。 

考古学家曾经在英国的文德兰达（Vindolanda）挖掘出 400 余片罗马时代的木简，大小

如同明信片，材质有桦树、桤木和桉树。 

liber： ['laɪbə] n.书籍，树皮 

library：['laɪbrərɪ; -brɪ] n.图书馆，藏书室 

951. magazine：各种信息混杂的仓库 

1731 年，英国人爱德华·凯夫（Edward Cave）创办了《绅士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以“杂志”magazine 命名的出版物。在杂志诞生之前，

世界上已经有不少专业期刊，但都局限于特定专业。爱德华•凯夫想推出一本期刊，内容囊

括受教育的大众可能感兴趣的每个主题，从商业到诗歌。他试图说服几家出版社和书商采纳

他的想法，但没有人支持，凯夫便自己承担这份工作，并以 magazine 来称呼自己的刊物，

以区别于已有的专业期刊。 

英语单词 magazine 的本意是“仓库”，源自阿拉伯语，后来又可以用来表示“弹药库

“、“弹夹”、“胶卷盒”。凯夫将自己的刊物比喻为各种信息混杂的仓库，故称之为

magazine。《绅士杂志》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商品价格到拉丁诗歌，从时事新闻到小品随笔，

是名副其实的信息仓库，中文译为“杂志”也是恰如其分。可以说，正是有了《绅士杂志》，

人类文明史上才有了“杂志”这个概念。 

magazine： [mægə'ziːn] n.杂志，弹药库，弹夹，胶卷盒。 

952. matinee：正餐前举行的表演 

古代西方人在中午吃正餐，大约在日出后第 9 小时即下午 2、3 点左右吃。款待客人的

宴席也是在这个时候进行。宴请客人时，主人往往会在宴会开始前安排各种娱乐表演。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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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必须在宴会开始前赶到主人家献艺。这种在正餐前开始的表演在法语中被称为 matinee，

源自法语单词 matin（morning，上午）。 

现代人将正餐挪到晚上后，这种正餐前开始的表演也就通常挪到下午进行，但依然保留

了 matinee 的名称。与该词同源的单词有 matins（晨祷），指黎明时进行的祷告。 

matinee：['mætɪneɪ] n.日场演出，白天举行的演出 

953. meter：希腊古典诗歌韵律的最小单位 

英语单词 meter（米）源自希腊语 metron，原本是希腊古典诗歌韵律中的最小单位，由

一组长短音节组成，希腊古典诗歌中，每一行应该包括若干个 metron。其实可以简单地理

解为我们的五言诗或七言诗中的一个字。由于 metron 是衡量诗歌韵律的最小单位，所以后

来 metron 在希腊语中又衍生出“度量万物的最小单位”之意。 

1789 年法国大革命胜利后，国民公会令法国科学院组织一个委员会来标准的度量衡制

度。委员会提议了一套新的十进制的度量衡制度，并建议以通过巴黎的子午线上从地球赤道

到北极点的距离的一千万分之一（即地球子午线的四千万分之一）作为标准单位。他们用希

腊语 metron 作为这个标准单位的名称，在法语中拼写为 mètre，进入英语后拼写变为 meter，

中文译成“米突”或“米”。 

到现在，英语单词 meter 依然还保留了“韵律”之意，反映了它的渊源。 

meter：['mitɚ] n.米，公尺；仪表；韵律 v.用仪表度量 

954. novel：新奇的事物 

在西方文学史上，所谓小说原来是用表示“虚构故事”的英语单词 fiction 来表示的，

其中的词根 fict 表示“编造”和“虚构”之意。人们普遍认为西方小说最早源自古希腊、古

罗马的神话传说和荷马史诗故事。这些传说和故事的主要特点就是以虚构为主，演绎神奇荒

诞故事，所以单词 fiction 很好地表现了它们的“虚构性”这一特点。随后出现的是欧洲中

世纪的骑士传奇，依然以虚构为主。西方小说真正形成的标志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薄伽

丘的《十日谈》。它不再停留于虚构故事，而是概括现实、塑造人物、刻画心理、描给自然，

力求把故事写得真实确切、有凭有据。到 17 世纪初，西班牙的伟大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

诃德》进一步拉近了小说与现实的距离。到了 18 世纪初，被称为“欧洲小说之父”的英国

小说家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就是以一个真实故事为根据写出的。小说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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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密切，从而在 18 世纪后期催生了小说的另一个名称“novel”。这个单词来自拉丁语

novella，意思是“新奇的东西”。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小说（novel），可以是 fiction，如

science-fiction（科幻小说），也可以是 non-fiction（纪实文学），只要是新奇有趣的即可。 

novel：[ˈnɑːvl] n.小说 adj.新奇的 

novelty：['nɑvlti] n.新奇，新奇的事物 

955. opera：意大利人的“音乐作品” 

歌剧诞生于 16 世纪末的意大利，表示歌剧的英语单词 opera 也源自意大利语。最初，

意大利人用短语 opera in musica（works in music，音乐作品）来表示歌剧，后来缩写为单词

opera。opera 是拉丁语 opus（等于英语中的 work）的复数形式，原意是“作品”或“艺术

作品”的意思。英语单词 operate（操作）与 opera 拼写接近，因为它也源自拉丁语 opus（work，

操作）。 

opera：['ɒp(ə)rə] n.歌剧，歌剧院，歌剧团 

soap opera：肥皂剧 

956. orchestra：古希腊剧场中歌舞队所在位置 

英语单词 orchestra 通常被译为“管弦乐队”，然而这个单词中既没有“管”、也没有

“弦”，也没有“乐队”。实际上，它的本意不是表示一群人，而是表示这一群人所处的位

置。它来自希腊语 orkhestra，由 orkheisthai（舞蹈）+tra（地点）组合而成，指的是古希腊

剧场中歌舞队所在位置。在古罗马时期，该词指的是剧场前排为议员及其他高官保留的位置。

后来，剧场从露天的变成了室内的，歌舞队变成了乐队，orchestra 也随之变为表示剧场中乐

队所在位置。直到 18 世纪后，该词才被用来表示在该位置演奏的乐队。由于在剧场中演出

的一般是管弦乐队，所以中文译为“管弦乐队”。 

orchestra：['ɔːkɪstrə] n.管弦乐队，乐队演奏处，剧场前排座位 

957. paper：古埃及用纸莎草制造的纸 

古埃及人广泛使用莎草纸作为书写的载体。莎草纸用当时盛产于尼罗河三角洲的纸莎草

的茎制成，类似竹简，但比竹简的制作过程更加复杂。在人类造纸术极其落后的古代，埃及

纸莎草纸一度成为法老时期重要的出口商品，远销至古希腊、古罗马等欧洲国家，历时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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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而不衰。用莎草纸在干燥的环境下可以千年不腐，曾经是古埃及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莎草纸一直使用到 8 世纪左右，后来退出历史舞台。在埃及，莎草纸一直使用到 9 世纪

才被从阿拉伯传入的廉价纸张代替。在此之前，羊皮纸和牛皮纸已经在很多领域代替了莎草

纸，因为它们在潮湿的环境下更耐用，而且它们在任何地方都能生产。 

纸莎草和用它做出的纸在英语中写作 papyrus。英语单词 paper（纸）就源自 papyrus。 

paper：n.纸张，报纸，论文，文件 adj.纸质的 v.用纸包装，用纸糊，贴条，发传票 

papyrus：n.莎草，纸莎草，莎草纸 

958. paragraph：古希腊人的分段习惯 

同古汉语一样，古代西方语言也是没有标点，不分段落，没有间隔的。古希腊人为了便

于读者阅读，就在新内容第一行的前面划一条横线，表示在这一行中有新的段落，有时候还

会在行中留出一小段空白作为提示。英语单词 paragraph 就是从希腊人的这个习惯作法来的，

它来源于希腊语 paragraphos。词根 para 表示“在旁边”，词根 graph 表示“描绘、划线”，

连在一起就是“在旁边划条线”的意思。 

paragraph：n.段落 v.将……分段。 

959. pen：古人用翎管做成的笔 

古代欧洲人曾使用芦苇杆制成的“笔”，写在纸莎草做成的纸上。约在公元七世纪出现

“翎管笔”，即用天鹅或大雁的翎管做笔。 pen 一词在古英语中写作 penn，来源于拉丁语

的 penna，意思是“羽毛、翎管”，即羽毛制成的笔。 

现代普遍使用的钢笔诞生于 19 世纪初。它的发明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一名叫做

华特曼的英国人在用传统的羽毛笔签字时，羽毛笔漏水，把合同弄脏了。他回去取新合同时，

被竞争对手乘虚而入抢先签署了合同。他深受刺激，决心设计一种更加先进的笔。他利用植

物体内的毛细管输送液体的原理，发明了钢笔。 

pen： [pen] n.笔，钢笔 

960. pencil：形似“小刷子”的毛笔 

古代欧洲人还曾经和我们中国人一样使用毛笔来写字或画画，在拉丁语中把这种毛笔称

为 penicillus，是 peniculus（brush，刷子）的指小形式，字面意思就是“小刷子”。英语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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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pencil 就来源于此。后来，人们发明了用木头和石墨制成的笔，但仍袭用了 pencil 这个叫

法。由于把石墨误认为是铅（lead），所以最初将这种笔称为 lead pencil，后来直接简称为 pencil。

因此，我国至今仍把这种石墨制成的笔叫做“铅笔”。 

pencil：['pens(ə)l; -sɪl] n.铅笔 vt.用铅笔写 

961. person：古希腊罗马戏剧中的面具 

中国的传统戏剧如京剧中有所谓的脸谱，不同的人物性格用不同脸谱予以直观表示。古

代希腊、罗马的戏剧中也有类似的表现手法，不过不是脸谱，而是面具，不同角色戴不同面

具。佩戴面具可以解决一人分饰多角的问题，还能克服剧场条件限制，使远处的观众辨别出

角色的形象和表情。拉丁语中这种面具叫做 persona。正因为如此，persona 渐渐成了戏剧中

的“人物角色”的意思。由于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要扮演一定的人格角色，所以 persona

就从戏剧中的“人物角色”延伸为表示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人格角色。英语单词 person 便来

自拉丁语 persona。 

person：['pɜːs(ə)n]n.人，个人 

persona：[pə'səʊnə; pɜː-]n.人物角色，伪装的外表 

personal： ['pɜːs(ə)n(ə)l]adj.个人的，私人的，亲自的 

personality： [pɜːsə'nælɪtɪ]n.人格，个性。 

962. piano：能发出强弱两种声响的乐器 

据说世界上第一架钢琴是意大利造琴家巴托罗密欧 · 克里斯多佛利（Bartolomeo 

Christofori）于 1709 年制造的。他采用包有皮革的小槌，通过击弦机敲击琴弦，通过敲击键

盘的力度改变声音的强度。这种乐器既可秦出轻盈柔和的曲调，又可表达慷慨激昂的内容。

因此他用意大利语将其命名为“Gravecembalo col piano e forte”（意为：能发出强弱两种声

响的大键琴），后来简称为“piano e forte”（意为：强和弱）。后来这几个词又缩合成一个

词：pianoforte。最后，这个词经由法语进入英语后，拼写变成了现在的 piano。 

piano：[pɪ'ænəʊ] n.钢琴 

963. portfolio：用来携带纸张的工具 

英语单词 portfolio 来自意大利语，由 port（搬运、携带）+folio（纸张、书页）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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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意是用来携带纸张的工具，如文件夹，后来才衍生出“公文包”的含义。folio 指的是书

的一页，它来自拉丁语 folium（树叶）。这个词反映出古代西方人已经能够制造轻薄如树叶

的纸张了，如埃及的莎草纸。 

folio：['fəʊlɪəʊ] n.一页，对开纸，对开本的书 adj.对开的，对折的 

portfolio：[pɔːt'fəʊlɪəʊ] n.公文包，文件夹，投资组合，部长职务 

964. prosody：古希腊语中的天然韵律 

古希腊语具有特别适合吟唱的音乐属性，它的元音和辅音相互交替，相互呼应，并且每

个单词都以柔和的音节收尾。所以古希腊语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特别适合吟唱。英

语中表示“韵律”的单词 prosody 就体现了古希腊语所固有的这种音乐属性。它源自希腊语

prosoidia，由 pros（to, 朝向）+oide（歌曲，诗歌）构成，意思是“吟唱出来”。而英语单

词 accent（口音、重音）也来源于此。它来源于拉丁语 accentus，是对希腊语 prosoidia 的意

译，所以含义一样，表示一句话或一个词的唱法、发音法。 

prosody：['prɒsədɪ] n.韵律，韵律学，作诗法，诗体学 

accent：['æks(ə)nt; -sent] n.口音，重音，重音符号 vt.重读，强调，带……的口音 

accentuate： [ək'sentʃʊeɪt; -tjʊ-] vt.强调，重读，突出 

965. protocol：古代卷轴中的第一页 

古代西方人用莎草纸作为书写材料，将多张莎草纸粘贴到一起做成卷轴，相当于一本书。

卷轴中的第一页在古希腊语中被称为 protokollon，由 proto（第一）+kollon（粘贴），字面意

思就是“卷轴中的第一页”。这就是 protocol 的词源。由于卷轴的第一页通常用来展现整本

书的目录和勘误表，因此 protocol 引申为“初稿、草案”。后来，该词主要应用于外交领域，

被用来表示“外交会议记录、外交协议草案、外交协议”，继而表示“外交活动的礼仪”。

现在，该词已经不再局限于外交领域，可以表示各种礼仪、礼节程序。在通信领域，表示“通

信协议”，其实也就是通信双方的“礼节程序”。 

protocol：['prəʊtəkɒl] n.协议、草案、礼仪 v.拟定 

966. quote：给书中的章节编上号码 

英语单词 quote（引用）和 quota（配额）拼写如此接近，它们之间有何关系？其实，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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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拥有相同的词源。单词 quote 来自拉丁语 quotare，本意是“用数字来区分”、“给书中章

节编上号码”。而拉丁语 quotare 则来自拉丁词根 quot，表示“多少”。当我们引用别人著

作中的观点时，会在注释中标注出引用内容所在的章节编号。因此，quote 一词就衍生出“附

列某本书的章节编号作为注释或参考”之意，继而衍生出“按章节编号引用”、“引用”之

意。 

英语单词 quota 同样来自拉丁词根 quot（多少），表示“指定的数量”、“配额”。 

quote：[kwəʊt] n.引用 v.引用，引证，报价 

quotation：[kwə(ʊ)'teɪʃ(ə)n] n.报价，引用，引证 

quota：['kwəʊtə] n.配额，定额 

967. rhetoric：古希腊智者所传授的“演说的技巧” 

在公元前 5到 4世纪的古希腊，出现了一些专门招徒授业的人，被称为“智者”（sophist）。

他们以雅典为中心，周游希腊各地，对青年进行修辞、论辩和演说等知识技能的训练，同时

教授青年参政治国、处理公共事务的本领。他们是古希腊哲学的启蒙者，激发了各种哲学思

想的兴起和发展。但他们过于注重演说和辩论的技巧，而忽视事物内在的逻辑，甚至误入了

为辩论而辩论的歧途，故也被称为“诡辩家”。虽然他们在哲学上建树不高，但他们创造了

一门新学科——修辞学。 

据说修辞学的创始人，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一对师徒卡拉克斯（Corax）和提希阿斯（Tisias）

之间曾经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提希阿斯拜卡拉克斯为师学习修辞学，学成之后提希阿斯

却不肯付钱。于是，这一对诡辩高手就展开了一场辩论： 

提希阿斯：考拉克斯，请告诉我“修辞学”的定义。 

考拉克斯：“修辞学”就是说服的技巧。 

提希阿斯：关于这笔费用，我要和你打官司。如果我说服了法官，我就不用掏这笔钱，

因为法官判我不用掏钱；如果我无法说服法官而败诉，我也不用掏这笔钱，因为你没有教会

我如何说服人。 

考拉克斯：我愿意和你法庭上见。如果我说服了法官，你将不得不支付学费，因为法官

判你必须支付学费；如果我败诉了，你也应该支付学费，因为你已经掌握了说服的技巧，甚

至超过了老师的水平。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清楚看出古希腊智者所传授的“修辞学”注重辩论技巧而忽视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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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的特点。英语单词 rhetoric（修辞学）正是来自希腊语 rhetorike techne（art of an orator，

演说家的技巧）。这也是古希腊的智者对自己所传授的“修辞学”的定义。 

rhetoric：['retərɪk] n.修辞，修辞学，华丽的辞藻 adj.花言巧语的 

rhetorical：[rɪ'tɒrɪk(ə)l] adj.修辞的，修辞学的 

968. romance：描写骑士历险故事的罗马式小说 

法国地区在历史上曾经被古罗马统治，后来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时，在法国地区建立了法

兰克王国。因此古代法国人的语言掺杂了罗马和日耳曼两种因素。法国南部、靠近意大利的

地方，当地人说话口音和方式接近罗马方言，在法语中称为 romanz（罗马式的），来自拉丁

语 Romanicus（罗马式的）。在这些地方广泛流传一种叙事诗，讲的都是一些骑士历险故事，

里面自然少不了骑士与贵妇人之间的浪漫爱情。由于这些叙事诗是用 romanz（罗马式的）

的语言写作或吟唱的，法国人便将这一类故事称为 romanz，这就是英语单词 romance 的来

源。 

romance：[ro'mæns] n.罗曼史，传奇，风流韵事，历险故事 

969. sarcasm：如利齿撕肉般的挖苦话 

古代希腊人喜欢辩论，在娱乐、政治、司法等领域处处都能见到辩论，甚至还出现了一

批专门教授修辞学和辩论术的人，即所谓的“智者”或“诡辩家”。古代雅典就是一座辩论

之城，希腊的古典哲学就诞生于各种辩论中。在辩论时，优秀的辩论家往往能抓住对方言语

中的漏洞，用尖酸刻薄的话加以讽刺，使对手颜面尽失、狼狈不堪。在围观者看来，这种尖

酸刻薄的讽刺，就像是用牙齿将对手的肌肤一条条撕咬下来，因此将其称为 sarkazein，意思

就是“将肉撕咬下来”，其中的 sark 就是英语词根 sarc，表示“肉”，含有该词根的单词有

sarcous（肉的）。 

sarcasm：['sɑːkæz(ə)m] n.讽刺，挖苦，嘲笑 

sarcastic：[sɑː'kæstɪk] adj.讽刺的，挖苦的，尖酸刻薄的，辛辣的 

sarcous：['sɑːkəs] adj.肉的，肌肉的 

970. scene：古希腊剧场中舞台后方的棚屋 

古希腊的剧场一般是露天的。剧场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中间是一个圆形舞台，是乐队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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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和演员表演的场地。环绕在舞台前方和两侧的是环形的观众席，通常修建有一定坡度的小

山坡上。舞台后方是一个棚屋，供演员上台前化妆用，有三个门通往舞台。这个棚屋在希腊

语中称为 skene，本意是帐篷、小隔间、货摊。人们常常在棚屋表面绘制图案作为舞台背景。 

英语单词 scene 就来自希腊语 skene，表示“舞台上所展现的场面、场景”。而英语单

词 scenery 由 scene 衍生而来，表示舞台布景。 

scene： [siːn] n.场面，场景，景象，戏剧中的一场 

scenery： ['siːn(ə)rɪ] n.风景，景色，舞台布景 

971. school：有闲人呆的地方 

School 这个词是从希腊语 schole 一词来的，意思是“闲暇”。在古希腊人看来，即些

从事战争和搞政治的人是辛苦的，而只有“闲暇”的人才有时间读书学习。后来，古希腊的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给青年讲课的地方就被称作 schole，这个词以后转成拉丁语词

school，后又被英语借用。 

和 school 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词：scholar（学者）。同样道理，这个词是指那些有“闲

暇”时间读书、研究，构思以及进行学术讨论的人。 

school：[skuːl] n.学校，学派 

scholar：['skɒlə]n.学者 

972. scribe：古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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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英语单词中，表示“写”的单词 scribe 及由此衍生的

词根 scribe-还含有“刻”的含义。如 inscribe，既表示“题写”，也表示“铭记”。英语单

词 scribe 来自拉丁语 scribere，本意是“刻”。与它同源的单词有：script（脚本）、prescribe

（开处方）、describe（描述）、manuscript（手稿）、circumscribe（限制）。 

而英语中表示“写”的更常用单词 write 来自古日耳曼语，本意是 scratch（刮擦）。 

scribe：[skraɪb] v.写，记，划 n.抄写员，作家，划线器 

inscribe：[ɪn'skraɪb] vt.题写，铭记，铭刻 

inscription：n.题词，铭文，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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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 style：古罗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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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staɪl] n.风格，格调，类型，时尚 v.设计 

974. symposium：古希腊人的会饮 

古希腊人吃饭时不喝酒，但喜欢在饭后和朋友们相聚一堂，一边饮酒，一边高谈阔论。

古希腊的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们也都喜欢这种聚会，借此共同探讨哲学、艺术、音乐等各

种话题，类似于后来的文艺沙龙。在希腊语中，这种聚会被称为 symposion（会饮），由 sym

（一道）+ posis（喝酒）组合而成，字面意思就是“一道喝酒”。英语单词 symposium 就来

源于此，由其本意延伸出“讨论会、论文集”的含义。 

古希腊悲剧家阿伽松为了庆祝自己的剧本获奖，邀请了几位朋友到家中会饮。参加者有

修辞学家斐德罗、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哲学家苏格拉底等人。几个大老爷们喝得差不多后，

就开始谈论女人，探讨爱和欲的起源、美的概念和如何认识真正的美。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

图将他们的谈话记录了下来，变成了一篇哲学巨作《会饮篇》（symposium）。 

symposium：[sɪm'pəʊzɪəm] n.讨论会，座谈会，专题论文集，《会饮篇》；会饮，酒会 

975. Tragedy：古希腊酒神节上的“山羊之歌” 

英语单词 tragedy（悲剧）源自希腊语 tragodia，由 tragos（goat，山羊）+oide（song，

歌）组成，字面意思就是“山羊之歌”。 

“悲剧”与“山羊”到底有何关系呢？关于这一点，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一种

说法是，悲剧源自古希腊的酒神节上表演的“羊人剧”（satyric drama）。在羊人剧中，演员

身披羊皮，装扮成羊人，所以被称为“山羊之歌”。另一种说法是，在酒神节上歌手们为了

竞争作为奖品的山羊而高唱悲歌。还有一种说法，在酒神节上歌手们围绕着献祭给酒神的山

羊歌唱酒神的不幸。 

tragedy： ['trædʒɪdɪ] n.悲剧，悲惨的事 

tragic： ['trædʒɪk] adj.悲剧的，悲惨的，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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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典名著 

976. abigail：圣经中大卫王的妻子亚比该 

英语单词 Abigail 是个女性名字，通常翻译为“阿比盖尔”，而小写的 abigail 通常表示

“侍女”，其中缘由与《圣经》中的一个人物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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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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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单词 abigail 一词就成了侍女的代名词了。 

abigail：['æbɪ,gel] n.侍女，女仆，丫鬟 

977. affluent：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的《富裕社会》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Galbraith）出版了《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一书。在该书中，加尔布雷斯指出，以往经济学家所关心的贫困问题已经解决，美

国社会已经进入“富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但是，虽然私人消费品得到了源源不断的

供应，但社会公共服务却供不应求。加尔布雷斯指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现在应该将更

大注意放在公共事业上，而不是私人消费品的生产上。他呼吁政府在市场中发挥积极作用，

将社会平衡置于经济增长之前。他的理论对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政府广泛扩张起了重要作

用，《富裕社会》一书也成了成千上万大学生的指定阅读教材。 

英语单词 affluent 来源于拉丁语 affluere，由 ad（to）+fluere（flow），本来表示“向前

自由流动”，与同源的英语单词 fluent（流畅的）意思接近。在《富裕社会》中，affluent

一词被用来形容各种消费品源源不断的流入社会，表示“供应充足”的意思，在中文中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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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富裕”一词。由于此书的影响，affluent 一词中的“富裕”之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甚至超过了它的初始含义。 

affluent： ['æflʊənt] adj.富裕的，丰富的，流畅的 n.支流，富人 

fluent：['fluːənt] adj.流畅的，流利的，液态的，畅流的 

fluid：['fluːɪd] n.液体，流体 adj.流动的，流畅的，液态的，不固定的 

978. algeb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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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 anecdo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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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字面

意思就是“尚未公开的事情”，由否定前缀 an+ekdotos（公开的）构成。英语单词 anecdote

就来源于此，字面意思就是“尚未公开的事情”，后来逐渐演变为“奇闻、轶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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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cdote：['ænɪkdəʊt] n.奇闻，轶事，秘史 

980. aphorism：希波克拉底所著的《格言集》 

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曾经写了一本关于保健养生的书，记载了 300 多

条关于保健养生的格言，如“生命短暂，医术长久；危象稍纵即逝；经验危险，诊断不易。”

“凡事过头，便是有悖自然”、“非常疾病需要非常治疗”、“恢复靠时间，但也有时靠机会”，

“偶尔治疗、经常保养、不断安慰”等等。这本书的书名就叫 aphorismos，由 ap-（=apo-，

远离）和 horizein（界限），字面意思就是“定义、精炼的话”，进入英语后拼写变为 aphorism。

由于这本书的内容都是一些格言，所以 aphorism 一词的含义就演变为“格言、警句”。 

aphorism：['æfərɪzəm] n.格言，警句 

981. apolog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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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 表示“远

离”，等于 away from，logia 源自 logos，表示“演讲”，等于 speech。所以 apologia 的本

意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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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2. barmecide：天方夜谭中假装殷勤的王子 

阿拉伯名著《天方夜谭》中记录着这样一个故事，穷人奈沙尔沿途乞讨，来到了巴格达

的波斯王子巴梅塞（Barmecide）的豪宅前。他鼓起勇气想进去讨碗饭吃，没想到到巴梅塞

热情非常，允诺要给他一顿丰盛的饭菜。他请奈沙尔洗手，可是既没有盆也没有水。奈沙尔

只好假装洗了洗手。巴梅塞吩咐仆人上菜，然后殷勤地邀请奈沙尔夹菜。可是饭桌上什么也

没有。奈沙尔只好举起筷子，假装夹菜，嘴巴也慢慢咀嚼，好像真的在吃饭一样。巴梅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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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叫仆人上菜，各种美食都被他喊遍了，却没有一个真正上到饭桌上。巴梅塞还吩咐仆人

上酒，并亲自假装给奈沙尔倒了一杯酒，还和奈沙尔碰杯。奈沙尔也装模作样地喝了几杯酒，

便假装喝醉了，突然扇了巴梅塞一个大嘴巴。巴梅塞责骂他，他赶紧道歉，并解释说自己是

喝醉了，冒犯了他，请多多原谅。巴梅塞听他这么说，哈哈大笑起来，告诉奈沙尔，这么多

年以来，他一直这样戏弄客人，没有一个人能像奈沙尔这样应付到底。然后，巴梅塞吩咐仆

人端上真正的美味佳肴，跟奈沙尔畅饮起来。 

从此以后，巴梅塞的名字 Barmecide 就成了假装殷勤，口惠而实不至的人的代名词。 

barmecide：['bɑ:misaid] n.假装殷勤的人，口惠而实不至的人 adj.欺骗的，虚伪的 

Barmecide’s feast：n.虚幻的酒宴，虚情假意 

983. blatant：英国诗人斯宾塞在作品中创造的多舌怪兽名称 

blatant 一词由 16 世纪英国诗人埃德蒙•斯宾塞 （Edmund Spenser）杜撰。斯宾塞在其

长篇史诗《仙后》中创造了这个词，用来形容一头长有千条舌头、代表“诽谤”的怪兽。其

词源很有可能是拉丁语 blatire（喋喋不休）。现在，该词的核心含义是“在公众场合粗俗无

礼地大声喧哗”，并引申出“显眼的”、“公然的”、“炫耀的”等含义。 

blatant：['bleɪt(ə)nt] adj. 喧嚣的；炫耀的 ；显眼的；公然的 

984. boffin：狄更斯小说中坚持学习的古怪老人 

英语单词 boffin 是一个俚语，用来称呼科学家、工程师或其他从事科研工作的人。该词

起源于伟大的文学家查理斯·狄更斯的最后一篇长篇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中的人物 Nicodemus Boffin。在小说中，Boffin 被刻画成一个外表非常古怪的老人，

在老年时期坚持学习，还特意雇佣了一位家庭教师教自己阅读。 

也许是因为 Boffin 这个人物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的印象太过深刻，在狄更斯之后，其他

作家的著作中也出现了 Boffin 这个名字，如 J.R.R. Tolkien 在其作品《兔子》（The Hobbit，

1937）中就用 Boffin 作为一个兔子家族的姓氏。 

最初，英语单词 boffin 主要用于英国军队的俚语中，含有“书呆子、怪人”等轻视之意。

后来，由于科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同盟国赢得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该词的感情色彩

由贬转褒，更多地体现了对科学家的敬佩之情。在二战结束后的文学作品及电影中，Boffin

成了很多科学家英雄的名字。boffin 们往往被刻画为一个现代的天才，通过不为人知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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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创造出威力巨大、匪夷所思的设备。80 年代的《007》系列电影中，那个为詹姆斯·邦

德提供各种新式武器的怪老人 Q 就是一个典型的 boffin。 

boffin：['bɒfɪn] n.科学怪人，科研工作者 

985. cain：圣经中的第一个凶手该隐 

据《圣经》记载，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生下了两个儿子，大的叫该隐，是名农

夫，小的叫亚伯，是名猎人。该隐和亚伯分别向上帝献祭。上帝喜欢亚伯的贡物，不喜欢该

隐的贡物。该隐嫉恨亚伯，就把他杀了。因此，上帝放逐了该隐，又在他额头上做个印记，

不让其他人杀害该隐。所以，在英语中该隐的名字 Cain 就成了“杀人犯”的代名词。习语

Cain’s mark 或 the mark of Cain 字面意思是“该隐的印记”，比喻“杀人罪”。习语 raise cain

字面意思是“惹恼了该隐”，比喻引发骚乱、大怒、吵闹。 

Cain：[kein] n.该隐，凶手，杀兄弟者 

Cain’s mark：该隐的印记，杀人罪 

raise cain：引发骚乱、大怒、吵闹 

986. cemetery：基督教作家对“墓地”的委婉表示 

英语单词 cemetery 来自希腊语 koimeterion，源自动词 keimai，本意是“睡觉的地方、

宿舍”。基督教创立初期的基督教作家们首次将该词用作“墓地”的委婉表示。后来，该词

的比喻义“墓地”得到广泛应用，其本意反而被人遗忘了。 

cemetery：['semɪtrɪ] n.墓地，公墓 

987. digest：东罗马帝国的《法学汇编》 

公元 6 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 )下令将罗马法学家学说的摘要汇编出版，

全书共 50 卷，英语称该书为 Pandects，又名 Digest。digest 一词源自拉丁语 digests，表示“a 

collection of writing”(文集)，最初仅用来表示该书，以后逐渐由专有名词转变为普通名词，

泛指“摘要”、“文摘”或“汇编”。digest 还有“消化”的意思，这个含义的词源可以追

溯到拉丁语动词 digerere，表示“to dissolve，separate”(分解，分离)。因此，digest 还可以

作动词用，表示“消化”。 

digest： [daɪ'dʒɛst] n.文摘，摘要 v.消化，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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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8. frankenstein：小说中被自己所创造的怪物杀死的科学家 

Frankenstein（弗兰肯斯坦）是科幻小说之母、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

莱（Mary Shelley）的作品《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又译为“科学怪人”）的主人公。

弗兰肯斯坦是一名科学家，痴迷于生命科学，试图用人工方式创造生命。他利用死人的残骸

创造了一个怪物。这个怪物本性善良，但在受到创造者及他人的嫌恶和歧视后，开始仇恨人

类并展开报复，杀害了弗兰肯斯坦的弟弟和未婚妻。弗兰肯斯坦满怀悔恨和愤怒，跟踪追捕

怪物。最后，弗兰肯斯坦在与怪物的搏斗中死去，而怪物也跳海自杀了。从此，后人就用

frankenstein 一词来形容被自己的创造物所毁灭的人。 

frankenstein： ['fræŋkənstain] n.作法自毙的人，被自己的创造物毁灭的人 

989. gargantuan：法国名著《巨人传》的主人公高康大 

英语单词 gargantuan 来自法国讽刺作家拉伯雷（Rabelais）的作品《巨人传》（Gargantua 

and Pantagruel）中主人公的名字 gargantua（高康大），gargantua 的本意是“大喉咙”。高康

大是一个食欲巨大的巨人国王，他出生时要喝 17913 头母牛的奶，衣服要用几万尺布，胖得

有十八层下巴，他把巴黎圣母院的大钟摘下来当马铃铛，他的一泡尿淹死了 260416 人。在

小说中，拉伯雷痛快淋淳地批判教会的虚伪和残酷，特别痛斥了天主教毒害儿童的经院教育。

高康大原本聪慧过人，但几十年的经院教育却要把他变成呆头呆脑，糊里糊涂，只有在接受

人文主义教育之后才变成名副其实的“巨人”。 

gargantuan： [gɑː'gæntjʊən] adj.巨大的，庞大的 

990. ishmael：圣经中被遗弃的以实玛利 

《圣经·创世纪》记载，亚伯拉罕（Abraham）的妻子撒拉没有生育，便将自己的侍女

夏甲送给丈夫亚伯拉罕作妾，生育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实玛利”（Ishmael），就是“神

听见”的意思,因为“耶和华听见了我的苦情”。14 年以后，撒拉也生下了自己的儿子以撒。

孩子断奶时，撒拉发现以实玛利戏笑以撒，因此她怂恿亚伯拉罕赶走夏甲和她的儿子。亚伯

拉罕烦躁不安，但由于以撒是神应许的，而以实玛利不是，所以神命令他照办。次日清早，

亚伯拉罕给了饼和一皮袋水给夏甲和以实玛利，打发他们离开。夏甲打算回到埃及，却在途

中别是巴的旷野迷路，皮袋的水用尽了，她把以实玛利撇在小树底下，自己离开有一箭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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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天使来援救他们，使她看见一口水井。她后来就居住在巴兰的旷野。以实玛利有

12 个孩子，做了十二个族的族长。根据圣经对以实玛利子孙居住地的描述，以及古兰经的

描述，人们认为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 

由于以实玛利被亚伯拉罕遗弃，因此他的名字 Ishmael 就成了“弃儿”的代名词。 

ishmael：['iʃmεəl]n.被遗弃的人，社会公敌，以实玛利 

991. Jonah：圣经中给商船带来厄运的约拿 

《圣经》中，约拿（Jonah）是一名犹太先知。有一回，上帝让他前往亚述国的尼尼微

城，警告这个城市的人停止作恶，否则就要毁灭这座城市。因为亚述人是犹太人的敌人，约

拿不愿意警告他们。为了逃避，约拿登上一座开往他乡的商船，企图一走了之。没想到，在

海上，上帝掀起狂风巨浪，商船眼看要沉了。船上的人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有人提议抽签来

看看是谁引来的这场灾难，结果抽出的是约拿。约拿承认自己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从而给大

家带来了厄运，并请求大家把自己抛到海里。众人将约拿抛到海里后，大海立刻风平浪静了。

上帝安排一头鲸鱼吞下约拿，让他在鱼腹里呆了三天三夜。三天后，鲸鱼将约拿从肚中吐到

岸边。受到教训的约拿按照上帝的旨意，前去尼尼微警告了当地居民。当地居民听从了他的

警告，向上帝忏悔自己犯下了罪恶，因此，上帝宽恕了这座城市。 

由于这个故事，约拿的名字 Jonah 就成了“灾星”的代名词。 

Jonah：['dʒəunə] n.灾星，给人带来厄运的人，约拿 

992. legend：记录基督教圣徒生平事迹的书 

十三世纪末期，热那亚大主教维拉吉欧（Varagine）发表了一本宗教著作“Legenda 

Sanctorum”，书名意为“应读的圣人史迹”，其中的 legenda 由拉丁语动词 legere（读、收

集、选择）和后缀-enda（应……之事物）组成。该书记录了众多基督教圣徒的生平事迹，

由于内容翔实，所以被译成多种语言并在民间广为流传。后来，一些出版商以此书为蓝本出

版了许多图书，里面的事迹越传越玄，令人怀疑其真实性。于是当 legenda 进入英语并演变

为单词 legend 时，词义也转化为“未经证实的故事、传奇”。我国著名的 IT 公司“联想公

司”的英文名原本就是 Legend。 

legend：['ledʒ(ə)nd] n.传奇，图例，刻印文字 

legendary：['ledʒ(ə)nd(ə)rɪ] adj.传说的，传奇的 n.传说集，圣徒传 



英语词源故事集锦——钱磊博士编著 

                 新浪微博：weibo.com/qianlei888   昵称：钱博士趣味英语                436  

993. malapropism：喜欢乱用词语的马拉普洛普太太 

英国杰出的喜剧作家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于 1775 年发表了自己创作的第一部喜

剧《情敌》，塑造了著名的马拉普洛普太太（Malaprop）这一形象。她喜欢搬弄漂亮的词句，

又不了解它们的含义，经常误用，闹出笑话。她的名字由 mal（坏）+aprop（=appropriate， 

适当的）构成，本意就是“不恰当的”。马拉普洛普太太这一人物形象描写得非常成功，深

入人心，以致人们创造了 malapropism 一词，表示“文字误用的行为”。 

malapropism：['mæləprɒ,pɪz(ə)m] n.文字的误用，词语的荒唐误用 

malaprop：['mæləprɒp] adj.用词错误可笑的 n.文字的误用 

994. maudlin：圣经中爱掉眼泪的女人抹大拉 

英语单词 maudlin 来自《圣经》里的一个女性人物：抹大拉的玛利亚。很久以来这个女

人一直以一个被耶稣拯救的妓女形象出现在基督教的传说里：她用忏悔的眼泪为耶稣洗脚，

用密软的黑发把它们擦干；在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行刑的日日夜夜里哀哭祈祷、喂他喝水；耶

稣死后她进入停尸的墓穴预备亲自用油脂为其净身，却意外发现耶稣死而复活。由于抹大拉

常常以流泪的形象出现，所以她的名字成为了多愁善感者的代名词。 

maudlin：['mɔːdlɪn] adj.多愁善感的，易伤感的，易流泪的 n.伤感 

995. mole：间谍小说中双面间谍的代称 

mole 本来指的是“鼹鼠”，一种穴居地下的小型哺乳动物。鼹鼠高超的掘洞技能给人们

留下了深刻印象。早在 17 世纪时，就有人使用 mole 一词来表示卧底，但这种用法并不普遍。

1974 年，英国著名间谍及间谍小说作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在其著名间谍小说《铁

匠、裁缝、士兵和间谍》，用 mole 来表示打入敌人情报系统内部的双面间谍，从而使得该词

深入人心，成为“双面间谍”、“卧底”的代名词。 

mole：[məʊl] n.鼹鼠，痣，双面间谍，卧底 

996. nimrod：兔八哥对其猎捕者的讽刺 

兔八哥（Bugs Bunny）又译宾尼兔、兔巴哥或兔宝宝，是一个在 Looney Tunes 动画系

列里出现的一个虚构卡通人物。，1958 年兔巴哥获得奥斯卡奖，成为米老鼠和唐老鸭之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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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著名的动画形象。华纳兄弟公司曾发行《兔八哥》动画片短剧一直到 1969 年结束。 

兔八哥曾将自己的对手、笨手笨脚的猎人 Elmer Fudd 讽刺性地称为 Nimrod。Nimrod

原本是《圣经》中记载的一名勇敢能干的猎人，但由于兔八哥的讽刺，Nimrod 一词的词义

发生了反转，常被用来表示“笨蛋”。 

nimrod：['nimrɔd] n.笨蛋；猎人宁录，猎人 

997. odyssey：荷马史诗《奥德赛》 

在希腊神话中，经过特洛伊战争之后，在希腊军回家途中，因为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

激怒海神波赛顿，所以波赛顿降临灾祸于他，使他们遇到海难，全军覆没。奥德修斯虽因机

智和勇敢逃过一劫，但波赛顿的愤怒未息，故使奥德修斯找不到回家的航线而在大海里漂流，

历经了各种冒险和奇遇。他的妻子不知奥德修斯的生死，面对着蛮横的求婚者苦等着丈夫的

回来。最后在诸神的帮忙下，经过十年漂流生活的奥德修斯终于回到家里与妻子团聚，并与

儿子和忠实的老仆联手杀死了求婚者。 

荷马史诗之一的《奥德赛》（Odyssey）就讲述了奥德修斯的历险记，是古希腊最重要的

两部史诗之一（另一部是《伊利亚特》）。《奥德赛》延续了《伊利亚特》的故事情节，相传

为盲诗人荷马所作。这部史诗是西方文学的奠基之作，是除《伊利亚特》外现存最古老的西

方文学作品。在英语中，人们用 odyssey 一词来比喻漫长的历险旅程。 

odyssey： ['ɑdəsi] n.漫长的历险旅程，古希腊史诗《奥德赛》 

998. onanism：圣经中不愿为亡兄传宗接代的俄南 

俄南（Onan）是圣经旧约中的人物，是犹大的次子。犹大的长子珥死后，犹大按照习

俗，要俄南与兄嫂他玛同房，生儿子为兄长传宗接代。俄南不愿意，因此与他玛同房时，将

津液排于地上。因此人们就用 onanism 一词来表示为避免受孕而采取的体外排精做法。 

onanism：['onən,ɪzəm] n.体外排精，手淫 

999. pandemonium：弥尔顿笔下的“万魔殿” 

单词 pandemonium 最早出现于 17 世纪著名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的神话史诗作品

《失乐园》中，代表着地狱的首都，译为“万魔殿”。根据《失乐园》的记载，万魔殿是堕

落天使所建筑的地狱中最壮观的都市，撒旦与他身边的恶魔们都住在这里。此词第一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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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失乐园第一部的最后部分，由代表贪欲的恶魔玛蒙提出。恶魔们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内

建成了万魔殿，相传它是座很小的城市，因为恶魔们要把本身巨大的身体缩小才能进入这座

城市。 

单词 pandemonium 由 pan（all、所有）+demon（恶魔）+ium（后缀，表场所）构成，

字面意思就是“所有恶魔聚集的地方”。现在，该词通常用来形容“喧闹、混乱的场所”。 

pandemonium：[,pændə'monɪəm] n.混乱，乌烟瘴气，喧闹混乱的场所 

1000. pants：意大利喜剧中一位常见丑角 

古代意大利喜剧中有一个常见的丑角，名叫 Pantalone。他是一位穿拖鞋、戴眼镜的傻

老头子，总是穿一条式样奇特的裤子，而且式样经常变换。最早的一种式样是长裤管、瘦裤

腿、肥裤裆式的马裤。这位喜剧角色为人们提供了 pantaloon 一词，起初表示“丑角”，复

数形式则泛指“裤子”。这个词进入英语后被砍去了后一半，成了 pants， 意思也专指“裤

子”。 

pants：[pæn(t)s] n.裤子，短裤 

1001. paparazzo：电影专门偷拍名人隐私的记者 

“狗仔队”在英语中称为 paparazzo，复数形式为 paparazzi。该词源自 1960 年意大利导

演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电影作品《甜蜜生活》（La Dolce Vita）中的一个人

物角色的名字。在电影中，主角马切罗是某杂志的专栏记者。他本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未能成

功，只得终日为明星绯闻奔忙。马切罗的搭档是一名叫 Paparazzo 的摄影记者。两人一起想

方设法拍摄明星隐私然后公布于众。电影获得第 13 节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paparazzo 一词

变得家喻户晓。1963 年，费里尼的另一部电影《八部半》中再度出现八卦新闻记者的角色，

从此“paparazzo”就成为那些专门偷拍名人隐私的记者的代名词。 

paparazzo：[,pæpə'rætsəʊ]n.狗仔队，专门偷拍名人隐私的记者；（意大利姓氏）帕帕拉

佐 

1002. quixotic：塞万提斯名著《堂吉坷德》的男主角 

堂吉坷德是 17 世纪伟大的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代表作《堂吉诃德》中的人物。他是

一个迷恋骑士小说的小乡绅。在骑士已经绝迹 100 多年后的年代，把自己幻想为中世纪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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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骑士，雇佣了附近一名农民做随从，披甲持盾，肩扛一柄生锈长枪，骑着一匹瘦弱的老马，

出门行侠仗义，做出种种与时代相悖，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如把风车当成巨人，要与它决

斗；把一群罪犯当成受压迫的绅士，杀散了衙役解救了他们，结果反而被他们一顿暴揍。因

此，在英语中，人们就用堂吉诃德来表示与脱离现实的幻想家，从他的名字 Quixote（吉诃

德）中衍生出形容词 quixotic，表示不切实际的。 

quixotic： [kwɪk'sɒtɪk] adj.不切实际的，幻想家的，堂吉诃德式的 

1003. pamphlet：一本著名的爱情诗小册子 

这个词来自 12 世纪时一首著名的爱情诗 Pamphilus seu De Amore（《为人人所爱》）。这

首诗以未装订的活页出现，流传甚广，极受欢迎，而且人们给它取了个绰号叫 pernphilet。

后来，任何类似的薄本纸面的小册子统称为 pamphilet，最后又简写为 pamphlet。 

pamphlet：[ˈpæmflɪt] n.小册子 

1004. robot：科幻戏剧中的机器奴隶 

英语单词 robot 一词来自 1920 年捷克作家 Karel Capek 发表的科幻戏剧《罗苏姆的万能

机器人》的名称中的 robotnik（奴隶），该词源自 robota（强制劳动、苦工、奴役）。在原著

中，robotnik 是一种由人类制造出来的人形工作机械，具有人的外形、特征和功能，是最早

的工业机器人设想。英语单词 robot 就来自捷克语 robotnik，用来表示剧中所描述的这种人

形工作机械，中文译为“机器人”。不过，现在 robot 一词可以表示各种自动化智能机械，

不一定是人形的。 

robot： ['rəʊbɒt] n.机器人，自动机械 

1005. satire：古罗马诗人 Ennius 的诗集 

最早指古罗马诗人 Ennius 的诗集，因其包罗万象而被称为 satire（齐全的）。该诗集多

讽刺作品，故后来成为讽刺文学的代名词。 

1006. scrooge：狄更斯名著《圣诞颂歌》中的吝啬鬼 

“斯克鲁奇”（Scrooge）是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名著《圣诞颂歌》中的主人公，他原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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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私透顶的吝啬鬼，连乞丐都不愿意向他讨钱。在圣诞节前夕，他的一个同事 Jacob 化

作鬼魂来看望他。Jacob 警告他，如果他还像以前那样自私的话，他的来生将不得好报。但

斯克鲁奇只把他当做耳边风。随后，代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三个鬼魂前来拜访他，向他展

示了一个人只顾金钱，缺乏人性的悲惨下场，从而唤醒了他的人性。于是，在鬼魂拜访后的

第二天，斯克鲁奇变成了一个慷慨大方的好人，并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快乐。 

《圣诞颂歌》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它出版之前，圣诞节并不为许多英国人所知

道。该书在圣诞节前几天出版，很快就被抢购一空。书中的一些情节都成了圣诞节的约定风

俗，如交换圣诞礼物，甚至“圣诞快乐”（merry Christmas）的说法也是由此而流行的。书

中故事曾被多次搬上银幕，著名喜剧演员金凯瑞曾经扮演过大名鼎鼎的吝啬鬼斯克鲁奇。后

来，人们就用斯克鲁奇的名字 scrooge 来表示吝啬鬼或守财奴。 

scrooge：['skru:dʒ] n.吝啬鬼，守财奴 

1007. shylock：莎士比亚戏剧中冷酷无情的高利贷者 

夏洛克（Shylock）是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角色，是一个冷酷无情的

犹太商人，以放高利贷为生。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为了帮助好朋友成婚，向夏洛克借了三千

金币。夏洛克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受到安东尼奥等人侮辱，又因为安东尼奥借钱给人不

要利息，影响了他的生意，因此决心报复，在合约中假意戏言如果到期还不上钱，就要从奥

东尼奥身上割一磅肉来抵债。安东尼奥因为商船失事，无法如期还钱。夏洛克便告上法庭，

要奥东尼奥履行合同，割肉抵债。为了救安东尼奥的性命，好朋友的未婚妻假扮律师出庭。

她答应夏洛克的请求，但要求割肉时要不多不少正好一磅，并且不得流血。夏洛克无法执行

因而败诉，害人不成反而受罚。从此以后，夏洛克的名字 shylock 就成为为富不仁、冷酷无

情者的代名词。 

shylock： ['ʃailɔk] n.为富不仁、冷酷无情者；（人名）夏洛克 

1008. spam：无厘头喜剧中每道菜都有的火腿片 

英语单词 spam 原本是英国 Hormel 公司所生产的一种火腿罐头的商标名，由单词 spiced 

（调过味的）和 ham（火腿）组合而成。1970 年，英国 BBC 推出了一部无厘头情境喜剧“巨

蟒剧团之飞翔马戏团”（Monty Python's Flying Circus），里面有一家怪异的餐厅，所提供的所

有菜品中都含有 spam 火腿片。并且，餐厅里还坐满了维京海盗，时不时地大声合唱赞美 sp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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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腿片的歌曲。单词 spam 随着这部喜剧的流行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互联网开始兴

起时，人们开始将网络内容中强行塞入的广告信息称为 spam，因为它就像那家餐厅在每道

菜中所加入的 spam 火腿片一样。后来，spam 一词逐渐专门用来表示垃圾邮件。 

spam：[spæm] n.垃圾邮件，火腿罐头 

1009. svengali：小说中能催眠、操控他人的音乐家 

斯文加利（Svengali）是英国小说家乔治·杜·莫里耶（George du Maurier）于 1894 年出

版的经典小说《特丽尔比》（Trilby）中的音乐家，他使用催眠术控制女主人公特丽尔比，使

其惟命是从，成为他牟利工具。后人用 svengali 来形容那些对他人具有极大影响力和控制力

的人，如能使观众如痴如醉的歌星。 

svengali：[sveŋ'ɡɑ:li; sfeŋ-] n.斯文加利，如斯文加利一般的人，对他人具有极大影响力

和控制力的人 

1010. syphilis：意大利诗歌中第一个梅毒患者 

关于梅毒的起源，西方学者认为，在 15 世纪前欧洲没有梅毒，梅毒是哥伦布船队的水

手从美洲大陆带入欧洲的。当哥伦布的船队从美洲返回西班牙时，梅毒病毒便横跨大西洋传

入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并很快蔓延至整个欧洲。当这种疾病从一个地方传入另一个地方，

当地人往往会使用猜想中的来源国来给它命名。西班牙人将其称为“卡斯蒂利亚病”，意大

利人将其称为“高卢病”，英格兰人将其称为“法国瘟疫”。中国人则将其称为“广东疮”，

因为是洋人首先传入广东并蔓延至全国的。 

到 16 世纪，这种可怕的性病在西方终于被统称为 syphilis，它源自意大利医生兼诗人弗

莱卡斯特罗（Girolamo Fracastoro，1483-1553）的诗歌《《西菲利斯：高卢病》中男主角的

名字 Syphilus。该诗歌描述了一个名叫 Syphilus的年轻牧羊人侮辱了阿波罗神；神为了报复，

让这个年轻人的肢体断落，让他的骨头、牙齿暴露直到腐烂，他的呼吸发出臭气，而且不能

发出声音。弗莱卡斯特罗通过 Syphilus 所患的病症，描述了当时流行于意大利的性病“高卢

病”的症状，后人据此认为 Syphilus 是第一个得梅毒的人。1546 年，Fracastoro 在其医学论

著中首次使用 syphilus 一词作为梅毒的通用称呼。进入英语后，拼写形式变为 syphilis。从

此以后，syphilis 就成了“梅毒”的正式名称。 

syphilis： ['sɪfɪlɪs] n.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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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talent：《圣经》中的“塔兰特”寓言 

英语单词 talent 源自希腊语 talanton，字面意思“天平、秤”，本是重量单位，一般译

为“塔兰特”，一塔兰特大约等于 30 公斤。也可用作货币单位，表示等重的黄金或白银，

曾经在中东、希腊等地区广泛应用。 

在《圣经》的《马太福音》中，耶稣讲了一则寓言：有个人要出门远行。临行前叫来仆

人，把家业委托给他们。他按照每个人的才干，依次给了 5 塔兰特、2 塔兰特和 1 塔兰特，

然后就启程了。那个拿了 5 塔兰特的仆人，把钱拿去做买卖，赚了 5 塔兰特。那个拿了 2

塔兰特的仆人也同样赚了 2 塔兰特。只有那个拿了 1 塔兰特的仆人在地上挖了个洞，把钱藏

在里面。 

主人回家后，仆人们向他汇报成就。拿了 5 塔兰特和 2 塔兰特的仆人，他们的财富都翻

倍了，只有拿了 1 塔兰特的仆人依然是 1 塔兰特。前两个仆人都得到了主人的夸奖，第三个

仆人被主人臭骂一顿，然后把他的 1 塔兰特夺走，交给第一个仆人。 

经济学中有名的“马太效应”就源自这则寓言，在圣经中表达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意思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赢者通吃。 

在寓言中，塔兰特比喻上帝给予每个人的天资。耶稣借这则寓言，告诫人们要好好利用

上帝赐予每个人的天资。虽然每个人的天资有高有低，但只要你利用得当，都能得到上帝的

赏识，为你提供更多的机遇。所以，本来作为货币单位的英语单词 talent 也就有了“天资”

的含义。 

talent：['tælənt] n.才能，天资，天才 

1012. thrill：莎士比亚用来比喻强烈情绪刺穿身体 

英语单词 thrill 来自古英语，本意是“刺穿”，与 through（通过）同源。16 世纪末，英

国文学巨匠莎士比亚在自己的戏剧作品中开创了 thrill 一词的独创性用法，将人的某种强烈

情绪反应形容为被这种强烈情绪“刺穿”（thrill）。从此以后，thrill 就被用来形容人的某种

强烈情绪反应，如恐惧。 

thrill：[θrɪl] n.v.（使）震颤，（使）感到紧张或激动 

thrilling：['θrɪlɪŋ] adj.令人兴奋的，毛骨悚然的，惊心动魄的，颤抖的 

thriller：['θrɪlə] n.惊悚片，惊悚小说，使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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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topic：亚里斯多德的一篇文章的标题 

这个词是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384—322BC）——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

古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的一篇著作的标题 Ta Topika 中来的，意思是“平凡

小事”，后来 topic 一词便成了“标题”、“题目”的总称。 

现代英语中说的 topical songs（地方歌曲）仍含有 topic 早期的含义，因为这些歌曲唱的

大都是与“日常小事”有关的内容。 

topic： ['tɒpɪk] n.题目，主题，话题 

1014. utopia：英国政治家莫尔虚构的理想社会 

1516 年，英国政治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作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爵士发表

了名著《乌托邦》（全名是《关于最完全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

莫尔在书中虚构了一个航海家航行到一个神奇的“乌托邦”（Utopia）的旅行见闻。在那里，

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

餐，官吏通过公共选举产生。 

英语单词 utopia 由希腊词根 ou（no，没有）和 topos（place，地方），字面意思就是“乌

有之乡，不存在的地方”。今天，utopia 一词一般用来描写任何想象的理想社会，或者是某

些好的，但是无法实现的建议、愿望、计划等。 

utopia：[ju:'təupiə] n.乌托邦，理想社会 

utopian：[ju'topɪən] adj.乌托邦的，空想的，理想化的 n.空想家，乌托邦居民 

1015. weird：莎士比亚笔下长相怪异的命运三女神 

英语单词 weird（怪异的）来自古英语 wyrd，本意是“命运”。从 8 世纪后期开始，英

国人开始使用 weird 来表示古罗马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这三位女神是三姐妹，分别负

责纺织、丈量和剪断代表人的生命的纱线。15和 16世纪时，苏格兰人开始使用“weird sisters”

来表示“命运三女神”。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在其名著《麦克白》中采纳了这种用法。在这

部戏剧中，莎士比亚将命运三女神描绘成了三位长相怪异骇人的女巫，因此 weird 一词便衍

生出“怪异的”之意。 

weird：[wɪəd] adj.怪异的，不可思议的 n.命运，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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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yahoo：《格列佛游记》中慧骃国中的人形低等动物 

一看到 yahoo 这个单词，人们想到的往往是互联网公司“雅虎”公司。其实英语单词

yahoo 的含义是“粗鲁的人”。它源自著名的幻想小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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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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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应该将其理解为一种谦虚和自

嘲。Yahoo！在确定中文译名时，选择了“雅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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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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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名称篇 

（一） 名人姓氏 

1017. Aesopian：著名的古希腊寓言家伊索 

伊索（Aesop）是公元前 6 世纪古希腊著名的寓言家，与克雷洛夫、拉•封丹和莱辛并称

世界四大寓言家。他曾是萨摩斯岛雅德蒙家的奴隶，并被转卖多次，但因知识渊博、聪颖过

人，最后获得自由。伊索创作的寓言故事深受古希腊人民的喜爱，成为古希腊人尽皆知的寓

言家，以致后来的人将所有的古希腊寓言都归在他的名下。 

伊索寓言大多是动物故事，短小精炼，比喻恰当，形象生动。其中的一部分(如《狼与

小羊》《狮子与野驴》等)用豺狼、狮子等凶恶的动物比喻人间的权贵，揭露他们的专横、残

暴，虐害和弱小，反映了平民或奴隶的思想感情；《乌龟与兔》《牧人与野山羊》等则总结了

人们的生活经验，教人处世和做人的道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采取空前严格和残酷的文学审查制度，成千上万的知识分

子因为其作品获罪。人们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能通过审查，便采取了寓言式的手法，一种通常

具有嘲讽和批判意味的委婉的、伪装的思想表达方式，一种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修辞手段。

这种手法被后人称为 Aesopian（伊索式的），或写作 Aesopic。 

Aesopian：[i:'səupiən] adj.伊索的，伊索（寓言）式的 

1018. algorithm：伟大的波斯数学家阿尔·花刺子模 

阿尔•花刺子模全名为穆罕默德•本•穆萨•阿尔•花剌子模（Muhammad ibn Msa al 

Khwarizmi），出生于波斯北部城市花剌子模，是阿拉伯阿拔斯王朝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

地理学家，代数与算术的整理者，被誉为“代数之父”。公元 830 年，阿尔·花剌子模写了

一本有关代数的书，英语单词 Algebra（代数）就来源于这本书的书名中一个单词。 

阿尔·花剌子模还出版了一本数学著作，介绍了印度的十进制记数法和以此为基础的算

术知识。13 世纪，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 Fibonacci）将这套十进制计数法和算术方法引

介到欧洲，逐渐代替了欧洲原有的算板计算及罗马的记数系统。0~9 等十个印度数字也因此

被欧洲人误称为阿拉伯数字。意大利人将他的名字翻译成拉丁语 Algorismus，并将他在这本

著作中讲解的基于十进制计数法的算术方法也称为 Algorismus。英语单词 algorism（算术）

一次就来自拉丁语 Algorismus，后来被单词 arithmetic（算术）逐渐替代，很少使用。而 algo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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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体，英语单词 algorithm 却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得以发扬光大，表示计算机领域

的专业术语“算法”。 

algorithm：['ælgərɪð(ə)m] n.算法，运算规则 

algorism：['ælɡərɪzəm] n.阿拉伯数字系统，十进制计数法 

1019. America：确认新大陆的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哥 

大家都知道，美洲大陆是哥伦布最新发现的，但美洲并没有以他命名，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哥伦布虽然第一个发现了美洲，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一块新大陆，一直认为自己来到的

是亚洲，还把当地的土著人称为“印度人”（India）。首次确认美洲是新大陆的是意大利的

伟大航海家亚美利哥（意大利名为 Amerigo，拉丁语名为 Americus）。15 世纪 90 年代，亚

美利哥在西班牙经商时结识哥伦布，并作为船舶设备商协助了哥伦布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航行。

1499 年，他随同葡萄牙人奥赫达率领葡萄牙船队出航，到达南美洲亚马孙河口。亚美利哥

对南美洲东部沿岸地区进行了详细考察，认为这块大陆并非亚洲，而是一块新大陆。1507

年，他出版了《海上旅行故事集》，首次提出了美洲大陆是新大陆的观点，并对新大陆进行

了详细的描述。这本书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因此人们将他看作是发现新大陆的第一人。随

后不久，在德国人重新出版的一本世界地理著作中，在地图中增加了新大陆，并将它以亚美

利哥的名字命名，称为 America。 

America：[ə'merɪkə] n.美洲，美国 

American：[əˈmerɪkən] adj.美洲的，美国的 n.美国人，美洲人，美式英语 

1020. August：古罗马帝国开国君主屋大维 

屋大维（Octavian）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元首政制的创始人。他本是恺撒大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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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至尊的）的称号。词根 aug表示“增大”，

ust=est，表示“最”，us 是名词后缀，所以 Augustus 的字面意思就是“最伟大的人”。 

公元 14 年，屋大维去世。罗马元老院决定将他也列入神的行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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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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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屋大维的尊号 Augustus。 

屋大维是最后一个名字出现在月份名称中的凡人。据说当他的继承人提比略继位时，有

人为了拍马屁，提议仿效前人，用提比略的名字来命名月份，结果被提比略拒绝了。提比略

说一年一共只有 12 个月，要是都用皇帝的名字来命名，将来第 13 个皇帝咋办呢？因此，后

来再无人用凡人的名字来命名月份。 

August：n.八月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1021. baedeker：旅游出版业的红人贝德克尔 

英语单词 baedeker 源自十九世纪德国出版商卡尔·贝德克尔（Karl Baedeker）的姓名。

他所出版的《贝德克尔旅游指南》囊括欧洲各国的旅游指南，内容丰富，样样洒洒，包罗万

象，携带方便，红了好多好多年。 

贝德克尔本人酷爱旅游。最初，他仅仅是把自己旅游过的国家和城市，通过文字和插图，

钜细靡遗地记录下来供后来的旅行者参考，随着他走过的城市越来越多，出版的书也就越来

越多。后来他的儿子也开始加入了这样的旅行写作行列。翻译成英文之后，这套书的实用性

和资讯性之高，让很多读者都趋之若鹜，慢慢地也有些读者以这种方式加入 Baedeker 丛书

的写作行列，所以影响力不断扩大，后来变成了“旅游指南”的代名词，并且还扩展到其他

领域，表示“入门手册”。在二战期间，德国曾对英国城市开展空袭，空袭目标就是根据《贝

德克尔旅游指南》来选择的。 

baedeker：['beidikə] n.旅游指南，入门手册 

1022. banting：节食减肥成功的英国人班廷 

19 世纪，在英国伦敦有一位名叫威廉·班廷（William Banting）的退休棺材制造商，深

受肥胖之苦，尝试了多种减肥法都不奏效。后来，他听从了一位医生的建议，改变饮食结构，

每天严格按照一份特殊的食谱来进食，结果获得奇效，减肥成功。威廉·班廷将自己的减肥

经验写成一本小册子，并在里面公布了自己的特殊食谱。这份食谱的最大特点是尽量减少糖

类、淀粉和油脂类食物的摄入，而多摄入水果、蔬菜和瘦肉。这种方法就是后来的“低糖减

肥法”的前身。 

威廉·班廷的节食减肥法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以至于人们用他的姓氏 banting 来表示这种

减肥法，并逆生出动词 bant，表示节食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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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ting：['bæntiŋ] n.班廷式节食减肥法 

bant： [bænt] vi.节食减肥 

1023. begonia：将秋海棠引入欧洲的法国人贝贡 

17 世纪有位名叫米歇尔•贝贡（Michel Begon）的法国人。他曾经出任法国派驻南美洲

圣多明各的总督，而且还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科学赞助人，尤其热心于赞助植物研究工作。他

在当地收集了数百种植物标本，并首次将秋海棠标本带回法国并介绍给欧洲植物学家。为了

纪念他，人们用他的姓氏 Begon 给此花正式命名为 begonia，由 Begon 加上表植物的名词

后缀-ia 构成。begonia 原为拉丁学名，英语直接借用了这一名称。 

begonia：[bɪ'gəʊnɪə] n.秋海棠，秋海棠属植物 

1024. decibel：电话的发明人贝尔 

美国发明家和企业家亚历山大•贝尔（Alexander Bell）被人普遍认为是电话的发明者。

为了纪念他，人们用他的姓氏 Bell 作为衡量声音强度的单位，记为 bel（贝尔）。由于 bel

这个单位太过粗略而不能充分描述我们对声音的感觉，人们将 bel的十分之一作为常用单位，

称为 decibel（分贝）。前缀 deci-就是“十分之一”的意思。 

decibel：['desɪbel] n.分贝 

bel：[bel] n.贝尔 

1025. biro：发明圆珠笔的匈牙利人比罗 

在圆珠笔被发明出来之前，写字可能是一桩会脏手的事情。在办公室里，人们都使用那

种必须频频去蘸墨水的简易钢质笔尖的笔。墨水瓶很容易被打翻，纸张很容易沾上墨渍或形

成污迹。 

发明了圆珠笔的匈牙利人拉兹洛·比罗（Laszlo Biro）是一家报馆的校对员。他的同事们

总是抱怨不是手上就是纸上弄上了墨渍，形成了污迹，因此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当比罗

在一家颜料店看到速干墨水时，他决定利用这种墨水发明一种不容易弄脏手和纸张的笔。拉

兹洛和他的兄弟——化学家乔格花了几年时间设计出了圆珠笔的原型。那是一根灌满速干墨

水的管子，顶端嵌装着一粒滚珠，它使墨水平滑地划写在纸上。 

等到他们完善了自己的想法时，兄弟俩已永久移居阿根廷。他们在那里找到了一个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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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英国商人亨利·马丁。1943 年，他们制造出了圆珠笔，并将它们出售给英国陆军和皇

家空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开发出了低成本的制造方法，圆珠笔逐渐成为大家都喜爱

的书写工具。圆珠笔的发明者比罗的名字 Biro 也成了圆珠笔的代名词。不过这个名称主要

在英式英语中使用。美国人通常称为 ballpoint 或 ball pen。 

biro：['baiərəu] n.圆珠笔 vt.用圆珠笔书写 

ballpoint：['bɔlpɔɪnt] n.圆珠笔 

1026. bloomer：19 世纪美国女权主义活动家布鲁姆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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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7. bobby：创建伦敦首支警察部队的罗伯特·皮尔爵士 

在英语中，人们有时候用 bobby 来称呼警察。bobby 一词其实是创建伦敦第一支警察部

队的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昵称。 

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1788-1850）是英国最杰出的首相之一，被看作英国

保守党的创建人。1829 年，当时担任英国内政部长的罗伯特•皮尔促使议会通过了创建新警

察制度的议案《大伦敦警察法》，建立了“大伦敦警察厅”，标志着近代警察制度的建立。

在建警初期，罗伯特•皮尔提出的九项警务原则，深刻体现了英国警察的性质，使警察事业

在英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因此，在英国，人们亲切地用罗伯特的昵称 bobby 来称呼警察。 

bobby：['bɒbɪ] n.（俚语）警察，（人名）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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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 bogus：擅长开空头支票的意大利骗子鲍格才 

英语单词 bogus 表示“伪造的东西”，在 19 世纪开始出现在美国新闻报纸上。没有人

知道这个词的确切来源。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一份新闻报刊认为，该词是从意大利臭名

昭著的骗子鲍格才（Borghese）的名字演变而来的。他行骗有术，手段高明，擅长开空头支

票，到银行或商店里去兑换现金，然后赶紧离开。Borghese 由于开了一大把不值分文的支票、

汇票和其他票据而在整个南部和西部出了名。从他的大名Borghese也就逐渐成了“冒牌的”

或“伪造的”的同义词，后来拼写形式缩写为 bogus。 

bogus：['bəʊgəs] adj.伪造的，假的 n.伪钞，假币 

1029. bowdlerize：删改净化文学名著的鲍德勒 

英语单词 bowdlerize（删改）源自英国人托马斯·鲍德勒（Thomas Bowdler）。他本是一

名医生和慈善家，但让他载入史册的却是他对一些文学名著的删改净化，其中包括大名鼎鼎

的《莎士比亚戏剧集》。由于担心《莎士比亚戏剧集》中的一些不雅词汇对儿童产生不良影

响，他投入大量时间，对其进行了删改和净化，保留了其中的精华，而将一些他认为粗俗的

语句进行了删改，从而推出了家庭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这样，在客厅中为全家朗读莎

士比亚的著名戏剧时，就不至于因为某些不雅语句而引发尴尬了。 

Bowdler 对文学名著的删改行为，众人褒贬不一。有人鼓掌叫好，也有人讽刺是对名著

的阉割。不管怎样，Bowdler 的举动引发了人们对出版内容对儿童的影响的思考，最终引发

了政府的出版审查制度（censorship）。Bowdler 本人的名字也因此载入史册，从中诞生了

bowdlerize（删改）、bowdlerism（任意删改）等英语单词。 

bowdlerize：['baʊdləraɪz] vt.删改，净化，删改不雅语句 

bowdlerism：['baʊdlərɪzəm] n.为净化而删改的做法 

1030. boycot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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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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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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 braille：发明全球通用盲文的盲人少年布莱叶 

英语单词 braille（盲文）源自全球通用盲文的发明者路易·布莱叶（Louis Braille）的姓

氏。布莱叶三岁时左眼意外受伤失明，随后右眼也因受感染而失明。十岁时，天资聪颖的布

莱叶获得一笔奖学金，得以进入巴黎盲人学校学习。该校使用的教材是一种凸出字母，由铜

丝在纸张上压制而成。盲人学生在学校学习如何阅读这种盲文，但无法进行书写。1821 年，

一名退伍海军军官访问了这所学校，向学生们介绍了自己发明的夜间书写文字代码系统。该

代码系统使用 12 个凸点的不同排列组合来表达意思，可以帮助士兵在夜间无需发音即可进

行传递信息。受此启发，布莱叶在 15 岁发明了自己的凸点代码系统——布莱叶点字法。该

系统仅要 6 个凸点即可表示一个字母。人们通过手指触摸即可理解凸点的含义，还能进行方

便的书写。 

1852 年，布莱叶因病去世，他的遗体被法国政府安葬于用于安葬法国历史上重要伟人

的巴黎先贤祠。1879 年在柏林举行的国际盲人教师代表大会上决定采用布莱叶点字法对盲

人进行教学。1887 年布莱叶点字法获国际公认。现在，布莱叶点字法已经适用于几乎所有

的已知语言，并成为全世界视觉障碍者书面沟通的主要方法。 

英语单词 braille 便是来源于布莱叶的姓氏，是他所发明的布莱叶点字法的简称。 

braille：[brel] n.盲文，布莱叶点字法 

1032. bur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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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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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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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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 cabal：17 世纪英国政府中的“五人帮”。 

该词源自拉丁语。cabal / cabbala，直接借自法语 Cabale，17 世纪初就已获得了“阴谋

小集团”或“秘密小集团”一义。1667 至 1673 年英王查理二世五位最有权势的大臣结成秘

密小集团，进行阴谋活动。1672 年他们未经议会批准就秘密地同法国签订盟约，迫使英国

同荷兰交战。他们的所作所为引起本国臣民极大不满。说来也巧，这五位声名狼藉的大臣的

姓氏为 Clifford 、 Ashley 、Buckingham、Arlington、Lauderdale，其首字母正好构成 CABAL，

人们遂以 cabal 称之。这一巧合加强了原 cabal 一词的意义，给原 cabal 注人了新的活力，使

cabal 通用一时，并从此在英语中站稳了脚跟。也正是这一巧合使某些人误认为 cabal 一系由

首字母缩拼而成，把 cabal 看作是英语最早的首字母缩拼词之一。尽管事实是，早在此之前，

cabal 就已存在于英语词汇之中。 

cabal：[kə'bæl] n.阴谋集团，阴谋 vi.策划阴谋 

1034. caesarian：传说剖腹出生的凯撒大帝 

在英语中，“剖腹产”称为“caesarian section”。其中，caesarian 与凯撒大帝的名字

Caesar 很接近。因此，有传说凯撒大帝是剖腹产出生的，故得名 Caesar，源自拉丁语 caedere

（cut，切割）的过去式 caesus。所以在日语中，“剖腹产”直接被翻译成了“帝王切开术”。 

不过，历史学家考证说，这种传说很不靠谱，因为在古罗马时期，外科学还很落后，根

本不可能在剖腹取婴的同时保证母亲的存活，而凯撒大帝的母亲可是活得好好的，目睹了儿

子的丰功伟绩，还担任过儿子的顾问一职。那时候虽然也有剖腹产的做法，但都是孕妇死后

才切开腹部抢救其中的婴儿，不可能在孕妇还没死时就开刀剖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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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说，凯撒的名字与 caesus（切割）无关，而是源自 caesaries（满头的头发），因

为凯撒出生时头发浓密。不管怎样，单词 caesarian（剖腹产的）的拼写与凯撒大帝的名字

Caesar 非常接近倒是确凿的事实，将其看成是 Caesar 的形容词也无可厚非，并且有助于我

们记住该单词的拼写。值得注意的是，单词 caesarian 也可以写作 caesarean 或 cesarean。 

caesarian：[si'zεəriən] n.剖腹产的，凯撒的，帝王的 

1035. camellia：将山茶花引入欧洲的传教士卡梅尔 

17 世纪末有一位名叫乔治•约瑟夫•卡梅尔（George Joseph Kamel）的基督教耶稣会传

教士兼植物学家到菲律宾吕宋岛传教，在岛上发现了一种美丽的观赏植物，便将它的标本带

回欧洲。他不仅将此花引入欧洲，而且还写了他种植该植物的报告，发表于伦敦皇家学会的

《哲学学报》上。瑞典博物学家林奈（Linnaeus）读了该报告，为了纪念这位传教士就按他

的姓氐 Kamel 给这种植物取了个拉丁学名，这就是 camellia（山茶花），由 camel 加上抽象

名词后缀-ia 构成。英语名称直接来自这个拉丁名称。 

camellia：[kə'milɪə] n.山茶花，山茶，山茶属 

1036. cardigan：英国将军卡迪根伯爵七世 

在中世纪的英、法等国的沿海地区，渔夫和户外工作者为了抵御严寒，喜欢穿羊毛衫。

但是传统的套头式羊毛衫穿戴起来不太方便，因此，有人发明了前面开口有扣的开襟羊毛衫。

与套头羊毛衫相比，开襟羊毛衫穿戴十分方便，不会弄乱发型，并且，天热时可以解开扣子，

天冷时可以扣上扣子。因此，这种开襟羊毛衫在渔夫和户外工作者群体中特别流行。然而，

这种开襟羊毛衫被称为 cardigan，完全是因为一位英国将军的缘故。他就是英国的卡迪根伯

爵七世（1797 – 1868），名为 James Thomas Brudenell，Cardigan（卡迪根）是他的封号。 

卡迪根伯爵七世是一名军人，官至少将。他参加了 19 世纪英法与俄罗斯之间的克里米

亚战争。在著名的巴拉克拉瓦战役中，他面对火力和人数占优的俄军，率领英国轻骑兵旅发

起了英勇的冲锋。这次冲锋被载入了史册，成为大量诗歌、电影的讴歌对象。卡迪根伯爵及

其轻骑兵在战场上为了御寒而穿的开襟羊毛衫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纪念卡迪根

伯爵，人们就用他的封号 Cardigan 来称呼这种开襟羊毛衫。这种服饰也从渔夫服一跃成为

时尚圈的宠儿，成为了西方绅士的最爱。 

cardigan：['kɑːdɪg(ə)n] n.开襟羊毛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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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 Casanova：著名的意大利风流汉卡萨诺瓦 

卡萨诺瓦（Giovanni Jacopo Casanova，1725-1798）是极富传奇色彩的意大利冒险家、

作家，18 世纪享誉欧洲的大情圣，他为人风趣又博学多闻，是当时最风流倜傥的万人迷。

他在欧洲游历多地，与大量女子纠缠不休。最终得罪了教会当局，被捕入狱，并险些被处以

绞刑，幸亏得到朋友帮助才逃脱牢狱之灾。他在晚年出版了自传性质的小说《我的一生》，

详细叙述了自己一生的风流往事。他的姓氏也成为了“风流汉”的代名词。 

casanova：[,kæzə'nəuvə] n. 卡萨诺瓦，风流汉 

1038. Celsius：发明摄氏温标的瑞典科学家摄尔修斯 

我们常用的摄氏温标是由瑞典科学家安德斯·摄尔修斯（Anders Celsius，1701～1744）

发明的。摄尔修斯是瑞典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1742 年，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

上创立了摄氏温标。他把水银温度计插人正在熔解的雪中，定出冰点作为一个标准温度点；

然后又把温度计插入沸腾的水中，定出沸点作为另一个标准温度点。并把冰点和沸点之间等

分 100 度，所以摄氏温标又叫百分温标。1948 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九届国际计量大会把百分

温标正式命名为“摄氏温标”，并用摄尔修斯的名字 Celsius 作为摄氏温标的单位，称为“摄

氏度”，用℃表示。 

最初，为了避免测量低温时出现负值，摄尔修斯把水的沸点定为零度，而冰点定为 100

度。摄尔修斯去世后，根据其他科学家的建议，人们把这种标度倒转过来，以冰点为零度，

沸点为 100 度。 

Celsius：['selsɪəs] n.摄氏度 adj.摄氏的 

1039. Chauvinis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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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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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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 cinchona：将金鸡纳树皮引入欧洲的伯爵夫人 

在 1639年，西班牙驻秘鲁总督Chinchon伯爵夫人感染了我们今天称之为疟疾的热带病，

欧洲来的医生对此束手无策。当地印第安人送来了一些当地一种常绿树的树皮，对她说这种

树皮对该病具有神奇的疗效。伯爵夫人服用这种树皮制成的粉末后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后

来，Chinchon 伯爵夫人便将这种能够治疗疟疾的神奇树皮引进欧洲。 

18 世纪，瑞典博物学家林奈（Carolus Linnaeus）为了纪念 Chinchon 伯爵夫人，将这种

树及其树皮正式命名为 cinchona。照理应作 chinchona，是林奈拼错了伯爵夫人的名字。后

人也不予纠正，cinchona 这个名称便得以流传了。 

cinchona：[sɪŋ'konə] n.金鸡纳树，金鸡纳树皮 

1041. condom：发明避孕套的英国医生康德姆 

英语单词 condom（避孕套）来自其发明者、17 世纪的英国医师康德姆（Joseph Condom）

的姓氏。康德姆发明的避孕套用小羊盲肠制成，他因此被国王封为骑士。然而历史资料表明，

康德姆并非避孕套的鼻祖，类似的“性爱工具”在古埃及和古罗马时代的艺术品上均有描绘，

最早用动物膀胱或鱼鳔制成。 

condom：['kɒndəm] n.避孕套 

1042. czar：被用作罗马皇帝名号的凯撒 

英语单词 czar（沙皇）源自俄语中表示“沙皇”的单词，而后者则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

家、军事家凯撒大帝的姓氏“凯撒”的俄语拼写姓氏。凯撒大帝在遗嘱中将自己的甥孙屋大

维收为养子和继承人，指定由屋大维继承自己的遗产和姓氏。屋大维后来成为罗马帝国的皇

帝。在他之后的历代罗马皇帝会继承“凯撒”这个姓氏，因此“凯撒”就变成了罗马皇帝的

专用名号。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西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都以“凯撒”

为名号，只是拼写方式略有不同。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当时还只是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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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公国）成为了东正教世界的领袖，自命为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当时的莫斯科大公伊凡

四世于 1547 年加冕为皇帝，以俄语中的“凯撒”作为自己名号，中文根据其发音和含义译

为“沙皇”，英语则根据其发音译为 czar。 

czar：[zɑː] n.（俄国）沙皇，皇帝，独裁者 

1043. derrick：英国著名的刽子手德里克 

17 世纪初，英国伦敦附近的泰伯恩刑场有一个姓“德里克”（Goodman Derrick）的刽

子手，在其常年的职业生涯中曾经执行过三千多次的绞刑或斩首，死在他刀下的不乏名人显

贵，其中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后因叛乱被捕的埃塞克斯伯爵。因此，德里克

成了全英国的知名人士，他的名字 Derrick 也与死刑联系起来了，被用来表示“死刑执行者”、

“绞刑架”。后来，起重机、石油钻井等机械问世后，由于形状接近绞刑架，因此也被称为

derrick。 

derrick： ['derɪk] n.起重机、石油钻井井架 

1044. diesel：发明内燃机的工程师狄塞尔 

柴油发动机是燃烧柴油来获取能量释放的发动机。它是由德国工程师鲁道夫·狄塞尔

（Rudolf Diesel）于 1892 年发明的，是 19 世纪末最重要的一项机械发明。为了纪念这位发

明家，人们用他的姓 Diesel 来表示柴油，而柴油发动机也称为 diesel engine（狄塞尔发动机），

或简称 diesel。 

diesel：['diːz(ə)l] n.柴油、柴油机。 

1045. doll：女子名字 Dorothy 的昵称 

西方人喜欢用一个简单的昵称来代替人的名字。如 Richard 的昵称是 Dick，William 的

昵称是 Will 或 Bill，Thomas 的昵称是 Tom，Robert 的昵称是 Robin、Bobby 或 Bob。 

小女孩喜欢玩的玩具娃娃，英语里叫 doll，其实就是 Dorothy 这个女子名的昵称，起初

指“情人”或“心上人”，继而指“好看然而没有头脑的女子”，现在又用来指“玩具娃

娃”。不过，今天偶尔也用它指“美貌的姑娘”。 

doll：[dɒl] n.玩偶，洋娃娃，无头脑的漂亮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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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 draconian：推行严刑苛法的雅典统治者德拉古 

公元前 621 年，希腊城邦雅典的统治者德拉古（Draco）迫于平民的压力，将以往的习

惯法加以编纂，颁布了古希腊的第一部成文法。该法以严酷而闻名。对于刑事犯罪，一律处

以死刑。就连盗窃水果这样的轻罪也是死刑。德拉古解释说轻罪本来就该处死，至于重罪，

因为找不到比处死更重的刑罚，所以也是处死。德拉古法如此严酷，以至历史学家说它不是

用墨水写的，而是用血写的。德拉古法后来被梭伦修改，但由此产生了单词 draconian，形

容严厉苛刻。 

draconian：[drə'konɪən] adj.严厉的，苛刻的。  

1047. dunce：对神学家 Duns 信徒的蔑称 

 dunce 一词源自中世纪著名的苏格兰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 John Duns Scotus 的中名

Duns。他认为意志高于理性，行动高于思维，神学是对上帝进行实践的科学。以他为代表

的宗教观在中世纪欧洲书院的影响长达 200 余年之久。在文艺复兴时期，Duns 的信徒们拼

命维护旧学说，抵制文艺复兴思潮中产生的新学问和新的神学理论。因此，人文主义者和宗

教改革家们就把 Duns 的信徒称为 dunsman 或 dunceman，后来简化为 dunce。dunce 原本含

有“守旧”和“书呆子”的含义，逐渐发展出“笨蛋”的含义，后来又引申出了“智力迟钝

的学生”一义。 

dunce：[dʌns] n.笨蛋，傻瓜，智力迟钝的学生 

1048. epicure：推崇享乐的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 

伊壁鸠鲁（Epicurus）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无神论者，伊壁鸠鲁学派的创始人。他成功

地发展了阿瑞斯提普斯（Aristippus）的享乐主义，并将之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结合起来。 

伊壁鸠鲁认为快乐是生活的目的，是天生的最高的善。但是，应当区分不同的快乐。解

除对神灵和死亡的恐惧，节制欲望，远离政事，审慎地计量和取舍快乐与痛苦的事物，达到

身体健康和心灵的平静，这是生活的目的。伊壁鸠鲁强调，在我们考量一个行动是否有趣时，

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它所带来的副作用。在追求短暂快乐的同时，也必须考虑是否可能获得更

大、更持久、更强烈的快乐。 

伊壁鸠鲁把“纯粹的”享乐看作是最高的目的，但是，他与阿瑞斯提普斯所主张的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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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不尽相同。伊壁鸠鲁的快乐是指“没有痛苦”和“灵魂的安宁”。伊壁鸠鲁认为，通过

满足某些欲望而获得的那种快乐不是人生的目的，因为随这种享乐而来的必然是厌倦，从而

使人背离了他的真正目的，即没有痛苦。 

3 世纪以后 ，伊壁鸠鲁的学说成了基督教的劲敌。在中世纪，伊壁鸠鲁成了不信上帝、

不信天命、不信灵魂不死的同义语。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卢克莱修《物性论》的发现和出版，

扩大了伊壁鸠鲁学说对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影响。17 世纪伽森狄全面恢复了伊壁鸠鲁学说，

它直接影响了 17～18 世纪英、法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伊壁鸠鲁的社会契约说是近代

社会契约论的直接先驱，他的伦理思想对英国的边沁、密尔等的功利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英语中，从伊壁鸠鲁的名字 Epicurus 产生了单词 epicure，用来表示“享乐主义者”。 

epicure：['epɪkjʊə; 'epɪkjɔː] n.享乐主义者，美食家，饕餮之徒 

epicurean：adj.享乐主义的，讲究饮食的，伊壁鸠鲁学说的 n.享乐主义者，美食家 

1049. galvanize：第一个研究生物电的意大利医生伽伐尼 

路易吉·伽伐尼（Luigi Galvani，1737－1798 年）是意大利医生、物理学家与哲学家，

现代产科学的先驱者。在 1780 年，他发现死青蛙的腿部肌肉接触电火花时会颤动，从而发

现神经元和肌肉会产生电流。他是第一批涉足生物电领域研究的人物之一，这一领域在今天

仍然在研究神经系统的电信号和电模式。 

关于伽伐尼是如何开始生物电学实验的，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伽伐尼当时正在一张桌

子旁给青蛙剥皮。此前他曾在这张桌子上用摩擦青蛙皮产生的静电进行电学实验。伽伐尼的

助手用一根带电荷的金属解剖刀触碰了青蛙露在外面的坐骨神经。这时，伽伐尼和助手看见

了电火花，青蛙腿像活着一样踢了一下。因为这次实验，伽伐尼成为第一个研究电和运动/

生命联系的研究者。 

在伽伐尼的同行伏打的提议下，这一现象以伽伐尼的名字命名为“galvanism”（流电）。

今天，生物学中对伽伐尼现象的研究被称作“electrophysiology”（电生理学）， "galvanism"

这一术语如今仅在历史文本中使用，但从galvanism衍生出的动词galvanize依然被广泛使用。 

galvanize： ['ɡælvənaɪz] vt.电镀，通电，刺激，镀锌 

1050. gerrymander：为政党利益而改划选区的美国州长杰瑞 

英语单词 gerrymander（弄虚作假）由单词 gerry+mander 组成，是由美国州长埃尔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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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瑞（Elbridge Gerry）的姓氏和 salamander（蝾螈）组合而成的。这个词的产生与杰瑞为

了操纵选举而改划选区的行为有关。 

我们知道，美国的选举是按照选区进行的，每个选区根据其人口数量拥有不同的选票。

竞选人只要在该选区获胜，就能赢得该选区的所有选票。各选区投票结束后，统计竞选人所

赢得的所有选票，得票总数多者为最后的胜者。因此，选区的划分对于最终结果具有重要的

影响。同样的支持率，在不同的选区划分下，最终产生的结果可能有天壤之别，尤其是当竞

争者旗鼓相当时，选区的划分就更加重要了。 

1812 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州长杰瑞为了帮助自己所在的党派获胜，就滥用职权，颁

布法令，对选区进行重新划分，各选区被有意地划成七扭八怪的形状。为了揭露和讽刺这种

操纵选举的伎俩，漫画家吉尔伯特·斯图尔特（Gilbert Stuart）在报纸上发表了一幅漫画，将

改划后的选区地区夸张地画成了一条蝾螈（salamander），将其命名为 Gerry-mander（杰瑞蝾

螈）。英语单词 gerrymander 便是从此而来，用来表示这种为了操纵选举而刻意改划选区的

做法，后来词义拓展，泛指各种为了特定结果而刻意设置、变更规则、条件的做法。 

gerrymander：['dʒerɪ,mændə] n.v.为了政党利益而不公正地改划选区；为特定结果而刻

意设置、变更规则、条件的做法 

1051. graham：著名的素食主义者格拉汉姆 

英语单词 graham 来自 19 世纪美国著名的素食主义者希尔维斯特·格拉汉姆（Sylvester 

Graham）的姓氏。格拉汉姆是一名牧师，他除了主张禁酒节欲外，还大力提倡素食主义。

在他的素食食谱中，除了蔬菜、水果外，还有他自己利用粗面粉制作的各种面包和饼干。他

还发明了一种著名的薄脆饼干（graham cracker）。其他人品尝这种饼干后赞不绝口，这种饼

干很快就成为了一种广为流传的素食食物。格拉汉姆的姓氏也被用来形容这一类食品。 

graham：['greɪəm] adj.全麦，粗面粉的，全麦粉制成的 

1052. guillotine：提出断头台设想的法国医生吉约坦 

在中世纪欧洲，死刑的执行方式一般是绞刑或斩首。处决普通犯人时采用绞刑，处决贵

族时使用宝剑斩首。与中国人喜欢留个全尸不同，西方人认为被砍掉脑袋更加高贵，也没有

被绞死那么痛苦，只有勇敢的贵族才配得上这种待遇。不过，如果宝剑不够锋利，行刑过程

也会变得极其痛苦。为了降低死刑的痛苦，法国一名信仰人文主义的医生，约瑟夫·吉约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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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Guillotin）提出，认为死刑应以快速及人道的方式执行，而且应对所有人采用同一

刑罚以提倡平等。因此，他提议统一采用斩首的方式执行死刑。 

1791 年，法国国会通过以斩首作为唯一合法的死刑执行方式。1792 年，由吉约坦医生

（另一说法为安东尼·路易医生）与一位法国刽子手合作，动手制造了一台断头台的原型机，

从此新型断头台便正式面世，并以他的姓氏命名，称为 guillotine。 

断头台由一个高的直立架和一块刀片组成，而刀片则用绳索悬挂在顶部，当执行死刑时，

刀片垂直坠落，头从身体截断。最初，刀刃是水平方向的，后来为了减小阻力，改进为斜线

方向。 

1792 年，断头台首次投入使用，第一次享受此待遇的是一名强盗。1793 年 1 月，法王

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处死，同年 10 月他的王后玛丽·安东尼特也被断头台处决。从此以后，

断头台就像工厂流水线上的机器一样，马力全开。从 1792 年到 1794 年，被断头台斩首的人

数超过了 6 万人。 

吉约坦医生本人信仰人道主义，反对死刑。但他现在的名字成了杀人机器的代名词，令

他的后人十分不满。因此，他的后代曾经抗议把这种机器叫做 guillotine，但没有成功。最

后，吉约坦家族被迫更换了自己的姓氏，以摆脱与 guillotine 的联系。 

guillotine：['gɪlətiːn; ,gɪlə'tiːn] n.断头台，切纸机 vt.用断头台斩首，终止辩论交付表决 

1053. guy：阴谋炸死英国国王的天主教徒盖伊·福克斯 

1605 年，罗马天主教徒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及其同伙因为不满国王詹姆士一世

的新教徒政策，企图炸死国王，并炸毁议会大厦。他们成功地将 36 桶黑火药运进了议会大

厦的地窖，准备在 11 月 5 日采取行动。然而，这个“黑火药阴谋”被揭发，国王和大臣幸

免于难，盖伊及其同党被以叛国罪处死。著名漫画和电影“V 字仇杀队”就取材于这一历史

事件。 

为了纪念这一历史事件，维护对宗教和国家的忠诚，英国人民在每年的 11 月 5 日举行

庆祝活动，这一天也成为了英国的一个传统节日“盖伊·福克斯之夜”，也称为“篝火之夜”、

“烟花节”。人们在这一天点燃篝火，并举着形似盖伊·福克斯的假人游行，将其在篝火上

焚烧。孩子们非常喜欢这个节日。他们自己制作代表盖伊·福克斯的木偶（the Guy），用各种

稀奇古怪的服饰来装饰它，然后拿着它上街向行人索取“给盖伊的便士”（a penny for the 

Guy），讨到零钱后买爆竹。后来，人们将装束怪异的人也称为 guy。再到后来，guy 一词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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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丧失其特殊含义，变成了对男人的一般称呼。 

guy：[gaɪ]n.男人，家伙，（人名）盖伊 

1054. hooligan：伦敦的一个爱尔兰恶棍胡力根 

在 19 世纪末，在伦敦 Southwark 区有一个名叫 Patrick Hooligan 的爱尔兰移民，是个远

近闻名的地痞流氓。他经常纠集一帮小流氓横行乡里，惹是生非。他的名字 Hooligan 经常

出现在当地报纸上，因此人们就用 hooligan 来表示“地痞流氓”。现在，这个词最常用于

football hooligan（足球流氓）中。 

hooligan：['huːlɪg(ə)n] n.地痞流氓 

hooliganism：['huːlɪgənɪzəm] n.流氓行为 

1055. hoover：第一个大规模生产家用吸尘器的胡佛 

1901 年，英国工程师胡伯特·布斯（Hubert C Booth）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真空吸尘器并

获得专利。它使用汽油发动机，体积庞大，只能放在房屋外面，由工人从门窗把机器上的许

多管子拉入房间来清洁房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和王后订购了两台这样的吸尘器，一台用

于白金汉宫，一台用于温莎堡。 

布斯发明的这种吸尘器体积太大，价格太贵，不适合家用。因此人们又开始了发明家用

吸尘器的竞赛。1908 年，一名清洁工吉姆·斯庞格勒（James Spangler）发明了第一台家用真

空吸尘器并获得专利。斯庞格勒患有哮喘病，扫地时扬起的灰尘常常令他难受，因此他自己

动手，用电机、锡质肥皂箱、丝缎枕头套和一个墩布把等部件组装了一台小型的真空吸尘器。

当时他制造这样一台机器需要花费两到三周时间。后来，他把其中一台吸尘器借给了自己的

表妹。他的表妹的丈夫威廉·胡佛（William Hoover）原是一名皮革制品制造商，他的生意因

为受到汽车普及的冲击而非常惨淡。他看到了这种家用真空吸尘器的市场潜力，便从斯庞格

勒手中购买了专利，开始大规模生产这种吸尘器，并为此成立了胡佛公司。 

在市场销售初期，消费者对吸尘器一无所知，因此无法打开销路。因此，胡佛在报纸上

刊登广告，宣称顾客可以免费使用 10 天。就这样，市场对吸尘器的需求开始猛增，胡佛牌

吸尘器的销量突飞猛进，在全球很多国家都得到了应用，以至于从 Hoover 这个姓氏中衍生

了英语单词 Hoover，做名词时表示吸尘器，做动词时表示用吸尘器给房间除尘。 

hoover：['huːvə] n.真空吸尘器 vi.用吸尘器除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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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 hooverize：厉行节约的美国总统胡佛 

美国第 31 位总统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担任美国粮

食管理局的领导，他坚信“粮食能够赢得战争”（food will win the war），并将其作为口号，

在美国大力推行节约粮食政策，甚至还制订了可以节约粮食的一周食谱。因此，美国政府的

宣传人员就使用 hooverize 一词来表示“节约粮食”。 

hooverize：['hu:vəraiz] v.节约粮食，厉行节约 

1057. judas：出卖耶稣的门徒犹大 

犹大（Judas）是耶稣最早的 12 门徒之一，负责管账。犹大最后背叛耶稣，为了 30 枚

银币出卖了耶稣，把耶稣的行踪透露给了痛恨耶稣的犹太教祭司们。在他们到客西马尼园抓

耶稣时，犹大假装请安，拥抱和亲吻耶稣，以指认耶稣。耶稣随即被捕，后被钉死在十字架

上。犹大看到耶稣惨死后，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自尽身亡。后来，犹大的尸体因沉重自垂吊

的树上掉下，落在地下的尸体由于腐烂而肚子爆裂、肠子流出。犹太大祭司用犹大出卖耶稣

基督的钱，将那块地买下来，埋葬了犹大；这块地被称为“血田”，后来作为安葬在耶路撒

冷去世的外邦人的坟地。 

从此以后，人们就用“犹大”（judas）来比喻“叛徒”，用“犹大的亲吻”（kiss of Judas）

比喻可耻的叛卖行为。 

judas： ['dʒuːdəs] n.叛徒，犹大 

kiss of Judas：可耻的叛卖行为 

1058. July：古罗马的凯撒大帝 

英语中的 July（七月）来源于古罗马凯撒大帝（Gaius Julius Caesar）的名字 Julius。在

古罗马时期，7 月原本叫做 Quintilis（意为 5 月，因为罗马历中三月是第一个月）。凯撒大帝

被刺身亡后，曾经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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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以表达对凯撒的崇敬。元老院同意了，于是7月的名称就改成了 Julius，

后来演变为英语单词 July。凯撒大帝是第一个名字出现在月份名称中的凡人。在这之前，罗

马人只用神灵的名字来给月份命名，如 March（三月）缘于战神 Mars，April（四月）缘于

爱神 Aphrodite。除了凯撒以外，只有另一个凡人的名字出现在月份名称中，那就是凯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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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继承人屋大维，他的封号 Augustus 被用来命名八月（August）。 

July：[dʒʊˈlaɪ] n.七月 

1059. lynch：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动用私刑的美国人林奇 

关于美国英语中 lynch（私刑）一词的来源，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沃尔德雷普在《私刑

法官面面观：美国法外暴力与惩罚》一书中对此作了详细考证。根据该书，英语中表示“私

刑”的 lynch 一词最初来自殖民地时期弗吉尼亚的一个人名。不过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

为，该词来自贝德福得县一个名叫查尔斯·林奇（Charles Lynch）的人。他是一个民兵上校、

坚定的爱国者。1780 年，当他得知英国托利党成员企图夺取蒙哥马利县一个为制造武器提

供原料的锡矿时，就率部前往保护。他把那些反叛分子抓住，每人鞭打 39 下，而且据称还

可能使用了严刑拷打的方式，迫使他们承认犯有叛国罪。这些超出法律之外的行为引起了包

括托马斯·杰斐逊在内的许多人的关注。1782 年，林奇本人在通信中把这种在法庭之外为谋

求公正而实施的非正规做法称为 lynch law，后来他还把 lynch 一词用作动词。由此可见，林

奇不仅实施过私刑，而且还亲自带头使用该词。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lynch 一词来自弗吉尼亚州皮茨法尼亚县一个叫威廉·林奇（William 

Lynch）的人。他是一个普通的农场主，在独立战争期间领导一个委员会负责维持秩序。1780

年英国托利党在皮茨法尼亚县策划谋反，威廉·林奇和其他当地人通过非正常程序予以镇压。

1811 年，在接受采访时，林奇描述了描述了他与同伴折磨犯人直到认罪的细节。1836 年，

埃德加·爱伦·坡在其主编的杂志《南方文学信使》（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中提出威

廉·林奇是第一个私刑者。 

不管怎样，到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弗吉尼亚人开始把动用私刑的行为称为 lynch。该

词随后得到了普遍应用。 

lynch：[lɪn(t)ʃ] n.私刑，私刑处死 vt.对……动用私刑，私刑处死，n.（人名）林奇 

1060. macadam：发明碎石筑路法的马卡丹 

一提起“马路”，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马路不就是“马走的路”或“马车走的

路”吗？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错误。其实，“马路”一词跟“马”或“马车”都没有关系，

而是“马卡丹路”（macadam road）的简称。“马卡丹路”（macadam road）一词源自现代

道路建筑之父、碎石筑路法的发明者、苏格兰的建筑工程师马卡丹（John Loudon McA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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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姓氏。 

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的道路要么是简易的土路，要么是用大块石头铺成的石头路。18

世纪末，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的热潮之中，工业的发展对交通运输的要求愈来愈高，现有的

道路再也不能适应人们的需要了。在这种背景下，马卡丹潜心钻研，于 1816 年发明了一种

新型的筑路法。他不使用大块岩石作为道路的基础，而是使用三种不同大小的碎石，分层铺

设并压实嵌入至泥土中。这种筑路法仅仅需要碎石和泥土等材料，造价低廉，铺出的路面坚

实而平整，因此很快得到了广泛应用。为了纪念他，采用这种方法建筑的道路就被称为

macadam road，简称 macadam。 

19 世纪末欧美列强在华兴建租界，把西方的碎石筑路法带到了中国，在中国修筑了一

些 macadam road。当时中国人将这种道路音译为“马卡丹路”，简称“马路”。 

柏油马路是马卡丹路的升级，是在马卡丹路面上加入柏油（tar）。这种道路在英语中被

称为 tarmac，由 tar（柏油）+macadam 组成而成。由于柏油对人体健康有害，现在人们已经

普遍使用沥青（pitch）代替了柏油。 

macadam：[mə'kædəm] 碎石路，马路，马卡丹路 

macadamize：[mə'kædəmaɪz] vt.以碎石铺（路），简易铺装 

tarmac：['tɑrmæk] n.柏油路 

1061. machiavellian：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是意大利著名政治思想家，中世

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主张结束意大利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建立强大的中央集

权国家。他在其代表作《君主论》中认为共和政体是最好的国家形式，但又认为共和制度无

力消除意大利四分五裂的局面，只有建立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政体才能使臣民服从，抵御强

敌入侵。他强调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使用权术政治、残暴、狡诈、伪善、谎言和背信

弃义等，只要有助于君主统治就都是正当的。这一思想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由

于他的政治学说，马基雅维利的名字成了“权谋政治家”的代名词。英语单词 machiavellian

就来自他的名字 Machiavelli。 

machiavellian： ['mækɪə'vɛlɪən] n.权谋政治家 adj.不择手段的，狡猾的，马基雅维利的 



英语词源故事集锦——钱磊博士编著 

                 新浪微博：weibo.com/qianlei888   昵称：钱博士趣味英语                465  

1062. Mackintosh：发明了防水胶布的 Macintosh 

最早的西班牙探险家们常常为雨打湿鞋、行动不便而苦恼。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一种简

便可行的方法，将土著印第安人防潮用的乳状物质即橡胶涂在鞋子上，这样雨水就湿不透鞋

子了。1823 年，苏格兰化学家 Charles Macintosh（1766-1848 年）在苏格兰首府格拉斯哥开

设了一座工厂，用橡胶生产真正的防水用品。他将两层涂了这种橡胶的布料粘合在一起，制

成胶布，防水效果特别好。这种防水布料畅销全球，人们纷纷使用这种胶布来制作雨衣。为

了纪念这位发明家，人们便用他的姓名来命名这种雨衣，将其称作 mackintosh。 

mackintosh：['mækɪntɒʃ] n.雨衣，橡胶布料防水衣 

1063. martinet：严酷操练士兵的法国军官马丁内特 

马丁内特（Jean Martinet）是 17 世纪时法国的一名军官，曾经担任陆军中校和总检察长

等职务。他是近代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军事训练大师。他对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现代军队进行

了改革，制定了一整套标准化的军事训练体系。通过这套体系，能够快速将新兵培养为训练

有素的战士。然而，这套训练体系十分严格，受训者在接受严酷训练时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咒

骂创立了这套体系的马丁内特。因此他的姓氏 Martinet 也就成了“严格执行纪律的人”的代

名词。 

martinet：[,mɑːtɪ'net] n. 严格执行纪律的人 

1064. masochis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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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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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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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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5. maveri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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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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6. mesmerize：以催眠来治疗精神病的奥地利医生麦斯梅尔 

18 世纪 70 年代，奥地利医生麦斯梅尔（Franz Anton Mesmer）提出了一种“动物磁力”

学说，认为人体内有一种动物磁力，分布不当就会产生疾病。他的治疗方法是：让一群精神

病患者围坐在一起，周围是昏暗的灯光，播放着轻音乐。 然后麦斯梅尔从装有各种化学药

品的瓶子中取出一根铁棒，用它轻轻敲打每个患者的身体，以此把化学药物中的“动物磁力”

传给患者，改善他们的症状。这套治疗方法被称为麦斯梅尔催眠术（Mesmerism）。他曾经

用这种方法治愈了很多病人，名噪一时。 

然而，很多人并不认同麦斯梅尔的学说和治疗方法，认为他欺世盗名、以魔术来骗人。

因此，麦斯梅尔被逐出奥地利。1778 年，麦斯梅尔来到巴黎继续行医但再次受挫。法国国

王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麦斯梅尔的学说和治疗方法。最后，该委员会认为他的治疗

方法有一定效果，但对其理论学说提出否定意见。1843 年，英国外科医生布雷德发表了《神

经催眠学》一书，阐明催眠并非由施术者流入受术者的某种动物磁力或神秘物质所致，而是

受术者主观心理的影响效果。 

虽然麦斯梅尔的学说遭到了否定，但他所开创的催眠治疗方法却得到了广泛应用。麦斯

梅尔本人的姓氏也被用来表示“催眠”。 

mesmerize：['mɛzməraɪz] vt.对……催眠，迷住 

mesmerism：['mezmərɪz(ə)m] n.催眠术，催眠状态，迷惑，麦斯梅尔催眠术 

1067. mirandize：因警察未宣读权利而逃脱制裁的米兰达 

1963 年，一名名叫米兰达（Ernesto A. Miranda）的美国男子因涉嫌绑架和强奸妇女而

在亚利桑那州被捕。警官随即对他进行了审讯。两小时后，米兰达认罪，并在供词上签了字。

后来在法庭上，检察官向陪审团出示了米兰达的供词，作为指控他犯罪的重要证据。然而，

米兰达的辩护律师坚持认为，因为警察在审讯米兰达之前没有告知他有权保持沉默，根据美

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这份供词是无效的。虽然陪审团判决米兰达有罪，但米兰达上诉至最高

法院后，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票数推翻了一审判决。最高法院在在裁决中向警察系统重申了

审讯疑犯的规则，即必须提前告知他所享有的权利。从此以后，我们在电影中常常能够看到

警察在逮捕疑犯时大声向其宣读权利的场景。这种做法就被称为 mirandize，来自米兰达的

姓氏。 

mirandize：[mi'rændaiz] v.向疑犯宣读其权利，告知疑犯有权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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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8. mogul：征服南亚的莫卧儿大帝 

1525 年，帖木儿帝国建立 155 年之后，中亚蒙古贵族帖木儿六世孙巴布尔（Babur）乘

印度分裂、德里苏丹国日趋衰亡之际，南下攻入印度，几经征战，建立了印度史上著名的莫

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 

“莫卧儿”（Mughal）一词来自波斯语，是“蒙古”（Mongol）的转音。因此“莫卧儿

帝国”就是“蒙古帝国”的意思，是帖木儿蒙古帝国的续集，是突厥化的伊斯兰教蒙古人在

南亚次大陆上新建的国家。巴布尔因为开创了莫卧儿帝国，故被尊称为“莫卧儿大帝”（Great 

Mogul）。Mogul 一词来自 Mughal，同样是 Mongol（蒙古）的转音。小写的 mogul 一词在英

语中表示像莫卧儿大帝那样的权贵显要。 

mogul：['moɡl] n. 有权势的人；显要人物 

1069. nicotine：将烟草传入法国的外交官尼科特 

尼古丁（nicotine）是烟草中的一种重要成分，得名于将烟草传入法国的外交官让·尼科

特（Jean Nicot de Villemain，1530-1600 年）。尼科特出生于法国南部，1559 年被法国政府作

为外交官派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当时葡萄牙是航海大国，从美洲大陆带回了许多新鲜事物，

其中就包括烟草。当尼科特从葡萄牙返回法国时，他带回了一些在葡萄牙购买的烟草种子，

并将鼻烟介绍至法国宫廷，还向人们宣扬烟草具有药用价值。法国上流人士很快就迷上了吸

烟，包括法国王后的母亲和一些知名神父。尼科特成了名人，人们用他的名字，将烟草这种

植物命名为 Nicotiana。当科学家从烟草中分离出烟草碱后，就用尼科特的名字将其命名为

nicotine（尼古丁）。 

nicotine： ['nɪkətiːn] n.尼古丁，烟草碱 

1070. pinchbeck：发明了替代黄金的合金的英国钟表匠 

Christopher pinchbeck（1672-1732 年）是英国伦敦的一位钟表匠。他发明了一种廉价的

合金，可以用来代替昂贵的黄金。他使用这种合金制作出很多精美的钟表。人们便用他的姓

氏来命名这种合金，称为 pinchbeck。由于这种合金的性质和颜色接近黄金，可以用来替代

黄金，而又比黄金便宜很多，因此 pinchbeck 一词逐渐延伸出“便宜货、冒牌货”的含义。 

pinchbeck：n. ['pɪntʃ,bɛk] adj. 冒牌的，赝制的；金色铜制的 n. 金色黄铜；廉价仿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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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platonic：注重精神和理念的哲学家柏拉图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

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希腊三大

哲学家。柏拉图的学说对后世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从他的名字中产生了单词 platonic（柏拉

图式的），来形容与他的学说相关的思想，包括： 

platonic love（柏拉图式爱情）：指注重精神、纯洁的、非肉欲的爱情。在《会饮篇》

（symposium）中，柏拉图记载了老师苏格拉底对爱情的分析。苏格拉底认为爱情的最正确

的用途是将人引导至对神的爱，并区分了凡俗之爱和神圣之爱。凡俗之爱仅仅是肉体吸引，

而神圣之爱始于肉体吸引，但逐渐提升至对“至美”的爱。这种神圣之爱后来就被称为

platonic love（柏拉图式爱情）。 

platonic idealism（柏拉图式理想主义）：柏拉图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

所组成。“理念”（idea）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

实的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它由现象所组成，而每种现象是因时空等因素

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特征。由此出发，柏拉图提出了一种理念论和回忆说的认识论，并将它

作为其教学理论的哲学基础。柏拉图还在其名著《理想国》中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国家概

念。柏拉图认为这是最好的国家政体，其他的政体如贵族制、君主制、寡头制、民主制、僭

主主都是相对低劣的政体。但柏拉图所提出的这种理想国家由于对国民和统治者的素质要求

太高，因为难以实现，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状态。 

总体来说，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强调理念，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强调现实世界，他们

之间的差异在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院》中得到体现：在画中，亚里士多德伸出右手，手掌

向下，好象在说明现实世界才是他的研究课题；柏拉图则右手手指向上，表示一切均源于“理

念”，源于神灵的启示。 

platonic：[plə'tɑnɪk] adj.柏拉图式的，理想的，不切实际的，纯精神的 

1072. quisling：投敌叛国的挪威总理吉斯林 

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是二战前挪威的著名军人和政客，曾担任挪威国防部

长。后来他退出内阁并于 1933 年组建法西斯民族统一党，担任党首。吉斯林赞同纳粹思想，

曾与希特勒晤谈。1940 年德国进攻丹麦与挪威，吉斯林充当德军的开路先锋，并在挪威被

德军攻占之后出任挪威傀儡政权的总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吉斯林于 1945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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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在审判后被以叛国罪的罪名枪决。由于他可耻的叛国行为，他的大名也就成了“卖国

贼”、“内奸”的代名词。后来，从 quisling 一词还逆生出动词 quisle(当卖国贼)。 

quisling： ['kwɪzlɪŋ] n.卖国贼，内奸 

quisle：['kwizl] vi.叛国，当卖国贼 

1073. sadism：著名的虐待狂作家萨德侯爵 

英语单词 sadism（虐待狂）来自法国著名作家、虐待狂萨德侯爵。萨德出生于一个古老

的、败落的法国南部的贵族家庭。少年时他进入一家军官学校学习，15 岁时他成为候补军

官。16 岁时他参加了七年战争并多次被提升。成年后，他娶了一名出身不太高贵、但非常

富有的贵族女子。1764 年萨德的父亲死后，他继承了他父亲的与瑞士交界的三个省的荣誉

总督的职务。萨德婚后所获得的财富使得他可以开始他丑闻昭著的生活，他的生活远远跳出

了当时法国贵族的放荡主义所容许的范围。据闻他多次虐待非常年轻的妓女和他家里的男女

佣人，后来与他的妻子一起虐待家里的佣人。 

由于受到虐待他人的指控，萨德曾经多次被捕入狱，多次被判处死刑但又幸运逃脱。在

监狱和疯人院生活的漫长时间内，萨德致力于写作，创作了多篇优秀的文学作品。 

萨德作品中的色情描写非常细腻，富有想象力。萨德尤其爱好描写各种暴力和虐待行为。

由于他的作品中有大量性虐待情节，被认为是变态文学的创始者.后来的学者把主动的虐待

症，也就是喜欢虐待别人，命名为“萨德现象”（Sadism），即“虐待狂”、“施虐症”。

萨德现象（Sadism）与马索克现象（Masochism）合称为 sadomasochism，简称为 SM，中文

即指性虐待症、虐恋。 

sadism：['seɪdɪz(ə)m] n.虐待狂，性虐待，施虐症 

sadist：['sedɪst] n.虐待狂者 

sadistic：[sə'dɪstɪk] adj.虐待狂的，虐待狂倾向的 

1074. sandwich：醉心赌博无暇吃饭的三明治伯爵 

传说在古代英国，有一个叫做“三明治”（Sandwich）的地方，住着一位“三明治伯爵”

（Earl of Sandwich）。这位伯爵是个狂热的赌徒，玩起纸牌等赌博游戏来废寝忘食，常常忘

了吃饭。为了便于一边吃饭一边玩牌，他发明了一种简易吃法，用两片面包夹上腊肠、蔬菜、

鸡蛋等菜肴，可以在玩牌时一只手拿着吃。其他赌徒见了，纷纷仿效，并把这种食物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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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wich。 

sandwich：['sænwɪtʃ] n.三明治，夹心面包 vt.夹入，挤入，把……做成三明治 

1075. sapph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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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 sideburns：南北战争时的大胡子将军伯恩赛德 

sideburns 是近代历史中流行于西方的一种胡须样式，它的特点是头发的鬓角、脸颊两

侧的络腮胡直到嘴唇上方的胡须都连在一起。这种胡须样式得名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方军

队将领安布罗斯·伯恩赛德（Ambrose Burnside，1824-1881）将军。伯恩赛德是美国罗德岛

人，是一名军人、发明家、实业家及政治家。在南北战争期间，他担任陆军准将，战绩不佳，

经历过好几次战役的惨败。让他出名的并非他在战场上的表现，而是他独具风格的大胡子。

他喜欢在嘴唇上方和腮边蓄留毛茸茸的大胡子，而将下巴刮得光溜溜的。因此，人们就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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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姓氏来命名这种胡子，称为 burnside。burnside 从字面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烧焦的脸颊”

（burn sides），这与伯恩赛德将军在战场上屡战屡败、灰头灰脸的狼狈形象十分符合。后来

该单词的拼写形式从 burnside 改为 sideburns，原因可能是因为这种胡子主要位于脸的两侧，

还有可能是讽刺伯恩赛德行事“颠三倒四”。 

sideburns： ['saɪdbɜːnz] n.连鬓胡 

1077. silhouette：厉行节俭的法国财务大臣西卢埃特 

英语单词 silhouette（剪影）来自 18 世纪法国财务大臣 Etienne de Silhouette 的名字。在

他担任财务大臣时，法国因为“七年战争”而陷入财务危机。他上任后厉行节俭政策，禁止

铺张奢华，因此遭到很多人尤其是有钱人的憎恶。为了嘲笑他，人们把他的名字当成了各种

便宜货的代名词。当时在法国出现了一种便宜的肖像方法，即在纸上剪出人物的外部轮廓。

与常规的肖像画相比，这种剪影方式非常便宜。人们便沿用一贯的恶搞，将其称呼为 silhouette。

没想到后来这个词竟然长盛不衰，成为了对“剪影”的正式称呼。 

silhouette：[,sɪlʊ'et] n.剪影，轮廓 

1078. Socratic：向助产婆一样引导人们产生知识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认为一切知识，均从疑难中产生，愈求进步疑难愈多，疑难愈多进步愈大。苏

格拉底承认他自己本来没有知识，而他又要教授别人知识。这个矛盾，他是这样解决的：这

些知识并不是由他灌输给人的，而是人们原来已经具有的；人们已在心上怀了“胎”，不过

自己还不知道，苏格拉底像一个“助产婆”，帮助别人产生知识。苏格拉底的助产术，集中

表现在他经常采用的“诘问式”的形式中，以提问的方式揭露对方提出的各种命题、学说中

的矛盾，以动摇对方论证的基础，指明对方的无知；在诘问中，苏格拉底自己并不给予正面

的、积极的回答，而是用剥茧抽丝的方法，使对方逐渐了解自己的无知，而发现自己的错误，

建立正确的知识观念。这种方式一般被称为“苏格拉底的讽刺”（Socratic irony）。 

Socratic：[səu'krætik] n.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式的 n.苏格拉底的信徒 

1079. Solomon：智慧超群的所罗门 

Solomon（所罗门）是古代以色列国王，以睿智为闻名。《圣经》中记载了许多他的事

迹。据说他向上帝献祭后，上帝问他希望赐予他什么。所罗门说自己别无他求，只要“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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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可使明辨是非。于是上帝就赐予他智慧之心。下面这件事就充分反映了他的睿智：

有一回，有两个妇女抱着一个婴儿来到所罗门面前，都说自己是婴儿的母亲，请求所罗门把

婴儿判给自己。两人争论不休。所罗门判决说，应该把这个婴儿劈为两半，一人一半。于是

其中一个妇女立刻宣布放弃争夺，祈求所罗门不要把婴儿劈开。于是所罗门就宣布这个展现

了怜悯之心的妇女是孩子的真正母亲，把孩子判给了她。因此，人们就用 judgement of 

Solomon（所罗门的判决）来比喻“公正、明智的判决”。所罗门也凭借自己的睿智成为了

“智者”的代名词。 

Solomon：['sɔləmən] n.所罗门，智者，聪明人 

judgement of Solomon：公正、明智的判决 

1080. tawdry：喜爱华丽蕾丝的圣奥黛丽 

公元 7 世纪时，在英国有一位名叫奥黛丽（Audrey）的公主，为了逃婚而隐居在一座名

叫 Ely 的小岛上。公主在小岛上创建了一家修道院并自任院长。公主年轻时讲究打扮，喜欢

在颈部系上名贵的蕾丝装饰物。年老时患上咽喉癌，公主便认为这是上帝对自己年轻时爱慕

虚荣的惩罚。公主死后被基督教会封为圣徒，并被当地人封为该岛的保护神。在每年的公主

纪念日上，岛上都会有热闹的集市。集市上卖的最多的商品就是妇女所用的各种颈部修饰品，

如项链、蕾丝等。小贩们高声叫卖：“St. Andrey’s lace”（圣奥黛丽的蕾丝），最后逐渐演

变为 tawdry lace。由于公主因为臭美而遭到上帝惩罚，并且小贩们所卖的这种小饰品通常廉

价而又俗气，因此 tawdry lace 就被人用来表示“廉价而又俗丽的东西”，有时候缩略为

tawdry。 

tawdry：['tɔːdrɪ] adj.廉价而又俗丽的，庸俗艳丽的 n.俗丽的东西 

1081. thespian：古希腊第一个悲剧演员泰斯庇斯 

泰斯庇斯（Thespis）公元前六世纪时期的古希腊诗人及剧作家，被认为是将表演引入

纪念酒神狄俄尼索斯的节日庆典中的第一人。因此被认为是最早发明悲剧的人，也是第一个

悲剧演员。他的姓氏也就成为了“悲剧演员”的代名词。 

thespian ['θespɪən] adj. adj. 戏剧的；悲剧性的；泰斯庇斯的 n. 悲剧演员；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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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Watt：改进蒸汽机的苏格兰工程师瓦特 

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36-1819 年）是英国著名的发明家，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

的重要人物。1776 年他制造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以后又经过一系列重大改进，

使之成为“万能的原动机”，在工业上得到广泛应用。他开辟了人类利用能源新时代，标志

着工业革命的开始。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发明家，就把功率的单位定为“瓦特”（Watt）。 

Watt：[wɑt] n.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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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理名称 

1083. Africa：古罗马人对非洲人的称呼 

表示“非洲”的英语单词 Africa 来自古罗马人对非洲土著人的称呼 Afer（复数形式为

Afri）。Afer 一词的来源不详，有人说来自古罗马人的死对头、北非的迦太基人对周围的非

洲土著人的称呼，也有人 Afer 一词说来自非洲土著之一的柏柏尔人的语言 ifri（洞穴），表

示“穴居人”。 

在古罗马帝国时期，Afer 成了罗马人对非洲人的统一称呼。罗马人将地中海以南的地

方称作 Africa terra（land of the Afri）。罗马通过三次布匿战争打败迦太基后，在北非建立了

一个行省，称为 Africa Proconsularis（阿非利加行省）。当时，Africa 指的仅仅是北非的一小

块区域，后来范围不断扩大，直到表示整个非洲。 

Africa：['æfrɪkə] n.非洲 

African：['æfrɪk(ə)n] adj. 非洲的，非洲人的 n. 非洲人 

1084. agate：首次发现玛瑙的阿盖特河 

根据古罗马历史学家普林尼（Pliny）的记载，公元前 4 世纪至前 3 世纪左右的古希腊

哲学家、自然学家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曾在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一条河流的

河岸中发现了玛瑙。人们便用这条河流的名称来命名玛瑙。这条河流在希腊语中名记为

Akhates，在拉丁语中名为 Achates。该名称进入英语后仅表示“玛瑙”，拼写也演变为 agate。 

agate：['æɡət] n.玛瑙 

1085. antimacassar：以香料闻名的印尼望加锡 

望加锡（Macassar）是印度尼西亚南苏拉威西省的首府，是苏拉威西岛上最大的城市。

16 世纪初，望加锡是印度尼西亚东部最大的贸易中心，后来更变成东南亚各岛屿中最大的

城市、整个东南亚的贸易中心，贸易远至阿拉伯及欧洲等地。望加锡出产一种香料，可以用

来做发油。十九世纪初期，英国的发油制造商推出一种新产品，宣称是用望加锡香料制成的，

赢得人们竞相购买，也使得 macassar 一词成了“植物性发油”的代名词。头发擦过这种油

后，闻起来固然很香；可是如果枕靠在椅子或沙发上，家庭主妇就要瞪眼了。她们为了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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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刷那一大片油渍的麻烦，就在椅子或泠发上铺上一层罩布。从此这种罩布就被称为 

antimacassar，因为它是用来“对抗”（anti）“发油”（macassar）的。 

antimacassar：[,æntɪmə'kæsə] n.椅套，罩布 

macassar：[mə'kæsə] n.发油，望加锡 

1086. arras：盛产精美挂毯的法国城市阿拉斯 

Arras（阿拉斯）是法国北部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法国加来海峡省的省会。古罗马

时期，阿拉斯曾经是重要的罗马兵营。阿拉斯早在四世纪就有羊毛工业，但在中世纪才真正

得以展开。1180 年，法国国王特许阿拉斯经商。十四世纪时，纺织和羊毛工业蓬勃发展，

阿拉斯所生产的织有精美图案的挂毯声名远播，以至它的地名变成了“挂毯”的代名词，在

英语中被称为 arras，在意大利语中被称为 arrazzi。 

arras：['ærəs] n.挂毯，壁毯，阿拉斯 

1087. arsen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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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送外号“枪手”。 

arsenal：['ɑrsənl] n.兵工厂，军械库 

1088. att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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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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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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 azure：盛产青金石的阿富汗巴达赫尚地区 

英语单词 azure（蔚蓝）来自盛产青金石的阿富汗某地名。青金石是一种较为罕有的宝

石，因其亮丽的蓝色而尤为珍贵，是一种古老的饰品原料，常被用来祭天。在埃及前王朝就

曾发现古老的青金石饰品。 

历史上，阿富汗的巴达赫尚地区是最有名的青金石出产地，其出产青金石的历史已经超

过六千年。拉丁文中，青金石被称为 Lapis lazuli，意思就是 stone of lazuli。而 lazuli 来自阿

拉伯语 lazaward，后者来自波斯语 lajward，是古代波斯人对阿富汗巴达赫尚地区某盛产青

金石的地方的称呼。这个地方曾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英语中的 azure、法语中的 azur、

西班牙语及葡萄牙语中的 azul 以及意大利语中的 azzurro 都来自这个地名。由于青金石以湛

蓝色的颜色闻名，所以 azure 一词逐渐用来表示这种独特的颜色。 

azure： ['æʒə; -ʒj(ʊ)ə; 'eɪ-] adj.蔚蓝色的 n.天蓝色，碧空 

1090. bab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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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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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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 badminton：诞生羽毛球运动的英国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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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 bantam：出产矮脚鸡的爪哇万丹 

Bantam 是东南亚爪哇岛上的一个古国，中文称为“万丹”，曾经统治过爪哇岛西部。17

世纪时，荷兰殖民地来到东南亚时，万丹是一个重要的落脚点。荷兰人在这个地方首次见到

一种矮小而勇猛好斗的鸡，便以其地名来命名，称为 bantam（矮脚鸡）。其实万丹并非矮脚

鸡的原产地，但 bantam 一词被荷兰人带回欧洲后，就变成了对“矮脚鸡”的通用称呼。由

于矮脚鸡虽然个子矮小，但生性勇猛好斗，因此 bantam 也常常用来形容个子矮小但勇猛好

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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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tam：['bæntəm] n.矮脚鸡，矮小而勇猛好斗的 

1093. bauxi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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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 bayonet：诞生世界上第一把刺刀的法国小镇巴约纳 

英语中表示“刺刀”的单词 bayonet 就来源于一座法国小镇巴约纳的名字 Bayonne。巴

约纳是法国南部的一座小镇，距离西班牙仅 16 公里，在历史上以制作精良刀具著称。据说

世界上第一把刺刀就于 1647 年诞生于这座小镇，1647 年开始装备法军。很多人都赞同这么

一种说法：17 世纪中期的法国农村爆发的军事冲突中，南部城镇巴约纳的士兵在打光了弹

药后，急切之中把猎刀的刀柄塞入枪口，作为临时的长矛使用，这可能算是刺刀最初的渊源。 

bayonet： ['beɪənɪt] n.刺刀 v.用刺刀刺 

1095. bedlam：英国伦敦一所著名的精神病院 

英语单词 bedlam 是 Bethlem（伯利恒）的缩写，是英国伦敦一所著名的精神病院的缩

写。该精神病院前身是一所修道院，全名叫做 St.Mary of Bethlehem（伯利恒圣玛丽）。1377

年该修道院开始接收精神病患者。l547 年亨利八世正式将它改为精神病院，更名为 Bethlem 

Royal Hospital（伯利恒皇家医院），简称 Bethlem Hospital。伦敦人将 Bethlem 俗称为 Bedlam，

因此该医院又被称为 Bedlam Hospital，甚至直接称为 Bedlam。 

该精神病院之所以出名，是因为院方创收有方，竟然将自己打造成伦敦的一处著名景点。

人们只要花上两便士购买一张门票，就可以进去参观那些被锁住的精神病人，甚至逗弄他们，

就像现代人逛动物园一样。据估计，这家精神病院的门票首日每日可到 400 英镑，游客数每

年多达十万人。这家精神病院因为其对精神病人的歧视和残暴做法而臭名远扬，被后人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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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一大耻辱。作为该精神病院俗称的 Bedlam 一词也因此在英语词汇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被看作是“精神病院”的代称。后来，该词又衍生出“喧闹”或“喧闹之地”的含义，并一

直用到现在。 

bedlam：['bedləm] n.喧闹，混乱，喧闹之地，疯人院 

1096. biblio-：古代腓尼基港口城市比布鲁斯 

在古代，西亚的腓尼基港口城市比布鲁斯（Byblos，现黎巴嫩的朱拜勒市）是一个重要

的港口城市，大量埃及的莎草纸由此港口被输入希腊等欧洲国家。希腊语中表示“书籍”的

biblion 即来自比布鲁斯的名称 Byblos。英语中表示“书籍”的词根 biblio-以及表示“圣经”

的单词 Bible 都来源于此。Bible 来自拉丁语 biblia（books），是 biblia sacra（holy books）的

简写。 

biblio-：书籍、书 

Bible： ['baɪb(ə)l] n.圣经 

bibliography：[,bɪblɪ'ɒgrəfɪ] n.参考书目，文献书目 

bibliomania：[,bɪblɪə(ʊ)'meɪnɪə] n.藏书癖，藏书狂 

1097. biki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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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 billingsgate：伦敦一处言语粗俗下流的鱼市 

早在16世纪以来，在伦敦泰晤士河畔、伦敦桥下有一家名叫Billingsgate Market的市场，

是伦敦最大的海鲜市场，也是英国内陆非常有名的一家海鲜市场。据说，早先在那里不仅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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哗声和叫卖声经久不息，而且粗俗下流的骂人话也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些鱼贩子和卖鱼妇张

口闭口都是些粗俗不堪，猥亵下流的话语，Billingsgate 市场因此以言语粗俗下流而著称。

17 世纪以来一些作家对此时有评述。因此，billingsgate 一词后来变成了“粗俗话"或“下流

话” 的代名词。 

billingsgate： ['biliŋzɡit, -ɡeit] n.粗俗的话，下流话 

1099. blarney：爱尔兰布拉尼城堡中的“巧言石” 

在爱尔兰的全国第二大城市科克附近的布拉尼（Blarney）镇，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布拉

尼城堡（Blarney Castle）。城堡里有一块神奇的“巧言石”（blarney stone）。据说这块石头

是苏格兰王所拥有的圣物“斯康石”的一半，也有人说它是《圣经》中所传的“雅各之石”。

据说凡是能够亲吻到这块石头的人，就能够变得巧舌如簧、能言善辩，所以该城堡每年吸引

了大量游客前来游览并亲吻这块石头。不过，要想吻到这块石头并非易事，因为它位于城堡

城墙内侧一块峭壁之中，与城墙相隔大约半身距离。游客必须仰卧在城墙上，双手紧握城墙

上方的铁栏杆，将上半身尽量探出，才能够到巧言石。虽然旁边有专人保护，但过程还是甚

为惊险。成功吻到巧言石的人，可以获得证书一张。据统计，每年全世界有近四十万张嘴亲

吻这块石头。这块石头也被评选为世界上“细菌最多”的旅游景点。 

正是因为“巧言石”的传说，原本是个地名的英语单词 blarney 产生了“巧言”的含义。 

blarney：['blɑːnɪ] 巧言，奉承话，甜言蜜语 v.哄骗，奉承，巧言劝诱 

1100. bridewell：亨利八世在伦敦的一座宫殿 

在英国伦敦有座纪念圣徒 St. Bride 的教堂，教堂附近有一口井，被称为 St. Bride's Well。

16 世纪时，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曾在该教堂遗址上修建了一座宫殿，得名 St. Bride's Well，通

常缩略为 bridewell。后来斗转星移，这座宫殿变成了一座救济院，后来又变成了一座感化院。

所以 bridewell 就演变成了“感化院”的代名词。 

bridewell：['braɪdw(ə)l] n.感化院，拘留所，关押轻罪犯人的监狱 

1101. brummagem：以廉价珠宝饰物为闻名的伯明翰市 

英语单词 brummagem 指的是俗丽的便宜货，尤其是假珠宝。该词其实是英国城市伯明

翰（Birmingham）的拼法变体。17 世纪时伯明翰人常把 Birmingham 读成 brummagem，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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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该地又以制造伪币和廉价珠宝饰物著称，人们便以 brummagem 一词作为廉价珠宝饰物

的代称。 

brummagem：n.俗丽的便宜货，廉价珠宝饰物 adj.俗丽而廉价的，伪造的 

1102. bungalow：拥有独特平房建筑风格的孟加拉 

bungalow 是美国一种比较流行的建筑款式，指那种带有凉台或走廊的平房，夏天人们

可以在凉台上纳凉，或者在走廊上养花、散步、溜狗、聊天。这种小屋通常只有一层，顶上

有一个加盖的阁楼，因此有着漂亮的斜屋顶。 

尽管 bungalow 在美国很流行，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外来词。它来自印度语 bangla，字面

意思是 Bengalese（孟加拉人），指的是“按照孟加拉风格建造的房屋”。在孟加拉以及印度

东部的孟加拉邦，这种款式的平房十分常见。英国殖民者来到印度和孟加拉后，将这种建筑

款式带回了欧洲，后来又流传至美洲大陆。 

bungalow： ['bʌŋgələʊ] n.孟加拉风格的平房，小屋 

1103. bunk：以废话议员而出名的美国班康县 

英语单词 bunk 源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Buncombe 县的名称。1820 年 2 月 25 日，在美

国第 16 届国会上，南北双方议员就奴隶制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在会议中，北卡罗来纳州

Buncombe 县议员费力克斯·沃克发表了冗长的讲话，并且与讨论的问题毫不相关。许多与会

者纷纷退场。但沃克不肯缩短自己的讲话。他解释说，他这番长篇演讲不是说给大会听的，

而是说给他的家乡 Buncombe 听的（talking to Buncombe），为的是使自己的讲话内容能够发

表在 Buncombe 当地报纸上，以证明自己的勤勉工作。 

因此，talking to Buncombe 就成了“作空洞冗长的演讲”的代名词，后来该短语被缩写

为 bunkum，到了 20 世纪又进一步缩减为 bunk，表示“废话”、“空话”。 

1916 年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说了一句名言：“History is more or less bunk.”（历史多少

有点骗人），使 bunk 一词得以广为流传。约在 1920 年有一位名叫伍德沃的人根据 bunk 杜撰

了 debunk 一词，用以表示“揭穿”或“暴露”。今天 bunk 在美国几乎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

常用词。 

bunk：[bʌŋk] n.空话，废话；床位 

bunkum：['bʌŋkəm] n.废话，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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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unk：[diː'bʌŋk] vt.揭穿；拆穿 

1104. cambric：以白色亚麻布闻名的法国康布雷市 

Cambrai（康布雷）是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小城镇，属北加来海峡大区北部省。在历史上，

该地因为两件事而闻名。一是在 1508 年，为了遏制威尼斯对意大利北部的影响，教皇尤利

乌斯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法国路易十二和阿拉贡的斐迪南二世曾在此

建立康布雷联盟。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历史上首次大规模使用坦克的战役——康布雷

战役就发生于此。 

除此以外，康布雷出产的白色亚麻布在历史上十分出名。这种布料以其细薄而紧致的特

点闻名。因为产自康布雷，所以得名 cambric。 

cambric：['kæmbrɪk] n.麻纱，细薄布 

1105. canary：出产金丝雀的加那利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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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 canter：英国基督教教圣地坎特伯雷 

canter 是骑马时中介乎小跑（trot）与 gallop（疾驰）之间的步法，一般译为“慢跑” 。 

该词由 Canterbury gallop 或 Canterbury trot／pace 一语缩略而来。Canterbury（坎特伯雷）

是英国的基督教圣地。公元 597 年，传教士奥古斯丁受教皇委派，从罗马赴英国传教。他在

40 名修士的伴随下，来到作为撒克逊人肯特王国的坎特伯雷。当时的肯特国王是个异教徒，

但王后原是法兰克公主，信仰基督教。在王后的帮助下，奥古斯丁在这里站稳了脚跟，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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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坎特伯雷大主教，并把基督教传播到整个英格兰。因此，在英格兰，坎特伯雷被人们

形象地比喻为基督教信仰的摇篮。 

16 世纪中期，宗教改革的浪潮席卷欧洲。英国教会也向天主教开火，断绝了与罗马教

廷的一切关系，改称英国国教，又叫圣公会。它的首任主教就是坎特伯雷大主教。英王的加

冕礼就由他主持。这位大主教还拥有管辖 29 个主教区的权力。这样，作为大主教驻地，坎

特伯雷就成了英国的宗教首都。 

公元 1170 年，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Thomas Becket）因为与英国国王亨利二世不和

而被国王的四位骑士杀死。半世纪后，英国国王亨利三世为贝克特平反，特意在坎特伯雷大

教堂为贝克特修建了一座华丽的圣堂。后来的朝圣者前往坎特伯雷朝拜贝克特的圣堂，在接

近圣地时都会放慢速度，让坐骑慢跑。后人就把骑马时的这种步法叫做 Canterbury gallop，

后来被缩略为 Canterbury，到了 18 世纪又进一步缩略为 canter。 

canter： ['kæntə] n.（马）慢跑，流浪汉 vt.使慢跑 vi.慢跑 

1107. cashmere：盛产高档羊绒的克什米尔地区 

 cashmere，音译作“开士米”或“开司米”，原指克什米尔（Kashmir 在阿富汗及西藏

之间）地方所产的山羊绒毛。这种山羊绒毛纤维极细而轻软，是高级的毛纺原料。英语单词

cashmere 就是从地名 Kashmir 变来的。现在这上词多指用这种山羊绒毛制成的毛线或织品。 

cashmere：['kæʒmɪr] n.羊绒，开司米 

1108. champagne：盛产白葡萄酒的法国香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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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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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 charlatan：以江湖郎中出名的意大利小城塞利托 

在意大利有一座小城，叫做塞利托（Charlatan）。相传这个小城充斥着江湖郎中，他们

总是喋喋不休地宣扬自己能治百病，其实都是信口开河。人们把塞利托的居民与庸医划上了

等号，这座以庸医闻名的塞利托小城为后世衍生出一个单词 charlatan，表示“庸医、江湖郎

中”。 

charlatan：['ʃɑːlət(ə)n] n.江湖郎中，庸医，吹牛的人 adj.骗人的 

1110. chartreuse：以神秘药酒而闻名的查特修道院 

喜欢品酒特别是鸡尾酒的人可能知道法国的查特酒（Chartreuse），它以其黄中带绿的颜

色而著称。它不仅颜色味道独树一帜，还是一种具有滋补功效的药酒。查特酒传统上被当作

餐后甜酒，可以冰镇或加冰后饮用。 

查特酒诞生于 400 年前的法国格勒诺布尔附近的查特修道院（La Grande-Chartreuse）。

传说在 1605 年，该修道院的僧侣们偶然从一本东方古籍里面找到了一个所谓的长生不老药

的配方，里面记载了 130 多种草药植物成分，僧侣们把药配制出来之后，又用葡萄酒把它调

制成药酒，就成为了查特酒。这份古老的配方直到今天还被严格保密，只有修道院里的 3

个僧侣能够看到。1970 年，查特酒开始大量生产并出现在市面上，在此之前它一直都是不

公开销售的。配制好的查特酒被存放在酒窖里巨大的橡木桶中，窖藏过程最少 3 年，最长的

有 12 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神秘的药酒产生了兴趣，更有人希望能够得到它的配

方，但是修道院的严格保密措施让外人根本无从下手，至今公开的资料里只能知道配方里中

含有龙胆草、虎耳草、风铃草和蜂蜜，其他的成分都还是一个谜。 

Chartreuse： [ʃɑː'trɜːz] n.查特酒 

chartreuse： [ʃɑː'trɜːz] n.黄绿色，查特酒绿 adj.黄绿色的 

1111. china：以瓷器闻名于世的中国 

英语单词 china 小写时表示“中国瓷”，大写时表示“中国”，那么它最初究竟是对中

国的称呼还是对中国瓷的称呼呢？词源学研究显示，它最初是对中国的称呼。明代中期葡萄

牙人贩瓷器到欧洲，将其称为 chinaware，ware 是器具的意思，可见 china 是地名，并无瓷

器之意。后来人们将 chinaware 缩写为 china，它才有了瓷器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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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表示中国的单词 China 又是从何而来呢？关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其中大多数人

认可的一种说法是，它来自古梵文 cina。三千年前的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

那》中就有 cina 一词。但是关于 cina 一词所指的具体地区却无定论。有人认为指的是周，

有人认为是秦，还有人认为是善于制造精美白瓷的景德镇的古称“昌南”，还有人认为指的

是中国南方的粳稻民族。 

还有一些学者，如成都理工大学刘兴诗教授和上海东华大学教授周启澄，认为“China”

一词源于中国的丝绸。周启澄认为，在希腊文明时期，中国的丝绸已经通过“丝绸之路”来

到了欧洲，于是希腊文中也出现了“丝”这一词汇，希腊文中“丝”的发音与中文相近。随

后，在拉丁文中，“丝”的发音已经基本与以后“China”的发音相近，在法文中，“丝”

的拼写则为“chine”，与英文“China”的发音与拼写已经非常接近，最后再从法文正式

“过渡”到了现在的“China”一词。周启澄认为，丝绸是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最早也是最主

要的一种载体，在西方人眼里，丝绸是中华古代灿烂文明的象征，因此，英文中表示“中国”

的单词“China”源自丝绸就顺理成章了。 

china： ['tʃaɪnə] n.中国，瓷器 

1112. clink：臭名昭著的英国伦敦克林克监狱 

“克林克监狱”（Clink Prison）是中世纪时英国伦敦的一座臭名昭著的监狱，坐落于伦

敦的 clink 街道上，属于温切斯特主教的产业，原本规模较小，仅为给主教下辖的妓院维持

秩序而设。直到 1745 年，它作为监狱的功能逐渐扩大，早期关押宗教犯人，以后又变成关

押债务人。狱卒不提供食物，犯人不得不向行人乞食。另外，监狱一部分位于泰晤士河水位

下，位于河水和下水道之间，涨潮时环境尤为恶劣。1780 年，该监狱被关闭，后来在原址

上修建了“克林克监狱博物馆”，用来展示当时管制和折磨犯人的各种刑具，成为伦敦旅游

的一个著名景点。 

由于克林克监狱臭名远扬，它的名字 clink 也演变成了“监狱”的代名词。 

clink：[klɪŋk] n.监狱，牢房，克林克 v.发出叮当声 

1113. coach：匈牙利小镇的四轮交通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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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四轮交通马车，到现在还保持该词义，不过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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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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著名的奢侈品品牌 Coach（蔻驰）的品牌图标就是一辆四轮马车。 

coach： [kəʊtʃ] n.教练，四轮马车，长途公交车，旅客经济舱 v.训练，指导 

1114. colog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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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 colossal：古时候希腊罗德岛上的巨型太阳神塑像 

公元前 292 年希腊的罗德岛人击败马其顿人的入侵，把缴获的兵器熔化后制作了一尊青

铜太阳神巨像，高 100 英尺，脚跨海港入口，船可从底下驶入港口，是古代七大奇观之一，

被称为 Colossus of Rhodes（罗德岛的巨型塑像）。Colossus 来自希腊语 kolossos，意为“巨

型塑像”，由古罗马历史学家希德罗德首次在其著作《历史》中使用，表示埃及的巨大塑像。

后来，罗马人用它来表示罗德岛的巨型塑像。英语单词 colossal 就来自拉丁语 colossue，表

示“巨大的”。罗马的圆形大斗兽场就被称为 colosseum。 

colossal：[kə'lɒs(ə)l] adj.巨大的，庞大的，异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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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sseum：[,kɔlə'siəm] n.罗马圆形大斗兽场 

1116. 塞浦路斯的三大特产：柏树、爱神和铜矿 

塞浦路斯（Cyprus）是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岛屿。希腊人发现该岛屿时，发现岛上长有很

多柏树（cypress，希腊语为 kyparissos），因此称其为Kypros，意思是“柏树之地”（land of cypress 

trees），进入英语后拼写为 Cyprus，与 cypress（柏树）的拼写及发音十分接近。 

英语单词 cyprian 本意是“of Cyprus”（塞浦路斯的、塞浦路斯人）。希腊神话中塞浦路

斯是爱神阿芙洛狄忒的诞生之地，在古代十分出名，常常举办各种性爱崇拜活动。因此，塞

浦路斯的名称 Cyprus 就与“色情”一词产生了紧密联系，它的衍生词 cyprian 也与“色情”

挂上了钩，大写时表示“塞浦路斯人”，小写时则表示“淫荡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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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press：['saɪprəs] n.柏树，柏木属植物；柏树枝（用作哀悼的标志） 

Cyprus：['saiprəs] n.塞浦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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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prian：['sipriən] n.淫荡之人 adj.淫荡的 

copper： ['kɒpə] n.铜，铜币 adj.铜的 vt.镀铜于 

1117. damask：盛产精美锦缎的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西亚国家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Damascus）在古代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该城

市出产的织有精美图案的锦缎十分精致漂亮。中世纪时这种织物传入欧洲后，得到欧洲人民

的极大喜爱。英国人便用大马士革的名字 Damascus 来命名，将其称为 damaske，后来又改

为 damask。 

damask： ['dæməsk] n.锦缎，花缎 adj.缎子的，粉红色的 vt.使织出花纹 vi.织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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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 denim：盛产牛仔布的法国城市尼姆 

尼姆（Nimes）是法国南部加尔省的省会城市，靠近地中海，历史悠久。从中世纪开始，

尼姆就以纺织厚而结实的帆布著称。后来，这种厚布被出口到美国，很快被用来生产结实的

牛仔裤。这种布料最早被称作“serge de Nimes”，意即“尼姆产粗棉布”。后来该名称为简

化为 de Nimes（尼姆产），最后演化成英语单词“denim”，成为牛仔布的正式称谓。 

denim：['denɪm] n.牛仔布，丁尼布，斜纹粗棉布 

1119. derby：盛产赛马的英国德比郡 

“德比”(derby)一词来源于英语，指英国德比郡，此地盛产名马。1780 年 Derby 伯爵

创立了英国大赛马会，每年 6 月的首个星期三在伦敦附近的爱普森举行。大赛马会这天称为

Derby Day。由于很多赛马都是出自德比郡，因而在比赛中往往出现德比马相互竞争的场面，

这种比赛就被称为“德比大战”（Derby game）。该词后来被引申到足球、橄榄球、篮球和

冰球等俱乐部赛事中，表示来自同一城市、同一地区的两只队伍之间的比赛，即“同城大战”。

在国际比赛中，来自同一国家的两只队伍之间的比赛也可称为“德比大战”，这就是所谓的

“国家德比”了。 

另外，derby 一词还可以表示一种圆顶窄边的丝质礼帽。在 Derby Day 这一天，人们习

惯戴这种帽子。为了纪念创建大赛马会的 Derby 伯爵，人们把这种帽子称为 derby hat。现在

这种礼帽多为女孩子骑马时戴用。不过，现在只有美国人才把这种礼帽叫作 derby，英国人

反倒把这种礼帽叫作 bowler hat。 

derby： ['dɝbi] n.英国德比郡，英国大赛马会，同城大战，德比帽 

1120. dollar：盛产银币的波西米亚小镇 

1519 年，在波西米亚（位于今捷克共和国境内）一个名叫 Joachimstal 的小镇附近，有

一座银矿开始制造银币。人们将这里铸造的银币取名为 Joachimster。这种银币广泛流通，其

冗长的名字后来简化为 taler。在荷兰及德国南方，taler 一词演变成 daler。进入英语后，其

拼写形式变成了现在的 dollar，用来泛指任何一种外国货币，特别是西班牙铸造的古银币。 

美国独立之前，北美殖民地并没有统一的货币，使用最广泛的是一种被称为“八分币”

的西班牙比索。在英语中，这种西班牙比索也被称为 dollar。美国独立后，在 1785 年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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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会上，毛里求斯总督和托马斯·杰弗逊建议用 dollar作为美国货币单位的名称。因为 dollar

一词已经广为人知，而与英国的任何货币无关。从此以后，dollar 就成了美国货币单位的名

称，即所谓的“美元”。 

dollar： ['dɒlə] n.美元 

1121. forum（论坛）：古罗马城中的一块公共空地 

在古罗马城中，在 Palatine 山和 Capitoline 山之间的一个小山谷中，在几座政府建筑之

间有一块空地，这块空地就是著名的“罗马广场”（Roman Forum），在现在的罗马遗址中

依然能找到。这块空地原本是一个市场，古罗马人将其称为 forum，在拉丁语中是“市场、

公共场所”的意思。该词来自拉丁语 foris（户外），同源的单词还有 forest（森林）、foreign

（外国的，外乡的）。 

在数百年的历史中，这块空地一直是古罗马人公共生活的中心。古罗马人在这里举行庆

祝，进行选举、演讲、审判以及角斗表演。这里还是各种商业活动的枢纽。英语单词 forum

就源自古罗马人对这块空地的称呼，中文一般翻译为“论坛”，其实就是公众集合活动的场

所。因为讨论和交流是公众集合的主要内容，所以 forum 一词的含义逐渐演变为公众讨论的

场所。 

forum ['fɔːrəm] n.论坛，讨论会，公开讨论的广场 

1122. frankfurter：盛产香肠的德国法兰克福市 

德国的香肠非常有名，其中德国城市法兰克福所盛产的一种小香肠更是驰名全球。在英

语中这种法兰克福小香肠叫做 frankfurter，来自法兰克福的名字 Frankfurt。美国人最常吃的

“热狗”（hotdog）中所夹的小香肠在传统上就是法兰克福小香肠。 

frankfurter：['fræŋkfɜːtə] n.法兰克福香肠，热狗肠 

1123. hackneyed：以育马出名的英国城市哈克尼 

在英国伦敦北部，有一个城市叫哈克尼（Hackney），中世纪时以育马而出名。在这个

地方养育的主要是用于乘坐的马匹，可供租用。该地方的名称 hackney 逐渐被用来表示乘用

马、出租马，还可以用来比喻做苦工的人。与用于比赛的马匹相比，用于乘坐的马匹一般出

自普通品种，所以 hackney 所衍生出的形容词 Hackneyed 就表示平常的，陈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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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kney：['hæknɪ] n. 乘用马，出租马车，出租汽车，操贱役的人 vt. 役使，出租 adj. 供

出租的 

hackneyed：['hæknɪd] adj. 陈腐的；平庸的 

1124. hamburg：以牛排闻名的德国海港城市汉堡 

汉堡（Hamburg）是德国的一座重要港口城市。该市出产的一种牛排享誉全球，被称为

Hamburg steak（汉堡牛排）。西方人们在吃三明治时，有些人特别喜欢在面包中夹一片汉堡

牛排。久而久之，人们就将这种夹有汉堡牛排的三明治简称为 Hamburg，中文一般翻译为“汉

堡包”。 

hamburg：['hæmbə:ɡ] n.汉堡，汉堡包 

1125. italic：发明了斜体风格的意大利 

欧洲文艺复兴期间，意大利威尼斯有一位名叫 Aldus Manutius 的印刷商人开办了一家印

刷所，刊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大量经典古籍，因此名声大震。1501 年在排印古罗马著名

诗人维吉尔的著作时，Aldus Manutius 首次使用了一种独特的斜体字体。这种字体很快风靡

欧洲。由于这种字体发源于意大利，因此在拉丁语中被称为 italicus（意大利的），进入英语

后演变为单词 italic（斜体）。 

italic：[ɪ'tælɪk] n.斜体字 adj.斜体的 

1126. jean：盛产斜纹棉布的意大利城市热那亚 

中世纪时，意大利城市热那亚（Genoa）盛产一种厚实的斜纹棉布，可以用来制作衣服

和船帆。在古法语中，热那亚被称为 Jannes，因此这种布料在法语中被称为 jean fustian，意

思就是“热那亚出产的棉麻粗布”。进入英语后，被缩略为 jean，用来表示这种斜纹棉布。 

19 世纪中，在美国西部兴起淘金热，大量人口涌入西部淘金。由于强烈的劳动，工人

的衣服极易破损。看到这种商机后，两名生意人 Levi Strauss 和 Jacob Davis 决定一道设计并

生产结实耐用的工装裤。他们设计了一种新型工装裤，用铆钉加固易破损部位，并为其申请

了专利。为了使工装裤更加结实耐用，他们决定采用 jean 这种斜纹棉布作为面料。很快，

这种结实耐用的工装裤在市场上受到普遍欢迎，尤其受到美国西部牛仔们的喜爱。由于是用

jean 面料做成的，所以这种工装裤也被称为 jean（牛仔裤），一般用复数形式 j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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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dʒiːn] n.牛仔裤，斜纹棉布 

1127. jersey：盛产机织织物的英国泽西岛 

Jersey Island（泽西岛）是英国海峡群岛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海岛。美国的新

泽西州（New Jersey）就是以它命名的。在历史上，该岛的传统手工业——毛线纺织业十分

发达，英国最早的毛织紧身上衣和套衫都是由该岛生产的织物制成的，因此称为 jersey，现

在 jersey 一词通常用来表示各种毛线编织而成的衣服。 

jersey：['dʒɜːzɪ] n.毛线衫，运动衫 

1128. lesbi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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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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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 limerick：爱尔兰城市利默里克 

打油诗（Limerick）是一种谐趣诗的体裁，由五行组成，韵式为 aabba。用词俚俗浅白，

迥异于流行于英格兰的主流诗体。爱德华·李尔在他的《谐趣之书》（1846 年）中推广了这

种诗歌，但他并不是这种诗歌的创始人。相传这种谐趣诗最早是爱尔兰城市利默里克

（Limerick）的一群年轻人用爱尔兰语开创的。还有人说是因为在爱尔兰传统娱乐形式的聚

会上，邀请客人参加作诗和诵诗比赛，赛后要合唱歌曲《来到利默里克》（Come up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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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erick）。 

下面是爱德华•李尔写的一首 limerick： 

有个老头儿胡子长， 

他说：“这事儿真让人恐慌！ 

一只母鸡，两只猫头鹰， 

一只蒙鸠，四只百灵， 

全把窝做在我的胡子上！” 

limerick：['lɪmərɪk] n.打油诗，诙谐诗 

1130. limousine：发明豪华马车的法国利摩日 

单词 limousine 是法国城市 Limoge（利摩日）的形容词，表示利摩日的或利摩日人。据

说当地的工匠创造了一种改良后的豪华马车，用固定车顶代替原来的布罩，形成一个能遮风

避雨的封闭车厢。这种豪华马车被称为 limousine。汽车出现后，人们就把驾驶座和后座隔

开的豪华车称为 limousine，简称 limo。 

limousine：['lɪməziːn; ,lɪmə'ziːn]n.（大型）豪华轿车 

1131. magnet：盛产磁石的希腊马格尼西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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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net：['mægnət] n.磁铁，磁石，磁体 

1132. marathon：希波战争关键战役所在地马拉松 

公元前 490 年，波斯帝国皇帝大流士率领入侵希腊，逼近雅典。雅典军队 1 万人和前来

支援的 1 千普加提亚士兵组成联军迎战波斯的三万军队。双方在雅典城东北六十公里外的马

拉松（Marathon）平原展开激战。希腊战士为保卫祖国自由的热情所鼓舞，奋起抗击波斯军

队，最终以少胜多，击败了波斯军队，迫使波斯军队逃回亚洲。 

因为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关系着雅典人民以至全希腊的生死存亡，所以当激烈交战时，

雅典人都自动地汇集在雅典城的中央广场，翘首等待马拉松前线的信息。前线统帅米太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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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快让大家听到胜利喜讯，派出了长跑能手斐力庇第斯跑回雅典报信。斐力庇第斯已经

受了伤，但他毅然接受了任务。当斐力庇第斯满身血迹、精疲力尽地出现在雅典人民面前时，

他激动地高喊了一声：“欢乐吧，我们胜利了！”便倒地牺牲了。人们为了纪念他，在奥林

匹克体育运动会上，规定了一项马拉松长跑竞赛项目，并把战场至雅典的距离 42195 米定为

马拉松竞赛的长度。 

marathon：['mærəθ(ə)n] n.马拉松赛跑，耐力的考验 adj.马拉松式的，有耐力的 vi.参加

马拉松赛跑 

1133. mayonnaise：以蛋黄酱闻名的地中海小岛马翁镇 

在地中海西部有一个叫做“米诺卡”（Minorca）的岛，岛上有一个海港小镇叫做“马翁”

（Mahon）。这个岛 18 世纪时原本属于英国。在英法七年战争中，法军击败了驻扎在该岛的

英军，占领了米诺卡岛。在马翁镇，法军司令黎塞留公爵意外品尝到当地用蛋黄和其他调料

做成的一种调味品，觉得极其美味，便将这种调味品的做法带回了法国，并很快在法国及欧

洲流传开，常被西方人用来调制沙拉。因为这种酱来自 Mahon，人们便将其称为 mahonnaise，

后缀-aise 表示“产自某处”。后来，mahonnaise 的拼写演变为 mayonnaise 并进入了英语。 

mayonnaise：['meənez] n.蛋黄酱，沙拉酱，美乃滋 

1134. milliner：以纺织品而闻名的意大利米兰 

16 世纪时，米兰出产的各种纺织品闻名于欧洲，米兰商人大量向英国出口他们的纺织

品。因此，英国街头随处可见米兰出产的女帽、手套、蕾丝等纺织品。因此，英国人就用米

兰（Milan）来称呼那些销售米兰出产的纺织品的商人，将其称为 milliner。现在，milliner

主要用来表示从事女帽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的从业人员，而无论其产品是否来自米兰。 

milliner：['mɪlɪnə] n.女帽商，女帽设计者 

1135. palace：古罗马第一座宫殿所在的巴勒登丘 

古罗马七丘之一巴勒登丘（Palatine）起初是罗马古城的主要部分。后来随着城市的发

展，巴勒登就成了达官贵人、上流阶层的聚居区。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和阴谋家加蒂兰的府

邸就在这里。整个巴勒登丘的山坡上，有钱人家的房舍鳞次栉比。 

到了罗马暴君尼禄（Nero）当朝时，他想独霸巴勒登山丘，就下令将山丘上的其他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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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为平地。他的建筑师为他精心设计了一套住所，取名叫“palatium”，字面意思就是“在

巴勒登丘之上”，是那里的第一座宫殿。 

法兰西国王参照 palatium 这个词，把自己住的宫殿叫作“palais”。这个词进入英语后，

起初写作 paleys，后来演变成今天的 palace，用来表示“宫殿”、“豪华住宅”。 

palace：['pælɪs] n.宫殿，豪华住宅，府邸 

1136. peach：将桃子传入欧洲的波斯 

桃子的原产地在中国，但是经由波斯才传入欧洲。在希腊语中，桃子被称为 persikon 

malon（来自波斯的水果），其中 persikou 是名词 Persis（波斯）的形容词，意思就是“波斯

的”。古罗马人借用了希腊人对桃子的称呼，转译为 malum Persicum（来自波斯的水果），常

常简略为 persica。该词进入法语后拼写演变为 pesche，进入英语后拼写演变为 peach，其实

本意还是“波斯的”。 

peach：n.桃子，桃树，桃红色 adj.桃色的，桃子制成的 

1137. porcelain：意大利一种外表明亮的贝壳 

英语单词 porcelain（瓷器）来自意大利语 porcellana，它是一种贝壳，外表有着瓷器一

样明亮光泽。porcellana 来自意大利语 porcella（年轻的母猪），与英语中的 pork（猪肉）同

源。当意大利看到外表明亮的中国瓷器时，就用同样有着明亮光泽的贝壳 porcellana 来称呼

它，经由法语进入英语后，拼写变成了 porcelain。现在，谁还能想到，porcelain（瓷器）与

pork（猪肉）还有这样的渊源呢？ 

porcelain：['pɔːs(ə)lɪn] n.瓷，瓷器 adj.瓷的，瓷器的，精美的 

1138. sardonic：盛产令人狂笑而死的毒草的撒丁岛 

传说地中海中撒丁岛（sardinia）上有一种毒草，其毒性足以致命。误食者会肌肉抽搐，

狂笑不止而死，死的时候脸上依然保持一种古怪的笑容。古希腊诗人荷马将这种笑容称为

“撒丁式笑容”，翻译成英语就是 sardonic smile，单词 sardonic就来自撒丁岛的名字 sardinia，

现在常常用来表示“冷笑的”、“讥讽的”。 

sardonic：[saː'dɔnɪk] 撒丁式的，冷笑的，讽刺的 

sardonically：[sa:'dɔnikəli] adv.冷嘲地，讽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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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9. satin：中世纪闻名于外的中国海港城市泉州 

在中世纪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有一个闻名于外的海港城市，被阿拉伯人称为 Zaitun。

该城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被西方人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是当时著名的东方名城。1292

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叙述其西还旅程时写道：“离开福州市……第五天傍晚，抵达

宏伟秀丽的 Zaitun 城”，“Zaitun 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

如山，的确难以想象。”数十年后的 1346 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吧都他（Ibn Batuta）亦写

道：“我们渡海到达的第一座城市是 Zaitun……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

港口。” 

虽然 Zaitun 在 600 多年前就是世界皆知的名城，但到了 19 世纪初，欧洲学术界却在为

“Zaitun”到底在何处而争论不休。直到 1915－1918 年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

问世后，史学界才一致认定那个充满传奇故事的“Zaitun”就是中国福建省的泉州。 

英语单词 satin 就来自东方名城 Zaitun，表示来自 Zaitun 的丝绸、缎子。 

satin：['sætɪn] n.缎子，缎子衣服 adj.光滑的，绸缎做的，似缎子的 

1140. serendipity：斯里兰卡的古称锡兰 

英语单词 serendipity 指的是“意外发现珍宝、幸运的发现、惊喜”等含义。它是由美国

作家 Horace Walpole 杜撰的。在他写给朋友的一份邮件中，Horace Walpole 解释到，他是根

据波斯神话故事《The Three Princes of Serendip》（三个锡兰王子）中的 serendip 一词，创造

了 serendipity 一词。Serendip（锡兰）是 Sri Lanka（斯里兰卡）的古称，来自阿拉伯语对斯

里兰卡的称呼 Sarandib。这个神话故事讲的是三个波斯王子去锡兰岛探险，一路上意外发现

了很多他们并没有去寻求但很珍贵的东西。 

但是，这个词直到 20 世纪才开始被广泛使用。美国浪漫爱情电影《Serendipity》（缘分

天注定）中，片中男女主人公不止一次的传奇式相遇，是 serendipity 一词内涵的最好诠释。 

serendipity：[,ser(ə)n'dɪpɪtɪ] n.意外发现珍宝，意外收获，幸运的发现，惊喜 

1141. shanghai：美国商船拐骗中国劳工的上海港口 

shanghai这个词看起来十分眼熟，它的确来源于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英语名Shanghai，

但小写以后却表示“拐骗或胁迫”的意思，特别指“用酒精或麻醉剂使人失去知觉，然后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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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船上当水手”。 

这一不光彩的含义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美国一些专门跑旧金山到上海这条航线的远洋商

船，它们在离开上海之前常常拐骗一些中国人到船上当劳工，而到了旧金山后又把他们卖掉。

这种行径在美国俚语里就被称为 shanghai，被拐骗的人叫 shanghaier。所以上海人在美国最

好别自称为 Shanghaier，而应该称自己为 Shanghai lander 或 shanghainese，否则可能引起误

解。 

shanghai：vt.拐骗，胁迫 

shanghaier：n.被拐骗者 

1142. sherry（雪利酒）：盛产葡萄酒的西班牙城市 

sherry（雪利酒）是西班牙产的一种烈性白葡萄酒，其名来自西班牙城市赫雷斯德拉弗

特拉（Jerez de la Frontera）过去的古名 Xeres。这个海港城市周围是肥沃的平原，遍布大面

积的葡萄园，盛产一种浅黄色或深褐色的葡萄酒，酒名就是以该城市名 Xeres 命名的。后来

Xeres 演变为 Jerez。16 世纪时，这个词进入英语，当时按照西班牙语的语音写做 sherris，但

后来英国人觉得 sherris 听起来很象复数，于是就把它改成了今天的 sherry。 

sherry：['ʃɛri] n.雪利酒 

1143. sleazy：经常被仿冒的西里西亚布料 

西里西亚（Silesia）是古代中欧的一个地区，在现在的德国、波兰和捷克三国的接壤处。

中世纪时，西里西亚的纺织业非常发达，所出产的纺织品闻名遐迩。因此，很多人冒充西里

西亚所产布料的商品出现在市场上。这种假冒行为越来越猖獗，以至于“西里西亚”一词反

而成了伪劣产品的代名词。英语单词 sleazy 就由西里西亚的名字 Silesia 变化而来，原本表

示“西里西亚的”，后来随着冒充西里西亚布料的伪劣产品越来越多，sleazy 也就衍生出“廉

价的、质地薄的”之意，后来又继续衍生出“低俗的、肮脏的、破烂的”的贬义含义。 

sleazy：['slizi]  adj.质地薄的，廉价的，低俗的，肮脏的，破烂的 

1144. spruce：以高档整洁著称的普鲁士商品 

在中世纪时，英国人将德国的普鲁士（Prussia）称为 Pruce。后来不知何故，拼写变为

Spruce。欧洲汉莎联盟商人曾经将普鲁士出产的啤酒、木质家具、皮革等商品大量出口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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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这些商品在当时都制作精美、风格简练，被英国人看作是高档商品。尤其是在 16 世纪，

英国人特别喜欢由普鲁士出产的皮革所制成的一种男士无袖短上衣，认为这种装束显得特别

整洁干练。因此，原本表示商品产地的单词 spruce 就产生了“整洁的、简练的”等含义。

作名词时，表示普鲁士特有的云杉，这种树四季常青，挺拔整洁。 

spruce：[spruːs] adj.整洁的，简练的，利索的 v.打扮整齐，使显得干净利落 n.云杉 

1145. tariff：向外国商船索取买路费的直布罗陀城市 

直布罗陀海峡是连接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公园

711 年，信奉伊斯兰教的北非摩尔人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大举进犯欧洲，击败当时位于西班

牙的西哥特王国后继续向法国进军。被当时法兰克宫相“铁锤查理”击败后，摩尔人在西班

牙地区盘踞了七个多世纪，将伊斯兰文化传播至欧洲。摩尔人军队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后，一

位名叫 Tarif Ben Malluk 的将军攻占了海峡北边的一座小镇并在此修建城堡，这座小镇因而

得名 Tarifa。Tarifa 距离海峡仅 21 英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摩尔人以此为据点控制了直

布罗陀海峡，并向经过直布罗陀海峡的来往商船索要买路费，其金额与商船上所载货物价值

总额成比例，这就是关税的由来，而表示关税的英语单词 tariff 就来自城市 Tarifa 的名字。 

tariff： ['tærɪf] n.关税，关税表，税率表，收费表 vt.征收关税，定税率 

1146. tuxedo：纽约附近的 Tuxedo 公园 

19 世纪 80 年代在纽约附近，离曼哈顿约 40 英里一个叫做 Tuxedo 的公园。知名烟商罗

里拉（Lorillard）家族非常喜欢在这里狩猎或运动，并且成立了一家高级会所“Tuxedo Club”。

1886 年 10 月 10 日会所举办成立庆祝大会时，罗里拉家族中一位从英国回来的儿子穿着一

件有着燕尾服外形却没有燕尾的外套出现在会场上，这款标新立异的男士礼服一下吸引了大

家的眼球，并迅速流行。由于这种礼服最先出现在 Tuxedo，美国人便将其命名为 tuxedo，

口语中简称为 tux。现在，tuxedo 已经取代了传统的燕尾服，成为男士出席高级场合的正式

礼服。 

不过，自认为是男士服装权威的英国人可不愿意承认这种礼服出自美国。因此，英国人

一直不愿意用 tuxedo 来称呼这种无尾燕尾服，而是称为“dinner jacket”或是“smoking 

jacket”，意思是参加聚餐或在吸烟室里闲聊时所穿的礼服。英国人坚持这种服装款式最早

出自英国。英国历史学家 Stephen Howarth 就在其著作中指出，皇太子爱德华七世为了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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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桑德林汉宫的晚宴，找王室裁缝亨利·卜尔定做过这么一套服装，因此英国人亨利·卜尔才

是最早发明小礼服的人。 

tuxedo：[tʌk'siːdəʊ] n.男士无尾燕尾服 

1147. waterloo：拿破仑惨遭失败的比利时小镇滑铁卢 

滑铁卢（Waterloo）是比利时的一个小镇，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以南大约二十公里。

1815 年，在比利时的滑铁卢，拿破仑率领法军与英国、普鲁士联军展开激战，法军惨败。

随后，拿破仑以退位结束了其政治生涯。从此以后，滑铁卢（Waterloo）的名字响彻世界。

即使对它毫不了解的人也常常把它的名字挂在嘴边，说起某人在某场官司或某场比赛中遭到

失败时，就必定会说，某某遭遇了滑铁卢。 

Waterloo：[,wɔ:tə'lu:] 滑铁卢，惨败，致命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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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轶事篇 

1148. blurb：图书护封广告中的少女 

在 20 年代初期，出版社在向市场推介新书时，往往会在新书上包上一个护封，在上面

印刷对该书的简介，往往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1907 年，在图书行业协会年度午餐会上，

美国著名幽默作家吉利特·伯吉斯（Gelett Burgess）的新书《你是个陈腐的人吗?》（are you a 

Bromide?）的护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护封正中央是一个丰满少女的半身画像，少女

把右手做出喇叭状放在嘴边，仿佛正在大声吆喝。画像左边写着“Miss Blinda Blurb”（比

琳达·Blurb 小姐），右边写着“in the act of blurbing”（正在 blurbing），上边写着“yes, this is 

a ‘BLURB’!”（没错，这就是一个 BLURB！）。在画像最下面这是对该书的大肆赞美和吹嘘

之词。伯吉斯通过这种自嘲的方式来嘲讽当时图书出版界的浮夸之风。这份护封中反复出现

的 blurb 及其暗含之意一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人们就将印在图书护封上

的广告称为 blurb，还用它来比喻大肆宣传。 

blurb：[blɜːb] n.大肆宣传，吹捧广告；印在图书护封上的广告 vt.大肆宣传，夸大 

1149. jumbo：19 世纪一头著名大象 

在英美超市中经常看到一些产品包装上印有 Jumbo 的字样，这里 Jumbo 是“超大号”

的意思。Jumbo 最初是一头特别庞大的非洲大象的名字。据说，它在 1862 年被人在非洲捕

获，当时还是一头小象。成年后它长成了一头庞然大物，身高 3.5 米，体重 6.5 吨。它曾经

在伦敦动物园生活了十多年，后来被卖到美国，在马戏团中表演，处处引发了极大的轰动。

它的名字 Jumbo 也就成了“庞然大物”的代名词。 

Jumbo： ['dʒʌmbəʊ] n.庞然大物，巨型喷气飞机，体大二笨拙的人，超大号 adj.巨大的，

特大的 

1150. belittle：美国总统杰斐逊的杜撰 

英语单词 belittle 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杜撰出来的。该词由 be（使）+little

（小）构成，意思是“轻视、贬低，使其相形见小”。18 世纪时，法国博物学家布冯伯爵

合作编写了一部巨著《自然史》。杰斐逊曾经读过此书。他不喜欢布冯对美洲大陆自然景观

的描写，认为布冯刻意贬低这些自然景观，把它们说得无足轻重。1788 年，托马斯•杰斐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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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部描写自己的家乡弗吉尼亚的书中，首次使用了这个由他杜撰的单词：“The Count de 

Buffon believes that nature belittles her productions on this side of the Atlantic.”（布冯伯爵坚信

大自然轻视她在大西洋此岸的创造物。）美国词典编纂家诺亚•韦伯斯特很喜欢这个单词，于

1806 年将这个单词收录至他编纂的《韦氏大辞典》中。英语的发源地英国对美国人这种杜

撰英语单词的行为大为恼火，提出了猛烈的抨击。个别美国语言学家也觉得这种做法不合适，

建议取消。然而，词汇的产生和流行总是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无论是在英国

还是美国，甚至在其它说英语的地区，belittle 这个单词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belittle：[bɪ'lɪt(ə)l] vt.轻视、贬低，使其相形见小 

1151. brainwash：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改造 

在上世纪 50 年代的朝鲜战争中，美国人惊讶的发现，有些被中国军队俘虏的美国战俘

获释后，突然信仰了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开始大肆批判“万恶的资本主义”。美国记者

及 CIA 探员爱德华•亨特（Edward Hunter）在采访调研这一问题时，联想到中国人常说的“思

想改造、净化头脑”等说法，创造了英文单词“brainwash”（洗脑），认为是共产党的“思

想改造”给这些人洗了脑。这个单词经由他笔下进入英语后，因为十分形象而大受欢迎，从

街头巷尾到学术殿堂，人们都在谈论和研究“brainwash”。后来，这个词从英文翻译为中文

“洗脑”，并在中国社会中流传开。 

brainwash：['brenwɔʃ] n.洗脑 vt.给……洗脑 

1152. caucus：美国波士顿某政党俱乐部的名称 

caucus 是美国的一个政治术语，是在提名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或党代会代表时，各地党组

织所召开的闭门会议，通常由各地的政党领导和骨干成员参加，由他们经过协商推选本党的

总统候选人或党代会代表，普通党员被排除在外。从 20 世纪初开始，通过 caucus 产生党内

候选人和党代表的方法逐渐被党内初选（primary）所取代。初选的主要目的是让广大普通

党员参与候选人的提名和党代表产生的过程，削弱当地政党大佬对选务和党务的过分影响，

也就是实现“党内民主”。现在，美国还有一些州依然采用 caucus 的做法，但已经变得更加

开放，普通党员也可以参与。现在，caucus 与初选制度的主要不同在于，初选是所有党员直

接投票，而 caucus 并不采用直接投票，而是采用充分讨论、多轮投票的方式，比初选方式

更加费时费力，但选举质量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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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caucus 一词的来源，众说纷纭，尚无定论。《美国传统词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认为，它可能来自殖民地时期波士顿一家政党俱乐部的名称 Caucus Club。该俱

乐部的名称可能来自中世纪拉丁语 caucus，意为“酒具、酒器”。 

caucus：['kɔkəs] n.党团会议，干部会议，核心会议 vi.召开党团会议 

1153. chortle：chuckle 和 snort 的混合 

单词 chortle（欢笑）是英国作家卡罗尔（Lewis Carroll）在其童话著作 《镜中世界》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里杜撰的一个组合词，很可能是由 chuckle（咯咯笑）和 snort

（哈哈大笑）组合而成，表示“咯咯地欢笑”。《爱丽丝镜中奇遇记》是《爱丽丝奇遇记》的

姐妹篇，均为刘易斯•卡罗尔所著。 

chortle：['tʃɔrtl] n.vi.咯咯地欢笑，得意的大笑 

1154. diehard：重伤不下火线的英国上校 

19 世纪初期，英、葡、西三国和法国在伊比利亚半岛进行了长达 6 年的战争。1811 年

5 月，英国军队在一个名叫阿尔布厄拉的村庄同法国军队交战。在这场战役中，由英格利斯

上校指挥的步兵第 57 团英勇作战，对战役的取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战争中，英格利斯上

校身受重伤，但一直不让抬离火线，而且不停地高喊：“Die hard！”(拼死顶住！)战斗结

束后，他手下 579 人有 438 人非死即伤。后人把 57 团的勇士们称为 diehards，意即“拼死

抵抗的人”。后来，diehard 在词义上发生了贬降，转而指“顽固分子”或“死硬派”。 

好莱坞著名电影“虎胆龙威”的英文名就叫做“die hard”。 

diehard：n.顽固分子，死不屈从者，倔强的人 

1155. eureka：阿基米德解决难题后的欢呼声 

阿基米德（Archimedes）是古希腊著名的大学问家。有一回，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国王

请他解决一道难题：如何判断一顶黄金王冠有没有掺假而又不损坏王冠。阿基米德冥思苦想

了好几天。终于有一天，当他躺在浴盆里洗澡时，他发现浴盆里的水被身体排了出去。他突

然意识到，利用这个方法可以测量出王冠的体积，再与等重黄金的体积进行比较就可以判断

王冠里面有没有掺假。想到这个方法后，阿基米德兴奋地从浴盆里一跃而起，一边大叫着

“heureka”，一边跑去报告国王。heureka 的意思就是“找到了”，是希腊语动词 heurisk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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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的第一人称完成式。在英语中，不发音的字母 h 被去掉了，heureka 变成了 eureka。

人们在绞尽脑汁终于找到难题的解决方法后，常常使用这个词来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 

20 世纪 80 年代，面对美国、日本日益激烈的竞争，西欧国家制定了一项在尖端科学领

域内开展联合研究与开发的计划，称为“尤里卡计划”（EURECA），是“欧洲研究协调机构”

（European Research Coordination Agency）的英文缩写。该名称源自单词 eureka。 

eureka：[jʊ'rikə] int.找到了！有了！ 

heuristic：[hjʊ'rɪstɪk] adj.启发式的，探索的 n.启发式教育法 

1156. gadget：美国自由女神像的设计公司 

关于英语单词 gadget（小玩意）一词的来源，有个非常有趣的故事。1876 年，著名的

自由女神像竣工，竖立在美国纽约市的哈德逊河口小岛上，成为纽约市的地标性建筑。自由

女神落成后，纽约市举行了庞大的庆祝活动。自由女神像的设计公司、法国的 Gaget Gaultier

希望乘机捞一笔，于是就用青铜制作了大量的自由女神像的小型复制品，作为纪念品来销售。

这种小玩意大受欢迎，人人争相抢购，一致人们见面都会询问“你有没有买到那个 Gadget?”。

gadget 原本是这家公司的名字，现在变成了这种小纪念品的代名词，从而衍生出“小玩意”

的含义。 

有些词源学家认为 gadget 一词另有来源，来自水手们的俚语，用来表示船上使用的任

何小器具。当他们想不起某个小器具的名字或它本来就没有名字时，就用 gadget 一词来表

示。 

gadget：['gædʒɪt] n.小玩意，小器具，小巧的机械装置 

1157. kindergarten：德国幼教专家创建的“儿童花园” 

kindergarten 一词来自德语，其意思为“儿童的花园”，kinder=children（儿童的复数），

garten=garden（花园），所以 kindergarten 相当于英语的 children’s garden。 

第一个提出该名称的人是德国著名的幼儿教育家弗里德里克·福禄倍尔。他一生潜心研

究并致力于发展儿童教育事业。1837 年，他在家乡勃兰堡创办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所幼儿

教育机构。有一天他一边在花园里散步，一边思考怎么命名这个幼儿教育机构。看到花园里

满园的鲜花，他突然想到儿童的笑脸就像是盛开的花朵，而幼儿教师就像花园中的园丁一样。

于是，他将其命名为 kindergarten。从此，kindergarten 一词在人类语言的辞海中诞生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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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童为花朵、教师为园丁的借喻也随之广为传用，直至于今。 

kindergarten：['kɪndɚɡɑrtn] n.幼儿园 

1158. pork：说法语的英国统治者 

在英语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对于猪、羊、牛等牲畜，表示动物的单词和表示其

肉食的单词相差甚远，如 pig（猪）和 pork（猪肉）、sheep（绵羊）和 mutton（羊肉）、cow

（牛）和 beef（牛肉）。这是为什么？原来，在 11 世纪时，法国诺曼底公爵率军入侵英格兰，

成为了英格兰的国王。从此以后，英格兰的统治阶层变成了说法语的法国贵族，他们在表示”

猪肉”、“羊肉”、“牛肉”等食品时，使用的是高贵的法语。这些法语单词后来逐渐进入英语，

变成对这些肉食的称呼。而负责饲养牲畜的仆人一般是英国人，依然使用源自原始日耳曼语

的古英语来称呼这些牲畜。久而久之，就造成了表示这些动物的英语单词和表示它们的肉的

英语单词的不一致。 

pig：[pɪg] n.猪 

pork：[pɔːk] n.猪肉 

sheep：[ʃiːp] n.绵羊 

mutton：['mʌtn] n.羊肉 

cow：[kaʊ] n.牛 

beef：[biːf] n.牛肉 

1159. quiz：为打赌而创造的单词 

据说“quiz”一词是 18 世纪末都柏林某剧院经理创造的。他和别人打赌说他可以一夜

之间造出新词来。他雇了一些顽童连夜在城中所有墙壁上写上“quiz”的字样。第二天人们

发现了这个词，但谁也不知道它的含义，于是这个“quiz”不久就有了“智力测验”、“恶

作剧”等词义。这个词虽然中文也常常翻译为“测试”，但它并不是指那种正规的考试（test），

而是各种游戏场合的小测试，如心理测试、电视节目中的小测试。 

quiz：[kwɪz] n.小测试，恶作剧 

1160. scientist：哲学家与科学家的正式分家 

很多人认为，英语单词 science（科学）和 scientist（科学家）的诞生时间应该相差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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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普遍的误解。事实上，science（科学）一词出现于 14 世纪中期，而 scientist（科

学家）一词直到 19 世纪 30 年代才诞生，二者相差接近 5 个世纪。那么，在 scientist 一词出

现之前，研究 science 的人叫做什么呢？“自然哲学家”，这是 scientist 一词诞生之前科学家

们最常使用的称谓，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研究的是“自然哲学”，如 1687 年，大科学家牛顿出

版的科学巨著就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而不是《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 

然而，到了 19 世纪，越来越多的人对“自然哲学家”这一称谓感到不满了。在 1833

年召开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一次大会上，著名诗人柯勒律治站起来对参会者说：“你们必

须停止自称为‘自然哲学家’。”在他看来，真正的哲学家应该像他那样，坐在扶手椅上对着

星空进行沉思，而不是像协会的大多数成员那样忙于做各种稀奇古怪的实验。面对柯勒律治

的质疑，一位名叫 William Whewell 的“自然哲学家”发言，提出如果认为“哲学家”一词

过于宽泛、过于崇高，那么，可以仿照“artist”（艺术家）生造一个词：“Scientist”，用作对

科学家的称谓。一年后，在一篇匿名书评中，Whewell 再次提到这个建议。从此以后，scientist

一词逐渐得到普及，成为了科学家的称谓，哲学家和科学家也最终实现了分家。 

science：['saɪəns] n.科学，学科 

scientist：['saɪəntɪst] n.科学家 

1161. Sundae：星期天才卖的冰淇淋 

19 世纪末，在美国的威斯康辛市，一位名叫乔治的冰淇淋店主发明了一种新口味的冰

淇淋。他把樱桃糖浆浇在冰淇凌上，并放上一颗糖腌樱桃卖给顾客。一开始，这种混合冰激

凌只在星期天有卖，后来人们觉得这种冰激凌非常好吃，需求量越来越大，于是乔治就每天

向人们供应这种冰激凌。由于这种冰激凌最初是在星期天售卖的，所以店主就给它取名为

Sunday。可星期日是部分基督教派别的安息日，教会认为用这一天作商品名是对神明的亵渎。

于是，这种冰淇淋只好改称 Sundae，并一直沿用至今。 

Sundae：['sʌnde] n.圣代冰淇淋 

1162. teetotal：戒酒集会上的一次结巴发言 

1832 年，一位名叫 Richard Turner 的英国工人在普雷斯顿市参加了一场戒酒集会。在会

上，Turner 用浓重的方言磕磕巴巴地说了一句话：“Nothing but t-t-t-t-total abstinence will do”

（只有…完…完…完全戒酒才行）。没想到，这句磕磕巴巴的话却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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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磕巴出来的单词 t-t-t-t-total 也演变成了 teetotal，表示强调“total”。从此后，人们就用 teetotal

表示完全戒酒，即滴酒不沾，用 teetotaler 表示滴酒不沾的人，用来区分不喝烈酒，但不戒

低度酒的人。 

teetotal：[tiː'təʊt(ə)l] adj.完全的，绝对的，绝对戒酒的，滴酒不沾的 vi.绝对戒酒 

teetotaler：[ti'totlɚ] n.绝对戒酒的人，滴酒不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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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其他 

1163. address：对某物的引导 

单词 address 含有“地址”、“致力”、“演讲”等多种释义，乍一眼看去，这些释义毫无

关系，记起来很麻烦。其实了解了它的词源后就好记多了。address 由 ad+dress 组成，其中

的前缀 ad 等于 to，dress 来自拉丁语 directus，等于单词 direct，所以 address 的字面意思就

是“to direct”（引导）的意思。所以 address 可以表示“将信件引导至某处”，即在信封上写

上投递地址，后来演变为名词，表示“地址”。address 还可以表示“将精力或注意力引导至

某件事”，即“致力于”的意思。address 还可以表示演讲，因为演讲其实就是将自己的意见

引导至观众头脑中，所以表示“演讲”时 address 指的是正式的、精心准备好的演讲。 

address：[ə'dres] n.地址，演讲，致辞，说话的技巧，称呼 vt.演说，从事，忙于，写姓

名地址，向……致敬，和……说话 

1164. billion：从“万亿”到“十亿” 

英语单词 billion 来自法语，由 bi-（两个）和 million（百万）构成，因此本意是 million 

million（万亿）。进入英语都保留了“万亿”的本意。但后来，也许是因为“万亿”这个单

位太大，曾经有段时间，billion 在法语中的含义从“万亿”变成了“十亿”。美国人也采用

了法国人的做法，也许是因为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美国人和法国人并肩和英国人作战的缘故。

法国从 1948 年开始将 billion 的含义恢复到它的本意“万亿”，但美国依然坚持用 billion 来

表示“十亿”而非“万亿”。就这样，同一个英语单词 billion，在美国和英国的含义相差了

整整一千倍。不过，为了避免混淆，英国曾经在 1961 年用表示“十亿”的词根 giga-创造了

新单词 gillion，表示“十亿”。不过，随着美国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大，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也

开始采用美国人的做法，用 billion 来表示“十亿”而非“万亿”。 

billion：['bɪljən] n.十亿 adj.十亿的 

1165. blizzard：猛烈的拳击或炮火轰击 

blizzard 是一个相当新的单词。据考证，它最早出现于 1829 年，表示拳击中的“猛击”

或战争中的“一阵炮火”，词源可能来自 blaze（闪耀、火焰）。1870 年美国爱荷华州和明尼

苏达州暴风雪期间，该词第一次用于形容“暴风雪”。1880-81 年冬天，美国多次出现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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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天气，blizzard 一词开始大规模出现在美国新闻中，从此词义固化为“暴风雪”之意。 

Blizzard Entertainment（暴雪娱乐）是一家全球著名的视频游戏制作和发行公司，作品

有魔兽争霸、星际争霸、暗黑破坏神系列、魔兽世界等，在电脑游戏界享有极高的评价。该

公司的名称 Blizzard 被中国玩家谐音为“玻璃渣”。 

blizzard：['blɪzɚd] n.暴风雪，大打击 vi.下暴风雪 

1166. chatter：鸟的叽叽喳喳声 

很多人都以为 chatter（唠叨）是由 chat（闲聊）派生出来的，其实正好相反，先有 chatter

后有 chat。chatter 出现于 13 世纪初期，是个拟声词，模拟鸟叽叽喳喳的声音，引申表示“喋

喋不休、唠叨”。chat 来自 chatter，在 14、15 世纪时与 chatter 词义相同，直到 16 世纪才转

变为“聊天”之意。 

chatter：['tʃætə] n.v.唠叨，喋喋不休，啁啾，叽叽叫 

chat：[tʃæt] n.v.聊天，闲谈 

chatterbox：['tʃætəbɒks] n.喋喋不休者，唠叨的人，话痨 

1167. jargon：人听不懂的鸟语 

英语单词 jargon 来自法语和拉丁语，原本是个拟声词，表示鸟叽叽喳喳的叫声。当人们

在讲话时大量使用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或行话，使得观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时，观众就会觉

得他们说的是人听不懂的鸟语，因此就称其为 jargon。久而久之，jargon 就演变为“专业术

语、行话”的含义，它的本意“鸟叫声”反而被遗忘了。 

jargon：['dʒɑrɡən] n.专业术语，行话，黑话 

1168. nerd：喜欢钻研学术的书呆子 

nerd 是美式英语中一个略显贬义的俚语，通常被翻译成怪胎、怪咖，一般指偏爱钻研书

本知识，将大量闲暇用于脑力工作，对流行文化不感兴趣，不愿或不善于体育活动或其他社

会活动的人。在美国中学和大学文化中则通指那些专心一致刻苦学习的学生。在华人圈内相

同的概念是“书呆子”。近年来，Nerd 已经逐渐从贬义词变成了具有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意义

的词语。不过在美国偏僻地区校园内，这样的学生依然不受欢迎。 

nerd 一词最早出现于上世纪 40 年代美国校园内，很可能是俚语 nert（愚蠢或疯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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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变体，而后者是 nut（疯狂的人）的变体。50 年代初，美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和教育

家苏斯博士（Dr.Seuss）在其作品《如果动物园归我管》（If I Ran the Zoo）中首次将其使用

于文学作品中，从而使得该词在广大美国学生中耳目能熟。在 60 年代初期该词传遍美国全

国甚至远至苏格兰，随后一段时间其词义逐渐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之类

的书呆子形象挂钩，这个词义在 70 年代因为情景喜剧《快乐时光》（Happy Days）开始变为

主流。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发达使得许多具有 Nerd 性

质的人（比如比尔•盖茨）变得非常富有，在社会上处于很大的优势地位，使得许多追求脑

力的人都以自己是“Nerd”为豪。1984 年的喜剧电影《Revenge of the Nerds》系列中主人公

一行的正直形象使得“nerd pride”（书呆子的自豪感）在 90 年代开始觉醒。2007 年开始播

出的美剧《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的主角就是四个 nerd。 

nerd：[nɜːd] n.书呆子 

nerdy：['nɜːdɪ] adj.书呆子式的，怪僻的 

1169. schmuck：来自东意第绪语的脏话 

英语单词 schmuck 是口语中用来骂人的一个单词，常常被委婉地翻译为“笨蛋”，其实

它是一个非常粗俗的单词，更直白的翻译是“傻屌”。这个词来自东意第绪语 shmok，字面

意思就是 penis（阴茎），是一句骂人的脏话。意第绪语是中东欧犹太人所操的一门源自高地

德语的语言。在犹太人心目中，schmuck 一词是如此的粗俗，以至于被视为禁忌。歌手 Lenny 

Bruce 就曾经因为在舞台上说过这个单词而被犹太警察逮捕。因为这个词过于粗俗，人们往

往用单词 schmoe 来代替它。在国外与人争执时，可不要轻易使用这个单词哟。 

schmuck：[ʃmʌk] n.笨蛋，傻屌 

schmoe：[ʃməu] n.笨蛋 

1170. staple：事物的支柱或主干 

英语单词 staple 通常表示“订书针”，但还可以表示“主要产品、主要成分、主食”等

含义。这两种看似毫不相干的含义怎么存在于同一个单词呢？原来，staple 来自古英语，本

意就是“支柱或主干”。订书针的两个针脚形如两根柱子，所以被称为 staple。而古代的市

场或仓库通常都立有柱子，所以 staple 又衍生出“市场、仓库”之意，后来又进一步用来表

示市场中销售或仓库中存放的主要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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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ple：['stepl] n.订书针，主要产品，主要成分，主食 adj.主要的，大宗生产的，常用的

vt.钉住 

stapler：['steplɚ] n.订书机，主要商品批发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