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介绍 

本书理论： 

 

何为谐音记忆，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如 3.14159 的谐音是山顶一寺一壶酒，如 5566888 的谐
音是福福顺顺发发发，再如相声中常用的 gooodbye 的谐音是白大姑，生活中这种例子实在
是太多了，如果大家接受不了本书中这么接近原声的谐音，那本作者真不知该作何解释了。 

 

1、有回忆说明你有记忆，没回忆不代表你没有记忆 

 

2、提示是帮你回忆记忆内容的一个跳板，一个依托 

 

3、辅助回忆就是在加快扎实记忆 

 

4、记忆原理：用熟悉的印象去提示出不熟悉陌生的，但相近或酷似的印象  

 

5、尽量与自己所熟悉的联系起来，使自己容易回忆起来，回忆的出来就说明你记忆了 

 

6、把你不熟悉的变成你相对熟悉的，即给单词的音标整容，使其变成你熟悉的音汉字句子  

化不熟悉为熟悉，熟悉是真正记忆的关键 

 

7、例子：一个人一开始看他不像刘德华，其实是你还没有那个思想，其实他有点像刘德华，
经过小小的整容，你才发现真的很像刘德华，这个人也就会让你印象深刻，它改动的不
同点更会让你印象深刻 

 

8、回忆是检查记忆的工具，但有时检查不出，但回忆加提示再去检查，有时则会一步到位  

 

9、回忆的工具是提示，所以在记忆时要给记忆相近的提示 

 

10、要想有一个深层记忆，就必须常回忆，达到能立刻反映出，描述出即可 

 

模式： 

 

（1）例子 

weed[wi:d]野草、杂草/除草、铲除         

如何变：直接把[wi:d]谐音过去→喂的  
句子：给牲畜喂的杂草很新鲜 
单词变化：直接记忆即可 

 

badminton['bædmintən]羽毛球 

如何变：把 t 换成 h，即从['bædmintən]→['bædminhən]→白德民很 

（姓白名德民，白居易的白） 
句子：白德民很喜欢打羽毛球 
单词变化：单词的变化，基本上是跟随音标的变化而变化 

          如上，单词变化，即从 badminton→badminhon 

这部分以后并不在书中体现，主要是自己通过字、音提示后单词的拼写的回忆勾画了。  

 

（2）思维路线： 

记忆路线：（次要介绍） 

第一步：看到 weed[wi:d]野草、杂草/除草、铲除， 
第二步：直接把[wi:d]谐音过去→喂的， 
第三步：最后用（喂的 weed）回忆（weed 杂草） 
 

记忆路线：（主要介绍） 

第一步：看到 badminton['bædmintən]羽毛球， 
第二步：后就变['bædmintən]→['bædminhən]→白德民很， 
第三步：可知音标至单词的变化['bædminhən]→白德民很→badminhon 
第四步：最后用（白德民很 badminhon）回忆（badminton 羽毛球）  



 
b、看到字义后怎么回忆？ 
第一步：看到羽毛球，就会先想起（白德民很喜欢打羽毛球）的白德民很， 
第二步：通过白德民很想起 badminhon→badminton，乃至其中细微的不同 

 

（3）脑中核心成像： 

在具体讲述之前，请打消您没必要的担心与顾虑  
 

 

 

 

 

 

 

 

 

 

 

 

 

 

 

 

 

 

 

 

在具体讲述之后，不知您打消顾虑没有呢？ 

 

 

 

 

 

 

  

回忆路线：
a、看到单词后怎么回忆？
第一步：看到单词 badminton 后就可以回忆起 badminhon 白德民很，
第二步：就回忆起了（白德民很喜欢打羽毛球）的羽毛球



 

高一上 

第一单元 

 

 

brave[breiv]勇敢的    

如何变：直接把[breiv]谐音过去→薄瑞五（薄是姓，瑞是名）  

句子：薄瑞五年来勇敢的与病魔作斗争 

 

loyal['lɔiəl]忠诚的、忠心的    

如何变：直接把['lɔiəl]谐音过去→老姨呕 

句子：老姨呕吐到那个忠诚的人 

 

wise[waiz]英明的、明智的、聪明的     

如何变：直接把[waiz]谐音过去 →外资 

句子：这些外资是那个既英明（明智）又聪明的新手弄来的 

 

smart[smɑ:t]聪明的、漂亮的、敏捷的     

如何变：直接把[smɑ:t]谐音过去→是马特(姓马名特)/司马特（姓司马名特）/四妈特 

句子：1、是马特那位既聪明又漂亮的女友以敏捷的身手救了那个人   

2、司马特喜欢那个既聪明又漂亮的新媳妇    

3、四妈特喜欢那个既聪明又漂亮的新媳妇 

 

handsome['hændsəm]英俊的、大方的、美观的 

如何变：这个词拆开记忆为佳→hand 手+some 一些 

句子：英俊的小伙手上有一些好看的画报 

 

argue['ɑ:gju:]争论、辩论     

如何变：把 g 换成 n，即从['ɑ:gju:]→['ɑ:nju:]→阿牛 

句子：阿牛经常与人争论 

 

solution[sə'lu:ʃən]解答、解决办法、解决方案    

如何变：把 s 换成 h，即从 [sə'lu:ʃən]→[hə'lu:ʃən]→和陆婶（姓陆的大婶） 

句子：和陆婶一起寻找解决办法（解决方案） 

 

classical['klæsikl]古典的、古典文学的 

如何变：此单词拆开来记忆为佳→class+i+cal→class 为班级，cal 为形容词后缀，i 视为
一个 

句子：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爱听古典的歌曲和有关古典文学的作品 

 

fond[fɔnd]喜爱的、多情的、喜欢的      

如何变：直接把[fɔnd]谐音过去→方德（姓方名德） 

句子：方德喜欢那个多情的小女孩 

 

match[mætʃ]火柴   

如何变：直接把[mætʃ]谐音过去→买尺  

句子：买尺时我顺便买了盒火柴 

 

 

  

honest['ɔnist]诚实的、正直的

如何变：直接把['ɔnist]谐音过去→奥!你是他
句子：奥!你是他朋友当中最诚实与正直的一个



mirror['mirə]镜子      

如何变：直接把['mirə]谐音过去→米若（姓米名若）  

句子：米若买了一面镜子 

 

fry[frai]油煎、油炸         

如何变：把 a 隐藏起来，即从[frai]→[fri]→付瑞（姓付名瑞）  

句子：付瑞喜欢吃油炸（油煎）食品 

 

gun [gʌn]炮、枪       

如何变：直接把[gʌn]谐音过去→干 

句子：用枪炮干死那群小鬼子 

 

hammer['hæmə]锤子、槌    

如何变：直接把['hæmə]谐音过去→海默（姓海名默，海大富的海） /还摸 

句子：（海默：怎么还摸那把烧红的锤子） 

 

saw[sɔ:]锯        

如何变：直接把[sɔ:]谐音过去→嫂  

句子：嫂子在锯木头 

 

rope[rəup]绳、索、绳索      

如何变：这个用比较记忆法，即 hope 希望 和 rope 绳索很像，一起记忆为佳 

       （借用 hope 这个熟悉的来记忆 rope 这个不熟悉的） 

句子：我希望你早日找到绳索 

 

compass['kʌmpəs]罗盘、指南针 

如何变：直接把['kʌmpəs]谐音过去→砍破四 

句子：那个卖指南针的小贩用刀砍破四个人的头 

 

movie['mu:vi]电影 

如何变：直接把['mu:vi]谐音过去→牟伟（姓牟名伟，牟念 mu，牟洋的牟）  

句子：牟伟喜欢看电影 

 

cast[kɑ:st]投掷、投射、抛 

如何变：直接把[kɑ:st]谐音过去→卡是他  

句子：卡是他胡乱投掷出去的 

 

surrive[sə'vaiv]幸免于、从…中生还、幸存 

如何变：把 ə 换成 i，即从[sə'vaiv]→[si'vaiv]→四外无 

句子：他看四外无人，才干敢出来，迅速跑回家，才幸免于难 

 

deserted[di'zə:tid]荒芜的、荒废的 

如何变：直接把[di'zə:tid]谐音过去→狄泽踢得（姓狄名泽，狄仁杰的狄）  

句子：狄泽在荒芜的地方踢球，你还别说，狄泽踢得还真不错 

 

hunt[hʌnt]打猎、猎取、搜寻 

如何变：直接把[hʌnt]谐音过去→喊他 

句子：打猎时，他喊他已经跑远的狗 

 

share[ʃeə]分享、共享、分配/共享、份额      

如何变：在 ə 前加 l，即从 [ʃeə]→[ʃelə]→晒了 

句子：这些肉晒了好几天了，应该可以吃了，让我们共同分享这些肉吧 

  



sorrow['sɔ:rəu]悲哀、悲痛    

如何变：把 s 换成 k，即从 ['sɔ:rəu]→['kɔ:rəu]→烤肉 

句子：卖烤肉的老王死了，他是个好人，对于他的死，我们都感到很悲痛 

 

feeling['fi: liŋ]触觉、知觉、感觉、情绪    

如何变：直接把['fi:liŋ]谐音过去→费玲（姓费名玲，费翔的费）  

句子：费玲自从失去知觉后，对什么都没感觉，连怎么闹情绪都忘了 

 

airplane['eəplein]飞机   

如何变：1、airplane=air+plane 

2、直接把['eəplein]谐音过去→艾娥泼雷恩（姓艾名娥。姓雷名恩，雷老虎的雷） 

句子：艾娥泼雷恩时，发现天空中的那架飞机爆炸了 

 

parachute['pærəʃu:t]降落伞 

如何变：直接把['pærəʃu:t]谐音过去→牌若输他 

句子：我的这把牌若输他，我就给他买个降落伞 

 

lie[lai]谎话、谎言       

如何变：直接把[lai]谐音过去→来  

句子：来了个会说谎话的人 

 

speech[spi:tʃ]演讲、讲话、语音    

如何变：直接把[spi:tʃ]谐音过去→是毕驰（姓毕名驰，毕福剑的毕）  

句子：是毕驰把演讲稿烧了 

 

adventure[əd'ventʃə]冒险、冒险经历 

如何变：直接把[əd'ventʃə]谐音过去→饿得文澈（姓文名澈，文天祥的文）  

句子：饿得文澈不得不冒险（即从老虎口中抢吃的） 

 

notebook['nəutbuk]笔记本、笔记本式电脑 

如何变：把 n 换成 t，即从 ['nəutbuk]→['təutbuk]→偷他书（书就是 book） 

句子：偷他书和笔记本（笔记本式电脑）的小偷被抓到了 

 

scared[skeəd]恐惧的    

如何变：直接把[skeəd]谐音过去→是该饿得  

句子：他自从见到那恐惧的一幕，便吓得三天没吃饭，现在是该饿得两腿发软了 

 

e-pal['i': pel]网友 

如何变：直接把['i':pel]谐音过去→一排欧  

句子：网友传来的图片是一排欧式的房屋 

 

formal['fɔ:ml]正式的、正规的  

如何变：在 ɔ 后加 ŋ，即从['fɔ:ml]→['fɔŋ:ml]→方某 

句子：方某是正式的，不是非正式的 

 

error['erə]错误、差错    

如何变：直接把['erə]谐音过去→爱若  

句子：爱若都给了你，那才是我人生中最的的错误 

 

 

 

 

  



第二单元 

 

bathroom['ba:θru:m]浴室、盥洗室、厕所     

如何变：1、 bathroom=bath+room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ba:θ]谐音过去→拔丝 

句子：在盥洗室里做拔丝苹果 

 

towel['tauəl]毛巾       

如何变：直接把['tauəl]谐音过去→套  

句子：手套和毛巾 

 

landlady['lændleidi]女房东、女老板     

如何变：直接把['lændleidi]谐音过去→蓝的雷迪（姓雷名迪，雷老虎的雷）  

句子：“蓝的雷迪不喜欢”女房东（老板娘）说 

 

closet['klɔzit]壁橱、储藏室       

如何变：直接把['klɔzit]谐音过去→可老贼他 

句子：可老贼他儿子没有藏在壁橱（储藏室）里啊 

 

pronounce[prə'nauns]发音、宣告、断言 

如何变：把 n 换成 k，即从[prə'nauns]→[prə'kauns]→泼康斯（姓康名斯） 

句子：泼康斯的那个人有事向大家宣布 

 

broad[brɔ:d]宽的   

如何变：直接把[brɔ:d]谐音过去→薄娆的（姓薄名娆）  

句子：薄娆的家门前有一条很宽的马路 

 

repeat[ri'pi:t ]重做、重复、复述/重复、反复       

如何变：直接把[ri'pi:t]谐音过去→瑞劈她 

句子：瑞劈她自己打回来的柴，不是劈一下就算了，她是反复地劈 

 

ketchup['ketʃəp]番茄酱、番茄沙司      

如何变：这个词需要把 p 与 tʃə 调换位置，即从['ketʃəp]→['keptʃə]→开破车  

句子：开破车去超市买番茄酱 

 

majority[mə'dʒɔriti] 多数、大半    

如何变：把 t 换成 q，即从[mə'dʒɔriti]→[mə'dʒɔritqi]→摸赵瑞奇（姓赵名瑞奇） 

句子：摸赵瑞奇头的人多数（大半）已死 

 

native['neitiv]本国的、本地的/本地人、本国人      

如何变：直接把['neitiv]谐音过去→那题无（那在此念 nei） 

句子：“那题无人能解答出”本地的居民说 

 

total['təutl]全部的、整个的      

如何变：直接把['təutl]谐音过去→头头（头头指领导）   

句子：我厂的头头们全贪污，合计一年要贪个千八百万块吧 

 

tongue[tʌŋ]舌头、语言、口语      

如何变：直接把[tʌŋ]谐音过去→烫  

句子：烫了舌头 

 

 

equal ['i:kwəl]相等的、胜任的/等于、比得上       



如何变：直接把['i:kwəl]谐音过去→一口  

句子：他家就他一口人，你给他的那份工作他是绝对胜任的 

 

government['gʌvənmənt]政府、内阁 

如何变：1、government=govern+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gʌvən]谐音过去→嘎问（嘎是《小兵张嘎》的嘎）      

句子：（张嘎问：“政府内阁哪去了？”） 

 

situation [sitju:'eiʃən]情形、境遇    

如何变：在 e 前加 l，即从[sitju:'eiʃən]→[sitju:'leiʃən]→席丢雷婶 

（在这里强调已把 si 谐音成汉语拼音发音的 xi。雷婶指姓雷的大婶，雷老虎的雷） 

句子：（甲：在那种情况下，你把席丢哪了？    

乙：席丢雷婶家里了） 

 

international[,intə'næʃnəl]国际的、世界的 

如何变：1、international=interna+tion 名词后缀+al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在 n 后加 g，即从[,intə'næʃn]→[,intə'næʃng]→因他，哪省（哪念 nai） 

句子：就因他，哪省我都没去成，更不用说国际（世界）型的大都市了 

 

organization[ɔ:gənai'zeiʃən]组织、机构、团体 

如何变：直接把[ɔ:gənai'zeiʃən]谐音过去→敖哥乃贼神（姓敖的大哥。有赌神就有贼神） 

句子：敖哥乃贼神（敖哥是贼神），而且他还有自己的组织机构 

 

trade[treid]贸易、商业        

如何变：直接把[treid]谐音过去→吹得   

句子：他把自己商业贸易吹得是红红火火，其实不然啊 

 

tourism['tuərizəm]旅游、观光        

如何变：把 r 换成 l，即从['tuərizəm]→['tuəlizəm]→偷李泽暮（姓李名泽暮） 

句子：旅游观光时，有人偷李泽暮的钱包 

 

global['gləubəl]全球的、球形的       

如何变：把 b 换成 d，即从['gləubəl]→['gləudəl]→阁楼都/各楼都 

句子：1、阁楼都安装了一个全球定位仪 

      2、各楼都安装了一个全球定位仪 

 

communicate[kə'mju:nikeit]交际、共通、传达 

如何变：把 m 换成 l，即从[kə'mju:nikeit]→[kə'lju:nikeit]→可刘妮剋他（姓刘名妮。剋
念 kei，的意思是打） 

句子：可刘妮剋他并没有影响他与人交际啊 

 

communication[kəmju:ni'keiʃən]交流、通讯、通信 

如何变：把 m 换成 l，即从[kəmju:ni'keiʃən]→[kəlju:ni'keiʃən]→可刘妮剋婶（解释同上） 
句子：可刘妮剋婶后，两人仍交流融洽 

 

exchange[iks'tʃeindʒ]交换、交流、兑换 

如何变：直接把[iks'tʃeindʒ]谐音过去→一颗是陈志（姓陈名志） 

句子：这有两颗珍珠，一颗是我的，一颗是陈志的。那天，我们交流时，我们决定把两颗
珍珠进行交换 

 

service['sə:vis]服务、服务性工作 

如何变：把 s 换成 h，即从['sə:vis]→['hə:vis]→和魏斯（姓魏名斯） 

句子：和魏斯一起做服务性工作  



 

 

 

signal['signəl]信号 

如何变：把 n 换成 t，即从['signəl]→['sigtəl]→洗个头 

句子：我先洗个头，之后在帮你看看你的手机为什么没有信号 

 

movement['mu:vmənt]运动、运作、运转 

如何变：movement=move+ment 名词后缀≈love 爱+ment 

句子：我很爱运动 

 

peg [peg]钉、栓、桩 

如何变：直接把[peg]谐音过去→派个 

句子：派个你信得过的人去取那些钉、栓、桩吧 

 

commander [kə'mɑ:ndə]司令官、指挥官 

如何变：直接把[kə'mɑ:ndə]谐音过去→客满的 

句子：（司令官：就搜那些客满的房间） 

 

tidy['taidi]整理、收拾  

如何变：直接把['taidi]谐音过去→泰迪（姓泰名迪） 

句子：泰迪正在整理（收拾）他自己的房间 

 

stand[stænd]台、看台、摊、摊位 

如何变：直接把[stænd]谐音过去→史丹的（姓史名丹） 

句子：史丹的爸爸被卡在看台和摊位中间了 

 

independent[indi'pendənt]独立自主的  

如何变：在 ə 的后面加 g，即从[indi'pendənt]→[indi'pendəngt]→尹弟：盆等他（尹弟指
姓尹的兄弟，尹相杰的尹） 

句子：（尹弟：盆等他用完了，他就会独立自主的还给你） 

 

fall[fɔ:l]秋天、瀑布 

如何变：把 f 换成 h，即从[fɔ:l]→[hɔ:l]→好 

句子：秋天的瀑布好美 

 

expression[iks'preʃən]短语、表情    

如何变：把 r 换成 h，即从[iks'preʃən]→[iks'pheʃən]→易柯：四伯害婶（姓易名柯，易中
天的易） 

句子：（易柯：四伯害婶时的表情真恐怖） 

 

typhoon[tai'fu:n]台风 

如何变：直接把[tai'fu:n]谐音过去→台风  

句子：台风就是台风 

 

tornado [tɔ:'neidəu]旋风、龙卷风 

如何变：直接把[tɔ:'neidəu]谐音过去→掏那兜（那在此念 nei） 

句子：掏那兜准能掏出一张龙卷风的照片 

 

Spanish ['spæniʃ]西班牙语、西班牙人/西班牙（人、语）的 

如何变：直接把['spæniʃ]谐音过去→四伯：你是（伯在此念 bai。）  

句子：（四伯：你是取了个会讲西班牙语的西班牙人做媳妇吧？） 

  



publish['pʌbliʃ]发表、出版、公布 

如何变：直接把['pʌbliʃ]谐音过去→怕薄利士（姓薄名利士） 

句子：怕薄利士发表（出版、公布）他那反动文章 

southern['sʌðən]南方的、南部的      

如何变：直接把['sʌðən]谐音过去→撒怎（撒贝宁的撒） 

句子：小撒怎么能说所有南方的人都比北方的人优秀呢！ 

 

statement['steitmənt]陈述、声明、综述 

如何变：1、statement=state+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steit]谐音过去→是得他   

句子：是得他亲自去陈述（声明、综述）一下 

 

president['prezidənt]总统、校长、行长、会长 

如何变：这个单词后面 sident 很像 student，前面有 pre 这是个前缀  

句子：学生们很害怕校长 

 

European[juərə'piən]欧洲的、欧洲人的 

如何变：直接把[juərə'piən]谐音过去→尤若拼（姓尤名若。尤三姐的尤）  

句子：尤若拼了半天才把那张被撕碎的欧洲地图给拼好 

 

howl[haul]嚎叫、怒吼、嚎哭 

如何变：这个词用等式记忆：howl=how+l  how 的意思是怎么 

句子：我们怎么做，他才会停止嚎叫（怒吼、嚎哭）呢？ 

 

cookbook['kukbuk]食谱    

如何变：cookbook≈bookbook  

句子：两本书都是食谱 

 

replace[ri(:)'pleis]替代       

如何变：把 p 换成 k，即从[ri(:)'pleis]→[ri(:)'kleis]→瑞可累死 

句子：瑞可累死了！竟做替换动作就做了 1000 多次 

 

 

 

 

 

 

 

 

 

 

 

 

 

 

 

 

 

 

 

 

 

  



 

 

 

第三单元 

 

consider[kən'sidə]考虑、照顾、认为 

如何变：直接把[kən'sidə]谐音过去→看戏的  

句子：看戏的认为唱戏的应照顾好自己 

 

means [mi:nz]手段、方法 

如何变：means= me 我+an 一+s  

句子：我只知道一种解题方法 

 

transportation[trænspɔ'teiʃən]运输、运送 

如何变：把 t 换成 g，即从[trænspɔ'teiʃən]→[trænspɔ'geiʃən]→船是包给婶 

句子：船是包给婶了，因为她也打算用船搞运输（运送） 

 

broad[brɔ:d]上（船飞、机等） 

如何变：直接把[brɔ:d]谐音过去→包德（姓包名德，包青天的包）  

句子：包德上（船、飞机）了 

 

destination[,desti'neiʃən]目的地 

如何变：直接把[,desti'neiʃən]谐音过去→戴斯迪：“那婶（姓戴名斯迪。那在此念 nei） 

句子：（戴斯迪：“那婶的目的地是哪里啊？”） 

 

simply['simpli]仅仅、只不过、简单地、完全、简直 

如何变：直接把['simpli]谐音过去→辛坡离（姓辛坡名坡。辛弃疾的辛）  

句子：辛坡离婚的原因仅仅是双方没有共同语言这么简单吗！简直太荒唐了，我完全不相
信 

 

raft[raft]程筏/木筏 

如何变：把 r 隐藏起来，即从[raft]→[aft]→阿福特（阿福是对人的称呼） 

句子：阿福特想乘船游玩，所以他决定买个木筏 

 

vacation[və'keiʃən]假期、休假 

如何变：直接把[və'keiʃən]谐音过去→我剋婶（剋念 kei，的意思是打） 

句子：我剋婶的原因是她毁了我的假期，让我不能好好休假 

 

nature['neitʃə]自然、自然界、本性 

如何变：直接把['neitʃə]谐音过去→那车（那在此读 nei）  

句子：那车里全是《自然》书，书里面介绍的全是自然界里动物的本性 

 

basic['beisik]基本的/基本、要素 

如何变：直接把['beisik]谐音过去→被稀客（稀客就是不常来的客人）  

句子：被稀客拉到饭店吃饭，还说要跟他交代一些十分基本的事情 

 

equipment[i'kwipmənt]装备、设备 

如何变：1、equipment=equip+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i'kwip]谐音过去→易奎颇（易奎为人名，易中天的易。颇有非常的意
思） 

句子：易奎颇喜欢收集各类装备（设备） 

 

simple['simpl]简单的  



如何变：把 p 换成 b，即从['simpl]→['simbl]→新包 

句子：一个思想简单的人买了一个新包 

 

backpack['bækpæk]背包 

如何变：back+pack≈back+back  

句子：我打算回来再买背包 

 

tip[tip]指点、忠告、尖端、小费 

如何变：直接把[tip]谐音过去→体魄/踢破 

句子：1、我对你的忠告就是-你一定要有强健的体魄 

2、你给他小费，他为什么还踢破你的头呢？ 

 

spider['spaidə]蜘蛛 

如何变：直接把['spaidə]谐音过去→四伯的（伯念 bai）  

句子：四伯的儿子花四百块钱买了一只蜘蛛 

 

poisonous ['pɔiznəs]有毒的、有害的、恶毒的 

如何变：把 p 换成 b，即从['pɔiznəs]→['bɔiznəs]→包一泽呢是（姓包名一泽，包拯的包） 
句子：包一泽呢是一个很恶毒的男人，没事就研究有毒的物质来害人 

 

paddle['pædl]划桨、涉水/用划桨/短桨、划桨 

如何变：直接把['pædl]谐音过去→牌都 

句子：牌都被划桨的人用短浆打到水里去了 

 

stream[stri:m]溪、川、流 

如何变：直接把[stri:m]谐音过去→是追牟（牟念 mu，牟洋的牟。追指追逐）  

句子：这个坏人是追牟小姐来着，一直追到一条溪边 

 

normal['nɔ:ml]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正规、常态 

如何变：把 n 换成 g，即从['nɔ:ml]→['gɔ:ml]→高某 

句子：高某是个正常人，他的符合那所正规军校的要求标准 

 

excitement[ik'saitmənt]刺激、兴奋、激动 

如何变：1、excitement=excite+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ik'sait]谐音过去→易柯赛他（姓易名柯，易中天的易） 

句子：易柯赛他新买的赛车时觉得十分刺激与兴奋，他简直激动不已 

 

adventurous[əd'vetʃərəs]喜欢冒险的、充满危险的 

如何变：直接把[əd'vetʃərəs]谐音过去→饿得文澈若是（姓文名澈，文天祥的文）  

句子：饿得文澈若是死掉了，你们这群喜欢冒险的人都得跟着死 

 

handle[hændl]操作、处理/柄、把手 

如何变：直接把[hændl]谐音过去→憨豆 （憨豆是英国滑稽演员） 

句子：1、憨豆在操作上处理得十分好！   

2、憨豆的车把手坏了   

3、憨豆的手柄坏了 

 

similarity[simə'lærəti]类似、类似处 

如何变：把 t 换成 q，即从[simə'lærəti]→[simə'lærəqi]→洗么？”赖若奇（姓赖名若奇） 

句子：“他帮你洗么？”赖若奇问 

      “好像有过类似的经历”他说 

 

particular[pə'tikjulə]特别的、特殊的  



如何变：把 k 换成 l，即从[pə'tikjulə]→[pə'tiljulə]→婆踢刘乐（姓刘名乐。婆在河南指姥
姥） 

句子：婆踢刘乐是因为他很坏，是我们么当中最特别的（特殊的）一个 

poison['pɔizn]毒药、毒害/毒害、投毒 

如何变：把 p 换成 b，即从['pɔizn]→['bɔizn]→包姨怎（姓包的阿姨，包青天的包） 

句子：包姨怎么可能舍得下毒药害自己的亲人！ 

 

separate['seprət]单独的、分开的/分开、隔离 

如何变：把 s 换成 t，即从['seprət]→['teprət]→太婆若特  

句子：太婆若特讨厌别人与她同住，那就把她们分开，让太婆单独生活 

 

eco-travel['trævl]生态旅游 

如何变：把 l 隐藏起来，即从['trævl]→['træv]→踹五  记忆后半部分即可 

句子：他在旅游时抓住五个小偷，等把小偷捆好后他就用脚踢五个小偷 

 

combine[kəm'bain]（使）联合、（使）结合 

如何变：直接把[kəm'bain]谐音过去→看白恩（姓白名恩，白居易的白） 

句子：看白恩怎么使他们联合（结合）起来 

 

responsibly[ris'pɔnsəbli]负责地 

如何变：把 s 换成 l，即从[ris'pɔnsəbli]→[ris'pɔnləbli]→瑞是帮了薄立（瑞与薄立是两个
人的人名） 

句子：瑞是帮了薄立一次忙，那次大家都夸奖她是个很负责任的人 

 

task[task]任务、作业 

如何变：直接把[task]谐音过去→他此刻/他四哥 

句子：他此刻（他四哥）正在写作业（做任务） 

 

unpack[ʌn'pæk]打开（包裹、行李等）、卸货 

如何变：把 k 换成 g，即从[ʌn'pæk]→[ʌn'pæg]→俺派个  

句子：俺派个信得过的人帮我打开包裹（行李） 

 

 

 

 

 

 

 

 

 

 

 

 

 

 

 

 

 

 

 

 

 

  



 

 

 

第四单元 

 

unforgettable[ʌnfə'getəbl]难忘的 

如何变：1、unforgettable= un+for+get+table 拆开来记，确实容易 

        2、直接把[fə'get]谐音过去→凤儿该他（凤儿是称呼。该是欠的意思）  

句子：凤儿该他好多钱，他居然不让凤儿还，所以这个人成为了我难忘的人 

 

seismograph['saizməgrɑ:f]地动仪、测震仪 

如何变：直接把['saizməgrɑ:f]谐音过去→塞子么，寡妇  

句子：“你的塞子么，寡妇用完后就还给你”抱着地动仪的张师傅说 

 

king[kiŋ]国王 

如何变：把 k 换成 l，即从 [kiŋ]→[liŋ]→零 

句子：国王得了零分 

 

host[həust]主持或主办某活动/主任 

如何变：直接把[həust]谐音过去→侯斯她（姓侯名斯，侯耀文的侯） 

句子：侯斯她正在主办（主持）某活动 

 

scare[skeə]恐吓、受惊吓 

如何变：直接把[skeə]谐音过去→是该饿  

句子：受了惊吓的人三天未进食，如果他想吃饭了，只能说明她是该饿了 

 

disaster[di'zɑ:stə]灾难、灾祸 

如何变：直接把[di'zɑ:stə]谐音过去→弟砸死他  

句子：我弟砸死他的父亲不久，他们那又发生了大灾难，他真是灾祸不断啊 

 

finally['fainəli]最后、终于 

如何变：把 f 换成 h，即从 ['fainəli]→['hainəli]→海呢，离 

句子：海呢，离他家很远，但他们打算走着去海边，可最后失败了 

 

rescue['reskju:]援救、营救 

如何变：在 e 后加 i，即从 ['reskju:]→['reiskju:]→瑞士救 

句子：瑞士救援队来援救我们了 

 

roar[rɔ:]轰鸣、咆哮、怒号 

如何变：直接把[rɔ:]谐音过去→ 绕 

句子：绕过那条街道，我们才知道什么东西在轰鸣（咆哮、怒号） 

 

advance[əd'vɑ:ns]前进、提前、提升 

如何变：直接把[əd'vɑ:ns]谐音过去→饿得万斯（姓万名斯，万梓良的万）  

句子：饿得万斯没有气力前进，导致他不能提前到达 

 

upon[ə'pɔn]在。。。之上 

如何变：1、upon= up+on 

        2、在 ə 前加 w，即从[ə'pɔn]→[wə'pɔn]→我胖 

句子：我胖了许多，现在我的体重在你之上 

 

seize[si:z]抓住、逮住、夺取 

如何变：直接把[si:z]谐音过去→戏子   



句子：戏子抓住（逮住）一个小偷 

 

 

swallow['swɔləu]咽、淹没、吞没/吞咽、燕子 

如何变：把 ɔ 换成 u，即从 ['swɔləu]→['swuləu]→四五楼 

句子：四五楼的居民都看见了一只燕子吞咽了一只蛇 

 

drag[dræg]拖、拖拽 

如何变：直接把[dræg]谐音过去→拽个  

句子：拖拽个朋友陪你去 

 

struggle['strʌgl]努力、挣扎、奋斗/竞争、努力、奋斗 

如何变：直接把['strʌgl]谐音过去→是抓狗  

句子：是抓狗小分队在城市中努力地抓狗，不是其他的组织 

 

fight[fait]争论、搏斗、斗争 

如何变：把 a 隐藏起来，即从[fait]→[fit]→费特（姓费名特，费翔的费） 

句子：费特并不想与他争论（搏斗、斗争） 

 

flow[fləu]流动 

如何变：直接把[fləu]谐音过去→富喽  

句子：这地方真是富喽！不信你看哪一条条流动的车辆 

 

fright[frait]惊骇、吃惊 

如何变：把 a 隐藏起来，即从[frait]→[frit]→ 付瑞特（姓付名瑞） 

句子：对于这件事，付瑞特吃惊，我也感到很惊骇 

 

shake[ʃeik]震动、颤动/摇动、摇 

如何变：直接把[ʃeik]谐音过去→谁渴（谁在此念 shei）  

句子：谁渴了就以颤动的方式暗示我，我好给你们取水喝 

 

stair[steə]（阶梯的）一级、楼梯 

如何变：直接把[steə]谐音过去→四袋鹅  

句子：四袋鹅肉放在楼梯上了 

 

boom[bu:m]隆隆声 、发隆隆声 

如何变：1、boom≈room  

        2、把 b 换成 g，即从[bu:m]→[gu:m]→古墓 

句子：1、房间里发出隆隆声   2、古墓里发出隆隆声 

 

strike[straik]击打、打动 

如何变：把 k 换成 g， 即从[straik]→[straig]→是拽葛（葛是姓氏） 

句子：他是拽葛先生的衣服来着，葛先生也没客气，也狠狠地击打了他一下 

 

crack [kræk]发破裂声、噼啪地声 

如何变：直接把[kræk]谐音过去→快克（感冒药） 

句子：吃了一颗快克之后，我的肚子开始发出噼啪地声 

 

destroy[dis'trɔi]摧毁、毁坏 

如何变：直接把[dis'trɔi]谐音过去→第四，赵毅（姓赵名毅）  

句子：第四，赵毅根本没有武器摧毁（毁坏）国家财产 

 

tower['tauə]塔、城堡  



如何变：在 ə 前加 l，即从 ['tauə]→['taulə]→掏了/陶乐（姓陶名乐） 

句子：1、这个城堡里全是鸡，我在那掏了好多鸡蛋 

2、陶乐就住在那个塔（城堡）里 

national['næʃənl]国家的、民族的 

如何变：1、national= na+tion+al（l）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næʃən]谐音过去→奶审（奶指奶奶） 

句子：奶审的是本国家（本民族）的人，不是外来的人 

 

deadline['dedlain]截止时间、最终期限 

如何变：1、deadline=dead+line 

        2、直接把['dedlain]谐音过去→戴德蓝（姓戴名德蓝） 

句子：戴德蓝已知道截止时间（最终期限）了 

 

fear[fiə]害怕、担心/害怕、畏惧 

如何变：直接把[fiə]谐音过去→飞蛾 

句子：飞蛾不害怕火（飞蛾扑火） 

 

opportunity['ɔpə'tju:nəiti]机会、时机 

如何变：把 t 换成 q，即从 ['ɔpə'tju:nəiti]→['ɔpə'qju:nəiti]→敖坡：球呢，踢（姓敖名坡） 

句子：（敖坡：球呢，踢到别人家去了，等我有机会再去取吧） 

 

article['ɑ:tikl]文章、论文 

如何变：把 t 换成 l，即从['ɑ:tikl]→['ɑ:likl]→（阿里、阿丽）阿立口（全是称呼） 

句子：（阿里、阿丽）阿立口才不错，而且还能写一手好文章 

 

couch[kautʃ]长沙发 

如何变：直接把[kautʃ]谐音过去→靠吃   

句子：一个人天天做在长沙发上，靠吃零食度日 

 

workaholic[wə:kə'hɔlik]工作狂 

如何变：直接把[wə:kə'hɔlik]谐音过去→我可耗李柯（姓李名柯）  

句子：我可耗李柯这个工作狂已不少时日了 

 

Buddha['budə]佛、佛像、佛陀 

如何变：直接把['budə]谐音过去→不得  

句子：不得在佛像上乱写乱画 

 

agent['eidʒənt]代理商、经纪人 

如何变：在 e 前加 l，即从 ['eidʒənt]→['leidʒənt]→雷震特/雷珍特（姓雷名震。姓雷名震，
雷老虎的雷） 

句子：（雷珍特）雷震特喜欢那个经纪人（代理商） 

 

temple[templ]庙、寺、神殿 

如何变：1、把 l 隐藏起来，即从[templ]→ [temp]→谭坡（姓谭名坡，谭晶的谭） 

        2、把 p 换成 d，即从[templ]→[temdl]→痰都 

句子：1、谭坡在中国的寺庙不停的谈论外国的神殿 

2、那个坏家伙把痰都吐在了神殿里 

 

touch[tʌtʃ]触摸、（使）接触、感动 

如何变：直接把[tʌtʃ]谐音过去→他吃  

句子：他吃过饭后就去触摸电门，以为这样可以感动他人 

 

naughty['nɔ:ti]顽皮的、淘气的  



如何变：把 t 换成 n，即从 ['nɔ:ti]→['nɔ:ni]→挠你 

句子：那个顽皮的（淘气的）孩子挠你干什么？ 

 

peanut ['pi:nʌt]花生 

如何变：直接把['pi:nʌt]谐音过去→皮娜特（姓皮名娜，皮耶罗的皮） 

句子：皮娜特喜欢吃花生 

 

note[nəut]笔记、注释、纸币 

如何变：1、note=no+te 

        2、把 n 换成 g，即从[nəut]→[gəut]→狗特 

句子：狗特讨厌，把我做的笔记撕扯碎了 

 

 

 

 

 

 

 

 

 

 

 

 

 

 

 

 

 

 

 

 

 

 

 

 

 

 

 

 

 

 

 

 

 

 

 

 

 

 

 

 

 

  



 

 

 

第五单元 

 

silver['silvə]银、银子 

如何变：silver≈s+liver（居民） 

句子：居民们都喜欢银子 

 

hero['hiərəu]英雄、男主角、男主人公 

如何变：直接把['hiərəu]谐音过去→黑鹅肉  

句子：这个英雄（男主角、男主人公）喜欢吃黑鹅肉 

 

scene[si:n]场面、情景、布景 

如何变：直接把[si:n]谐音过去→新（新指蜡笔小新） 

句子：小新对这一场面（情景、布景）印象深刻 

 

law[lɔ:] 法律、法学、规律 

如何变：直接把[lɔ:]谐音过去→老 

句子：老法律/法学是门古老的学科 

 

career[kə'riə]事业、生涯 

如何变：直接把[kə'riə]谐音过去→可瑞娥（姓瑞名娥）   

句子：可瑞娥的事业并不顺利 

 

drama['drɑ:mə]戏剧、戏剧艺术 

如何变：直接把['drɑ:mə]谐音过去→抓魔  

句子：戏剧里演的是神仙在抓魔 

 

role[rəul]角色 

如何变：直接把[rəul]谐音过去→肉  

句子：演这一角色必须穿肉色衣服 

 

actress['æktris]女演员 

如何变：直接把['æktris]谐音过去→艾柯捶死 （姓艾名柯。捶念 chui，的意思是打） 

句子：艾柯捶死那个女演员的动机是什么  

 

award[ə'wɔ:d]奖、奖品 

如何变：把 ɔ 换成 ə，即从[ə'wɔ:d]→[ə'wə:d]→讹我的（讹读 e，讹指讹人）  

句子：那个人想讹我的奖品 

 

prize[praiz]奖赏、奖金、奖品 

如何变：把 r 换成 h，即从 [praiz]→[phaiz]→破孩子 

句子：这个破孩子偷了我的奖金不说，还偷了我的奖品 

 

choice[tʃɔis]选择、抉择、精选品 

如何变：直接把[tʃɔis]谐音过去→抄易思（姓易名思，易中天的易） /抄伊斯（姓伊名斯，
伊能静的伊） 

句子：（我抄易思的）我抄伊斯的选择题的答案，如果答案都是对的，我就给他买个精选品 

 

degree[di'gri:]学位、度数、度、程度 

如何变：直接把[di'gri:]谐音过去→狄贵（姓狄名贵，狄仁杰的狄） 

句子：狄贵拿到了学士学位  



 

 

 

stepfather['stepfɑ:ðə]继父 

如何变：1、stepfather=step+father 

        2、step≈stop 

句子：继父把车停下来 

 

director[di'rektə]导演、主任、理事、董事 

如何变：把 e 换成 i，即从[di'rektə]→[di'riktə]→ 弟：瑞克特（瑞克是美国人） 

句子：（弟：瑞克特想见一见那位导演） 

 

speed[spi:d]加速、飞跑/速度 

如何变：直接把[spi:d]谐音过去→是彼得（彼得大帝）  

句子：是彼得在前面不停地飞跑，而且属他速度快 

 

script[skript]剧本、手稿、手记 

如何变：直接把[skript]谐音过去→四哥：瑞泼她  

句子：（四哥：瑞泼她洗完衣服后的脏水时，不小心打湿了你放在地上的剧本） 

 

actor['æktə]男演员、行动者 

如何变：直接把['æktə]谐音过去→艾柯特（姓艾名柯） 

句子：艾柯特想得到那个男演员的签名 

 

academy[ə'kædəmi]学院 

如何变：在 ə 前加 w，即从[ə'kædəmi]→[wə'kædəmi]→我开的米 

句子：我开的米—30 战斗机是我们学院自己研制的 

 

studio['stju:diəu] 摄影棚（场）、演播室、画室、工作室 

如何变：直接把['stju:diəu]谐音过去→是丢丢（狗名）  

句子：是丢丢（狗名）咬了我们摄影棚（演播室、画室、工作室）的小张 

 

blockbuster['blɔkbʌstə]消耗巨资拍摄的影片、大片 

如何变：直接把['blɔkbʌstə]谐音过去→薄老：巴士特（薄老师姓薄的受人尊敬的老人家） 

句子：（薄老：巴士特好，经常给大家放一些大片） 

 

creature['kri:tʃə]生物、动物 

如何变：直接把['kri:tʃə]谐音过去→ 奎扯/可瑞扯 

句子：1、大奎扯了生物老师的衣服  

2、可瑞扯了半天生物（动物），一点也没谈文学 

 

adult['ædʌlt]成人、成年人 

如何变：直接把['ædʌlt]谐音过去→哀悼他 

句子：哀悼他死去的那位成人朋友 

 

cruelty['kru:əlti]残忍、残酷 

如何变：直接把['kru:əlti]谐音过去→可肉体   

句子：可肉体怎么可能禁得住这么残酷地折磨呢！ 

 

peace[pi:s]和平、和睦、安宁 

如何变：直接把[pi:s]谐音过去→皮斯（皮斯是美国人）  

句子：皮斯向往和平，向往有个安宁的环境，向往有个和睦的家庭 

  



industry['indəstri]工业、行业、产业 

如何变：直接把['indəstri]谐音过去→尹德是吹（姓尹名德，尹相杰的尹。吹指吹牛）  

句子：尹德是吹了半天他们那个工业（行业、产业）有多么多么好来着 

owe[əu]欠（债）等、感激、把。。。归功于 

如何变：owe= o+we（我们）  

句子：我们很感激他，深觉欠他好多 

 

happiness['hæpinis]幸福、快乐 

如何变：把 p 换成 d，即从['hæpinis]→['hædinis]→海迪：你是（姓海名迪，海大富的海） 
句子：（海迪：你是好孩子，以后一定会幸福快乐的） 

 

icy['aisi]寒冷的、冰冷的 

如何变：直接把['aisi]谐音过去→爱惜  

句子：寒冷的天气下，他们用冰冷的水相互泼洒，一点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primary['praiməri]初等教育的、最早的、首要的 

如何变：把 r 换成 h，即从 ['praiməri]→['phaiməri]→迫害莫瑞（姓莫名瑞，莫少聪的莫） 

句子：最早想迫害莫瑞的那个搞初等教育的老王——他是首要分子 

 

leader ['li:də]领导者、指挥者、首领 

如何变：直接把['li:də]谐音过去→李德（姓李名德）  

句子：李德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指挥者、首领） 

 

determine [di'tə:min]决定、决心 

如何变：直接把[di'tə:min]谐音过去→狄 特民（姓狄名特民，狄仁杰的狄） 

句子：狄特民决定去了（决心已定） 

 

live [liv,laiv]现场地、直播地/实况转播的、活的、生动的、精力充沛的 

如何变：直接把[laiv]谐音过去→赖我（赖指赖别人干了什么）  

句子：赖我把现场的秩序搞乱，导致无法正常直播 

 

boss[bɔs]老板、上司 

如何变：1、boss 在游戏是老怪，有大 boss 和小 boss 

        2、直接把[bɔs]谐音过去→ 包思（姓包名思，包青天的包）/饱死 

句子：1、包思是我们的老板（上司） 

      2、老板作了个饱死鬼   

 

comment['kɔment]评论、注释、意见 

如何变：1、comment=com+ment  

        2、直接把['kɔment]谐音过去→靠门 

句子：靠门的那个人也发表过评论，提过不少意见 

 

action['ækʃən]动作、情节、作用、举动 

如何变：直接把['ækʃən]谐音过去→ 哎！可婶 

句子：哎！可婶的举动确实令我难懂 

 

 

 

 

 

 

 

  



 

 

 

第六单元 

 

interrupt[intə'rʌpt]打断、中断 

如何变：把 r 换成 d，即从 [intə'rʌpt]→[intə'dʌpt]→因他打破她 

句子：因他打破她的头导致比赛中断 

 

apologise[ə'pɔlədʒaiz]道歉 

如何变：[ə'pɔlədʒaiz] =[ə'pɔ 了 dʒaiz]≈[ə'pɔ 到 dʒaiz]→鹅跑到宅子 

句子：鹅跑到宅子外面去了，是我没看好你的鹅，我向你道歉 

 

fault[fɔ:lt]过错缺点毛病/挑剔/弄错 

如何变：把 f 换成 g，即从 [fɔ:lt]→[gɔ:lt]→告他 

句子：告他的那个人本身也有一定的过错 

 

introduce[intrə'dju:s]介绍、引进、提出 

如何变：直接把[intrə'dju:s]谐音过去→尹绰丢四（姓尹名绰，尹相杰的尹）  

句子：尹绰丢四万块钱，经人介绍，她认识了一个侦探，求他帮她找回那四万块钱 

 

apology[ə'pɔlədʒi]道歉 

如何变：在 ə 前加 w，即从[ə'pɔlədʒi]→[wə'pɔlədʒi]→我刨了这（这在此念 zhei） 

句子：我刨了这个人的家后向他道歉 

 

forgive[fə'giv]原谅、饶恕 

如何变：1、forgive=for+give 

        2、直接把[fə'giv]谐音过去→凤儿给我（凤儿是称呼） 

句子：凤儿给我送礼，希望我能饶恕（原谅）她那不争气的弟弟 

 

culture['kʌltʃə]文化、文明 

如何变：直接把['kʌltʃə]谐音过去→靠！扯  

句子：靠！扯了半天他多么文明，多么有文化，其实呢？！ 

 

manner['mænə]方式、样式、方法 

如何变：直接把['mænə]谐音过去→买呢  

句子：这种样式的衣服，我是买呢？还是不买呢？ 

 

manners['mænəz]礼貌、规矩 

如何变：manners= man 男人+n+er 名词后缀+s 复数 

句子：这个男人很有礼貌 

 

impression[im'preʃən]印象、感想 

如何变：把 r 换成 h，即从[im'preʃən]→[im'pheʃən]→因迫害婶 

句子：因迫害婶的人长的很有特点，所以婶对他印象很深 

 

toast[təust]干杯、考买包、吐司面包/敬酒、烤（面包）/烤火、烘 

如何变：直接把[təust]谐音过去→头是特（头指的是领导）  

句子：我们头是特喜欢吃烤面包 

 

behave[bi'heiv]举动、举止、行为表现 

如何变：behave=be 是+have 有 

句子：他是有一些不文明的举动（举止、行为表现）  



 

 

 

napkin['næpkin]餐巾纸 

如何变：把 k 换成 l，即从['næpkin]→['næplin]→奶泼林（奶指奶奶。林是姓氏）  

句子：我奶泼林老师，因为她有神经病，我见此景立即掏出餐巾纸给他擦干净 

 

roll[rəul]面包圈、卷形物/滚动、卷 

如何变：直接把[rəul]谐音过去→肉  

句子：我在面包圈上撒了一些肉末，吃起来真不错 

 

dessert[di'zə:t]甜点 

如何变：直接把[di'zə:t]谐音过去→狄泽特（姓狄名泽，狄仁杰的狄）  

句子：狄泽特喜欢吃甜点 

 

unfold[ʌn'fəuld]打开、显露、阐明 

如何变：1、unfold=un 前缀+f+old 老的 

        2、直接把[ʌn'fəuld]谐音过去→按侯德（姓侯名德，侯耀文的侯） 

句子：按侯德的说法，他一定能打开此门 

 

lap [læp]大腿前部、膝盖 

如何变：直接把[læp]谐音过去→赖坡（姓赖名坡）  

句子：赖坡的膝盖受伤了 

 

damp[dæmp]潮湿的 

如何变：直接把[dæmp]谐音过去→丹坡（姓丹名坡）  

句子：丹坡在潮湿的环境里感到十分难受 

 

cloth[klɔθ]布、织物、衣料 

如何变：直接把[klɔθ]谐音过去→克劳斯（美国人）/可老四  

句子：克劳斯（可老四）并没有拿你的布（衣料）啊 

 

custom['kʌstəm]习惯、风俗 

如何变：['kʌstəm]=[卡斯特 m]≈[卡斯特罗]  

句子：（卡斯特罗问当地的居民：“你们有没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啊？”） 

 

starter[stɑ:tə]第一道菜、开端、起动器 

如何变：直接把[stɑ:tə]谐音过去→史达特（姓史名达，史进的史）  

句子：史达特喜欢吃第一道菜 

 

pray[prei]祈祷、恳求、请 

如何变：直接把[prei]谐音过去→泼瑞  

句子：泼瑞的那个人恳求瑞原谅他，他愿意为她天天祈祷 

 

course[kɔ:s]一道菜、过程、课程 

如何变：直接把[kɔ:s]谐音过去→考试 

句子：（老师：上完所有课程后，我们是要考试的） 

 

breast[brest]胸部、胸怀 

如何变：在 e 后加 i，即从[brest]→[breist]→薄瑞使他（姓薄名瑞） 

句子：薄瑞使他胸部疼痛难忍 

 

tender['tendə]嫩的、温柔的、软弱的  



如何变：把 t 换成 n，即从 ['tendə]→['nendə]→嫩的 

句子：嫩的就是嫩的 

 

flesh['fleʃ]肉、果肉 

如何变：直接把['fleʃ]谐音过去→付莱是（姓付名莱）  

句子：付莱是一个卖肉的小贩 

 

bone[bəun]骨、骨头 

如何变：1、bone≈none 

        2、把 b 换成 d，即从[bəun]→[dəun]→ 窦恩（姓窦名恩，窦文涛的窦） 

句子：窦恩喜欢喝骨头汤 

 

raise[reiz]举起、提高、唤起、饲养 

如何变：直接把[reiz]谐音过去→瑞子（亲切的叫法）  

句子：瑞子举起一辆自行车 

 

sip[sip]抿一小口 

如何变：直接把[sip]谐音过去→喜坡（姓喜坡。《名神医喜来乐》的喜）  

句子：喜坡抿了一小口汤 

 

advise[əd'vais]忠告、建议 

如何变：把 v 换成 h，即从 [əd'vais]→[əd'hais]→饿得孩子 

句子：饿得孩子根本没气力向大家提建议 

 

fashion['fæʃən]流行、时尚、方式 

如何变：把 æ 换成 a，即从['fæʃən] →['faʃən]→发神 

句子：发神经的那个人喜欢听流行音乐 

 

formal['fɔ:ml]正式的、正规的 

如何变：把 f 换成 g，即从 ['fɔ:ml]→['gɔ:ml]→高某 

句子：高某是正规军的正式一员 

 

spirit['spirit]烈酒、精神、情绪 

如何变：直接把['spirit]谐音过去→是比瑞她 

句子：是比瑞她爸更爱喝刺激神经的烈酒，他说那样可以让他更精神，情绪更稳定 

 

impolite[impə'lait]无礼的、粗鲁的 

如何变：直接把[impə'lait]谐音过去→尹坡赖他（姓尹名坡，尹相杰的尹） 

句子：尹坡赖他的哥哥打了那个对人既粗鲁又无礼的人 

 

mix[miks]混合、混淆 

如何变：直接把[miks]谐音过去→米柯是（姓米名柯） 

句子：米柯是喜欢把咖啡与牛奶混合起来喝 

 

wing[wiŋ]翅、翅膀、机翼 

如何变：把 w 换成 l，即从 [wiŋ]→[liŋ]→玲（人名） 

句子：玲玲也想像鸟儿一样有一对会飞的翅膀 

 

extra['ekstrə]额外的、外加的、特大的 

如何变：直接把['ekstrə]谐音过去→ 哎！可史绰（姓史名绰） 

句子：哎！可史绰并没有额外的特大号的衣服给你穿 

 

comma['kɔmə]逗点、逗号  



如何变：直接把['kɔmə]谐音过去→考么 

句子：听说有考试，是今天考么？如果是今天，在写作文时你可别再忘了点逗号 

 

childhood['tʃaildhud] 

如何变：1、childhood= child+hood   此单词只需记忆后面的 hood  

        2、直接把[hud]谐音过去→胡德（姓胡名德） 

句子：胡德非常怀念自己的童年时代（孩童时期） 

 

stare [steə]凝视、盯着看 

如何变：直接把[steə]谐音过去→四袋鹅  

句子：我家的猫儿一直凝视着（盯着看）桌上的四袋鹅肉 

 

disabled[dis'eibld]     

如何变：disabled= dis+able+d  

句子：这个词拆开来记为佳 

 

 

 

 

 

 

 

 

 

 

 

 

 

 

 

 

 

 

 

 

 

 

 

 

 

 

 

 

 

 

 

 

 

 

 

 

 

  



 

 

 

第七单元 

 

cultural['kʌltʃərəl]文化的 

如何变：把 r 换成 d，即从['kʌltʃərəl]→['kʌltʃədəl]→靠！车都  

句子：靠！车都被那个有文化的小子开沟里去了，你还夸他！ 

 

relic['relik]遗物、遗迹纪、念物 

如何变：在 e 后加 i，即从['relik]→['reilik]→ 瑞立刻 

句子：瑞立刻把那些遗物（遗迹、纪念物）藏好 

 

pyramid['pirəmid]（古代埃及的）金字塔、椎体 

如何变：直接把['pirəmid]谐音过去→屁！若米德 （姓米名德） 

句子：屁！若米德真的会铸椎体的话，那我就个他建个金字塔 

 

Egypt['i:dʒipt]埃及 

如何变：直接把['i:dʒipt]谐音过去→ 咦！这破塔（这再此读 zhei） 

句子：咦！这破塔一定不是埃及的金字塔 

 

statue['stætju]雕像 

如何变：把 t 换成 n，即从['stætju]→['stænju]→四袋牛 

句子：四袋牛肉干换一个雕像 

 

capsule['kæpsju:l]太空舱、胶囊 

如何变：把 k 换成 h，即从['kæpsju:l]→['hæpsju:l]→还颇修  

句子：他还颇修他那胶囊形的太空舱呢！ 

 

represent[repri'zent]代表、表现 

如何变：represent= re+p+re+sent 

        re+p+re 这部分是对称的，sent 是大家熟悉的单词 

句子：这是个很有代表性的词 

 

include[in'klu:d]包括、包含 

如何变：直接把[in'klu:d]谐音过去→因刻录的 

句子：因刻录的小贩都是违法经营，为了加大打击力度，这次搜查的范围包括所有光盘经
营者 

 

czar[zɑ:]（俄国）沙皇 

如何变：直接把[zɑ:]谐音过去→咱/砸 

句子：咱们的沙皇/砸死了沙皇 

 

ruin[ru:in]废墟、遗迹、毁灭、崩溃 

如何变：1、ruin= ru+in 

        2、ruin 与 rain 一起来记  

句子：那天，天降大雨，在废墟（遗迹）旁边走的那个人的精神已到了毁灭与崩溃的境地 

 

burn[bə:n]焚烧、烧焦、电灯 

如何变：直接把[bə:n]谐音过去→薄恩（姓薄名恩）  

句子：薄恩焚烧了很多东西，那些东西大部分被烧焦 

 

restore [ri'stɔ:]修复、重建  



如何变：直接把[ris'tɔ:]谐音过去→瑞士刀  

句子：在重建家园时，我捡到一把瑞士刀 

 

rebuild[ri: 'bild]重建、复原、改造 

如何变：直接把[ri:'bild]谐音过去→瑞：比尔的（《杀死比尔》的比尔）  

句子：（瑞：比尔的家乡正在重建当中） 

 

beauty['bju:ti]美、美景、美好的人或事物 

如何变：把 b 换成 l，即从['bju:ti]→['lju:ti]→流涕  

句子：一个人看到如此美景，绝对不会痛哭流涕 

 

photograph ['fəutəgrɑ:f]照片 

如何变：把 t 换成 h，即从['fəutəgrɑ:f]→['fəuhəgrɑ:f]→否和寡妇  

句子：你是否和寡妇一起看的了那张相片？    

 

portrait['pɔ:treit]肖像、人像 

如何变：把 p 换成 b，即从['pɔ:treit]→['bɔ:treit]→豹追他  

句子：那个小偷偷了我的肖像，我用豹追他，看他能跑到哪去？ 

 

recreate['rekrieit]再创造、在创作、重新创造、重新创新 

如何变：直接把['rekrieit]谐音过去→瑞：亏他  

句子：（瑞：亏他想的出来，谁会给他再创造的机会呢？） 

 

bronze[brɔnz]青铜 

如何变：直接把[brɔnz]谐音过去→薄娆恩自（姓薄名娆恩）  

句子：薄娆恩自小就喜欢青铜制成的器皿 

 

unite[ju:'nait]联合、团结 

如何变：直接把[ju:'nait]谐音过去→呦！奶她 （奶指奶奶） 

句子：呦！奶她还真强，居然说能和联合国秘书长搞好关系 

 

artise['ɑ: tist]艺术家 

如何变：把 t 换成 l，即从['ɑ:tist]→['ɑ:list]→阿丽是特（阿丽是称呼）  

句子：阿丽是特喜欢那个艺术家 

 

period['piəriəd]一段时间、时期 

如何变：在 ə 前加 l，即从['piəriəd]→['piləriəd]→劈了瑞娥的（姓瑞名娥）   

句子：小王帮忙劈了瑞娥的柴，使得瑞娥能省出一段时间去搞学习 

 

vase[vɑ:z]花瓶、瓶 

如何变：直接把[vɑ:z]谐音过去→娃子/袜子  

句子：这个娃子打碎了一个花瓶/袜子里装着一个花瓶/花瓶里有只袜子 

 

stone[stəun]石、石头、宝石 

如何变：直接把[stəun]谐音过去→石头/ 四斗 

句子：四斗米换一块宝石 

 

damage['dæmidʒ]损害、伤害 

如何变：直接把['dæmidʒ]谐音过去→带米志 （姓米名志） 

句子：带米志去损害他人利益，伤害他人身体 

 

website 站点、网址 

如何变：website=web+site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ancient['einʃənt]古代的、古老的 

如何变：直接把['einʃənt]谐音过去→俺婶特  

句子：俺婶特喜欢收藏古代的饰物 

 

project['prɔdʒekt]计划、方案、工程 

如何变：直接把['prɔdʒekt]谐音过去→泼翟柯他（姓翟名柯）  

句子：泼翟柯他爸时，也泼湿了他爸的计划书（工程图） 

 

brick[brik]砖、砖形物 

如何变：直接把[brik]谐音过去→薄瑞可 （姓薄名瑞） 

句子：薄瑞可没拿你门口的砖 

 

dynasty['dinəsti]朝代、王朝 

如何变：直接把['dinəsti]谐音过去→五弟呢？”四弟  

句子：“我五弟呢？”四弟问     

“他到隔壁去看《雍正王朝》了”大哥说 

 

official[ə'fiʃəl]官员、公务员 

如何变：直接把[ə'fiʃəl]谐音过去→鹅肥瘦  

句子：“这只烧鹅肥瘦正好”这个官员（公务员）说 

 

cave[keiv]空穴、窑洞 

如何变：直接把[keiv]谐音过去→剋我（剋念 kei，意思是打）  

句子：他们在洞穴（窑洞）里剋我 

 

pollution[pə'lu:ʃən]污染 

如何变：直接把[pə'lu:ʃən]谐音过去→泼陆婶 （姓陆的大婶） 

句子：泼陆婶一身污染物 

 

carbon['kɑ:bən]碳元素 

如何变：把 b 换成 m，即从['kɑ:bən]→['kɑ:mən]→卡门 

句子：卡门不知道什么是碳元素  

 

dioxide[dai'ɔksaid]二氧化碳 

如何变：把 s 隐藏起来，即从[dai'ɔksaid]→[dai'ɔkaid]→带敖柯爱的（姓敖名柯）  

句子：带敖柯爱的人买了一罐二氧化物 

 

breath[breθ]呼吸、气息 

如何变：在 e 后加 i，即从[breθ]→[breiθ]→薄瑞死（姓薄名瑞）  

句子：薄瑞死于无法呼吸 

 

limit['limit]限制、限定 

如何变：直接把['limit]谐音过去→李密特（姓李名密）  

句子：李密特讨厌别人限制他的自由 

 

sincerely[sin'siəli]真诚地 

如何变：1、sincerely=since+re+ly 

2、在 ə 前加 d，即从[sin'siə]→[sin'sidə]→欣喜的 

句子：这个对人真诚的人欣喜的不得了 

  



 

 

 

第八单元 

 

Athens ['æθin: z]雅典 

如何变：把 z 隐藏起来，即从['æθin:z]→['æθin:]→爱心（z） 

句子：雅典的人十分有爱心（z） 

 

continent['kɔntinənt]大陆、陆地 

如何变：把 n 换成 p，即从['kɔntinənt]→['kɔntipənt]→康踢喷他（康是姓氏） 

句子：阿康踢喷他一身水的大陆妹 

 

athlete['æθli:t]运动员、运动选手 

如何变：直接把['æθli:t]谐音过去→爱死李特（姓李名特，李云龙的儿子） 

句子：观众们简直快爱死李特这个优秀的运动员了 

 

gold[gəuld]金的、金制的/黄金、金币 

如何变：直接把[gəuld]谐音过去→狗的 

句子：狗的链子是金的 

 

medal['medl] 奖章、勋章、纪念章 

如何变：直接把['medl]谐音过去→麦兜（《麦兜的故事》）  

句子：麦兜有一枚奖章（勋章、纪念章） 

 

torch[tɔ:tʃ]火炬 

如何变：直接把[tɔ:tʃ]谐音过去→陶驰（姓陶名驰，陶行知的陶）  

句子：陶驰是火炬手 

 

badminton['bædmintən]羽毛球 

如何变：把 t 换成 h，即从['bædmintən]→['bædminhən]→白德民很（姓白名德民，白居
易的白） 

句子：白德民很喜欢打羽毛球 

 

tie[tai]与….打成平局、系、扎 

如何变：直接把[tai]谐音过去→ 太 

句子：你系（扎）的太紧了 

 

final['fainl]最终的、最后的 

如何变：1、fina+l≈find+l 

        2、把 n 换成 d，即从['fainl]→['faidl]→肺都 

句子： 1、最终还是找到了他 

2、你抽了太多的烟，最后把肺都抽黑了 

 

dive[daiv]潜水 

如何变：直接把[daiv]谐音过去→带我/带五  

句子：带我去潜水（带五个朋友去海边潜水） 

 

shooting['ʃu:tiŋ]射击 

如何变：直接把['ʃu:tiŋ]谐音过去→淑婷（名字）  

句子：李淑婷很擅长射击 

 

weightlifting[weitliftiŋ]举重  



如何变：等式法：weightlifting=w+eight+lift+ing（w+八+举+ing） 

句子：举重选手要把很重的杠铃举过头顶足足有八秒正 

 

wrestling['resliŋ]摔跤 

如何变：1、wrestling=w+rest+ling （w+休息+零） 

        2、在 e 后加 i，即从['resliŋ]→['reisliŋ]→瑞：司令 

句子：1、那个在场下休息的摔跤选手得了零分 

2、瑞：司令很会摔跤 

 

competitor[kəm'petitə]竞争者、对手、比赛者 

如何变：把 p 换成 g，即从[kəm'petitə]→[kəm'getitə]→砍该体特（体特是体育特长生的
缩写）  

句子：砍该体特的人正是那个竞争者（对手） 

 

motto['mɔtəu]座右铭、格言、题词 

如何变：直接把['mɔtəu]谐音过去→ 猫头 

句子：猫头鹰当然听不懂格言（题词） 

 

further['fə:ðə]距离更大地、更远地 

如何变：把 ð换成 h，即从['fə:ðə]→['fə:hə]→凤儿和（凤儿是称呼）  

句子：凤儿和他更想住在离敌人距离更大的地方 

 

rank[ræŋk]分等级、排名 

如何变：把 r 换成 h，即从[ræŋk]→[hæŋk]→杭柯（姓杭名柯，杭天琪的杭）  

句子：（杭柯说：“在学校有排名。在社会，人又分等级”） 

 

gymnastics[dʒim'næstiks]体操 

如何变：把 m 换成 w，即从[dʒim'næstiks]→[dʒiw'næstiks]→这屋乃是迪克斯 

（这在此念 zhei。迪克斯是美国人） 

句子：这屋乃是迪克斯练体操的屋 

 

venue['venju:]比赛地点、体育比赛 

如何变：把 v 换成 m，即从['venju:]→['menju:]→卖牛  

句子：在比赛地点卖牛 

 

prepare[pri'peə]准备、预备 

如何变：pre+p+are≈are+p+are 

句子：他们是准备了好几天 

 

preparation['prepə'reiʃən]准备、预备 

如何变：1、preparation 是 prepare 变 e 为 a 加名词后缀 tion 

        2、把 r 换成 h，即从['prepə'reiʃən]→['phepə'reiʃən]→迫害泼瑞婶（叫瑞的大
婶） 

句子：迫害泼瑞婶的人早就准备好迫害工具了 

effect [i'fekt]结果、后果 

如何变：在 e 后加 i，即从[i'fekt]→[i'feikt]→咦！费柯他（姓费名柯，费翔的费）  

句子：咦！费柯他爸真的不知道比赛结果吗？ 

 

flame[fleim]火焰 

如何变：直接把[fleim]谐音过去→付雷目（姓付名雷）   

句子：付雷目不转睛地望着火焰 

 

compete[kəm'pi:t]竞争、比赛  



如何变：直接把[kəm'pi:t]谐音过去→看皮特（皮特是美国影星）  

句子：喜欢看皮特的比赛 

 

flag[flæg]旗、标记 

如何变：直接把[flæg]谐音过去→付莱哥 （姓付名莱） 

句子：我付莱哥在旗上做了标记 

 

profile['prəufail]简介、简要描述 

如何变：把 a 隐藏起来，即从['prəufail]→['prəufil]→ 破肉，非欧 

句子：（他在简介中说：“那些破肉，非欧人民也不喜欢吃”） 

 

weight[weit]重力、重量 

如何变：直接把[weit]谐音过去→韦特（姓韦名特，韦小宝的韦）  

句子：韦特是个重力学家 

 

position[pə'ziʃən]位置、职位 

如何变：直接把[pə'ziʃən]谐音过去→泼贼神（有赌神也有贼神）  

句子：他想站在此位置泼贼神 

 

superstar['sju:pəstɑ:]超级明星 

如何变：把 p 换成 m，即从['sju:pəstɑ:]→['sju:məstɑ:]→休谟是大（休谟是美国人） 

句子：休谟是大明星，而且是超级大明星 

 

point[pɔint]得分、点、尖端 

如何变：直接把[pɔint]谐音过去→跑因特 

句子：跑因特这个尖端的公司去避难 

 

skill['skil]技能、技巧、熟练、巧妙 

如何变：直接把['skil]谐音过去→是给欧  

句子：是给欧洲的那个朋友讲了一些答题技巧 

 

professional[prə'feʃənl]专业的、职业的 

如何变：1、professional=profession+al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在 e 后加 i，即从[prə'feʃən]→[prə'feiʃən]→泼肥婶 

句子：我专业的小明居然用脏水泼肥婶 

 

title['taitl]题目、标题、称号、头衔 

如何变：直接把['taitl]谐音过去→抬头  

句子：我一抬头就可看见了那个标题 

 

gesture['dʒestʃə]手势、姿态 

如何变：直接把['dʒestʃə]谐音过去→翟思扯 (姓翟名思)  

句子：翟思扯了半天礼仪手势，我越听越没意思 

 

facial['feiʃəl]面部的 

如何变：1、faci+al≈face+al 

2、直接把['feiʃəl]谐音过去→肥瘦  

句子：他很在乎面部的肥瘦 

 

 

 

 

  



 

 

 

第九单元 

 

item['aitəm]项目、条款、一条 

如何变：直接把['aitəm]谐音过去→艾特目（姓艾名特）  

句子：艾特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一条款 

 

toothpick['tu:θpik]牙签 

如何变：直接把['tu:θpik]谐音过去→吐司-皮柯（吐司是官名。皮柯是人名，皮耶罗的皮） 

句子：吐司-皮柯手持一根牙签 

 

automobile['ɔ:təməbi:l]汽车 

如何变：在 ə 后加 n，即从['ɔ:təməbi:l]→['ɔ:təmənbi:l]→ 奥特曼：比尔（《杀死比尔》中
的比尔） 

句子：（奥特曼：比尔买了一辆国产汽车） 

 

agreement[ə'gri:mənt]一致、协定 

如何变：1、agreement=agree+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ə'gri:]谐音过去→鄂桂（姓鄂名桂） 

句子：鄂桂和我经过协定，一致通过 

 

absolute（ly）['æbsəlu:t]绝对的、完全的  

如何变：把 s 换成 d，即从['æbsəlu:t]→['æbdəlu:t]→艾薄的鹿特（姓艾名薄）  

句子：艾薄的鹿特野蛮，绝对（完全）不会因为你是他的主人而不顶你 

 

depend[di'pend]依靠、依赖  

如何变：直接把[di'pend]谐音过去→弟：潘德（姓潘名德，潘长江的潘） 

句子：（弟：潘德从不依靠（依赖）任何人） 

 

press[pres]按、压、逼迫/压力、印刷、新闻  

如何变：把 r 换成 h，即从[pres]→[phes]→迫害四 

句子：有人要迫害四叔、逼迫四叔的话，我们就弄死他们 

 

teenager['ti:neidʒə]青少年  

如何变：直接把['ti:neidʒə]谐音过去→体内这  

句子：这个青少年体内这么多水到底是怎么回事？ 

 

image['imidʒ]图像、肖像、形象  

如何变：直接把['imidʒ]谐音过去→易米只（姓易名米，易中天的易）  

句子：易米只在乎自己的形象，但他绝不会把别人的肖像（图像）加以丑化 

 

throughout[θru:'aut]遍及、贯穿  

如何变：throughout=through+out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function['fʌŋkʃən]功能、作用 

如何变：直接把['fʌŋkʃən]谐音过去→方柯肾（姓方名柯）  

句子：方柯肾功能出问题了，现在他的肾除了占地方，没其他作用了 

 

add[æd]增加、添加、补充说/加、加起来、增添 

如何变：直接把[æd]谐音过去→艾德（姓艾名德）   



句子：艾德不喜欢吃增添了添加剂的食物 

 

 

feature['fi:tʃə]特征、特色  

如何变：直接把['fi:tʃə]谐音过去→飞车  

句子：飞车是当地很有特色的娱乐活动 

 

calendar['kælində]日历、历法  

如何变：直接把['kælində]谐音过去→开林德（姓林名德）  

句子：开林德的车去买日历 

 

remind[ri'maind]提醒、使想起  

如何变：把 r 换成 l，即从[ri'maind]→[li'maind]→李曼的（姓李名曼）  

句子：幸亏李曼的哥哥提醒了我，才使我想起那件事 

 

appointment[ə'pɔintmənt]约会、指定 

如何变：1、appointment=appoint+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在 ə 前加 w，即从[ə'pɔint] →[wə'pɔint] →我跑因特 

句子：我跑因特公司去和我的女朋友在指定的地方约会 

 

behaviour[bi'heivjə]行为、举止、习性  

如何变：直接把[bi'heivjə]谐音过去→比黑我  

句子：这个行为比黑我钱的那个人更可恶 

 

obey[ə'bei]服从、顺从  

如何变：在 ə 前加 w，即从[ə'bei]→[wə'bei]→我被  

句子：我被他抓住，我被迫服从（顺从）他 

 

dare[deə]敢、胆敢 

如何变：直接把[deə]谐音过去→戴娥（姓戴名娥）  

句子：戴娥胆敢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 

 

case[keis]事、病例、案例、情形  

如何变：直接把[keis]谐音过去→剋死（剋念 kei，意思是打）  

句子：剋死人的事在当地经常发生 

 

emergency[i'mə:dʒənsi]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情况  

如何变：直接把[i'mə:dʒənsi]谐音过去→易摩珍惜（姓易名摩，易中天的易）  

句子：易摩珍惜每个朋友，在紧急情况下的（非常时刻），他总是第一个冲出去保护他的朋
友们 

 

dial['daiəl]拨号 

如何变：直接把['daiəl]谐音过去→袋藕  

句子：我在公共电话亭拨号的时候，突然发现我的旁边放着一袋藕 

 

according[ə'kɔ:diŋ]依照  

如何变：在 ə 前加 w，即从[ə'kɔ:diŋ]→[wə'kɔ:diŋ]→我考丁（丁是姓氏）  

句子：我考丁老师一道题，他说依照（按照）他的方法一下就做出来了 

 

unexpected[ʌnik'spektid]想不到的、意外的、未预料的  

如何变：直接把[ʌnik'spektid]谐音过去→安易柯：四伯可踢得（姓安名易柯，安在旭的安。
伯在此念 bai） 

句子：（安易柯：四伯可踢得真不错，这是我未预料的）  



 

 

 

particular[pə'tikjulə]个别的、特别的  

如何变：把 k 换成 l，即从[pə'tikjulə]→[pə'tiljulə]→婆踢刘乐（姓刘名乐。婆指姥姥） 

句子：婆踢刘乐是因为他是我们当中最特别、最坏的一个 

 

negative['negətiv]否定的、负面的、消极的 

如何变：直接把['negətiv] 谐音过去→哪个替我  

句子：你们哪个替我消灭掉那个给我带来负面、消极影响的大坏蛋 

 

clone[kləun]无性繁殖、克隆 

如何变：直接把[kləun]谐音过去→克隆  

句子：克隆也叫无性繁殖 

 

revise[ri'vaiz]修订、校订、修正 

如何变：把 v 换成 h，即从[ri'vaiz]→[ri'haiz]→瑞：孩子  

句子：（瑞：孩子不知道如何修订（校订、修正）） 

 

interview['intəvju:]接见、会见 

如何变：把 v 换成 l，即从['intəvju:]→['intəlju:]→因他留  

句子：因他留我吃饭，我才答应接见（会见）他的朋友 

 

resource[ri'sɔ:s]资源、财力  

如何变：直接把[ri'sɔ:s]谐音过去→瑞：缫丝（缫念 sao）  

句子：（瑞：缫丝也是重要的财力资源） 

 

department[di'pɑ:tmənt]部、局、处、科、部门、系  

如何变：把 t 隐藏起来，即从[di'pɑ:tmənt]→[di'pɑ:tmən]→弟怕他们  

句子：我弟怕他们部（局、处、科、系）的所有人 

 

electricity[ilek'trisəti]电、电学  

如何变：把 s 换成 g，即从[ilek'trisəti]→[ilek'trigəti]→一来客吹个体（吹指吹牛）  

句子：一来客吹个体工商户各个懂电学 

 

planet['plænit]行星  

如何变：直接把['plænit]谐音过去→ 破烂你他 

句子：这些破烂你他娘得想弄到哪颗行星上去啊？ 

 

wonder['wʌndə]奇迹、惊奇  

如何变：直接把['wʌndə]谐音过去→万德（姓万名德，万梓良的万）  

句子：万德看到那些奇迹后感到十分惊奇 

 

defeat[di'fi:t]击败、战胜/失败、败北 

如何变：直接把[di'fi:t]谐音过去→狄飞特（姓狄名飞，狄仁杰的狄）  

句子：狄飞特想击败（战胜）他 

 

force[fɔ:s]力量、暴力/强制、促使、强迫  

如何变：在 ɔ 后加 ŋ，即从[fɔ:s]→[fɔŋ:s]→方思（姓方名思）  

句子：方思虽然很有力量，但他不会做暴力的事 

 

peaceful['pi:sful]和平的、平静的、安宁的  

如何变：直接把['pi:sful]谐音过去→ 劈死否  



句子：有一只老虎使这个平静安宁的地方不在安宁，然后有一个人就拿一把斧头去杀虎。
当他回来时，大家问他：“老虎劈死否？” 

 

succeed[sək'si:d]成功、取得成功  

如何变：直接把[sək'si:d]谐音过去→色，可喜德（姓喜名德，喜来乐的喜）  

句子：尽管喜德很色，可喜德在事业上却很成功 

 

skip[skip]跳读、略过  

如何变：直接把[skip]谐音过去→是给婆  

句子：我是给婆婆一本书看，她采用跳读阅读法，不到一小时就读完了 

 

clue[klu:]线索、提示词语 

如何变：直接把[klu:]谐音过去→刻录  

句子：刻录的小贩是我们唯一的线索 

 

 

 

 

 

 

 

 

 

 

 

 

 

 

 

 

 

 

 

 

 

 

 

 

 

 

 

 

 

 

 

 

 

 

 

 

 

 

  



 

 

 

第十单元 

 

fur[fə:]毛皮、毛软、毛  

如何变：直接把[fə:]谐音过去→ 凤儿（亲切地叫法） 

句子：凤儿非常喜欢动物的皮毛 

 

Tibetan[ti'betən]西藏的、藏族人的/西藏语、西藏人、藏族人 

如何变：把 t 换成 r，即从[ti'betən]→[ti'berən]→替白人  

句子：一个藏族的兄弟替白人照看行李 

 

antelope['æntləup]羚羊  

如何变：把 ə 换成 a，即从['æntləup]→['æntlaup]→俺踢老婆 

句子：俺踢老婆捡回来的羚羊 

 

endanger[in'deindʒə]危险、使受到危险  

如何变：在 n 后加 ŋ，即从[in'deindʒə]→[in'deinŋdʒə]→因邓哲（姓邓名哲）  

句子：因邓哲处在危险当中，我们才出手相救的 

 

lead[li:d]领导、率领、致使/通向、导致 

如何变：直接把[li:d]谐音过去→李德（人名）  

句子：李德率领所有领导去打仗，导致全部伤亡 

 

jungle['dʒʌŋgl]热带丛林  

如何变：直接把['dʒʌŋgl]谐音过去→江狗（狗类的一种）  

句子：热带从林中有一只叫“江狗”的动物 

 

wolf[wulf]狼  

如何变：把 l 隐藏起来，即从[wulf]→[wuf]→ 武夫 

句子：武夫杀狼 

 

hippo['hipəu]河马  

如何变：把 p 换成 t，即从['hipəu]→['hitəu]→黑头  

句子：这只河马把一个黑头发的青年顶伤了 

 

kangaroo[kæŋgə'ru:]袋鼠 

如何变：直接把[kæŋgə'ru:]谐音过去→看葛茹（姓葛名茹）   

句子：看葛茹怎么对付那只袋鼠 

 

giraffe[dʒi'rɑ:f]长颈鹿 

如何变：把 r 换成 d，即从[dʒi'rɑ:f]→[dʒi'dɑ:f]→这大夫（这在此读 zhei）  

句子：这大夫真挺富！买了 1000 只长颈鹿 

 

environmental[invairən'mentl]环境的  

如何变：把 a 隐藏起来，即从[invairən'mentl]→[invirən'mentl]→因为恶人满头  

句子：因为恶人满头大汗，所以我鉴定他适应不了这个地方的气候环境 

 

tour[tuə]旅游、游历、旅游  

如何变：在 ə 前加 l，即从[tuə]→[tulə]→吐了  

句子：在坐船旅行（旅游）时，他吐了许多，因为他晕船了 

  



species['spi:ʃiz]种类  

如何变：直接把['spi:ʃiz]谐音过去→史比：谁字（姓史名比，史进的史）  

句子：（史比：谁字写的最好，而且各种类的字都会写？） 

act[ækt]扮演、担当、表演、表现  

如何变：直接把[ækt]谐音过去→哎！可他  

句子：哎！可他真的扮演不了这个角色 

 

endangerment[in'deindʒəmənt]危险、受到危险 

如何变：在 n 后加 ŋ，即从[in'deindʒə]→[in'deinŋdʒə]→因等着  

句子：因等着某人而受到危险实在是划不来 

 

measure['meʒə]尺寸、措施  

如何变：直接把['meʒə]谐音过去→买热  

句子：买热水器前，你要测量好尺寸 

 

habitat['hæbitæt]生活环境、栖息地 

如何变：直接把['hæbitæt]谐音过去→还比抬他  

句子：他的生活环境不仅比小明好，还比抬他上楼的小张好 

 

adapt[ə'dæpt]使适应、改编  

如何变：直接把[ə'dæpt]谐音过去→ 饿戴坡他（姓戴名坡） 

句子：饿戴坡他哥几天，就会告诉你他是如何改编的了 

 

original[ə'ridʒənəl]最初的、原始的、独特的  

如何变：把 n 换成 t，即从[ə'ridʒənəl]→[ə'ridʒətəl]→鄂瑞这头（姓鄂名瑞）  

句子：最初，鄂瑞这头已答应我会来捧场，可。。。 

 

battery['bætəri]电池  

如何变：直接把['bætəri]谐音过去→白特瑞（姓白名特瑞，白居易的白）  

句子：白特瑞买了一板电池 

 

devote[di'vəut]投入于、献身  

如何变：把 v 换成 t，即从[di'vəut]→[di'təut]→弟偷他  

句子：弟偷他姐姐的钱已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弟已改邪归正，献身于革命事业 

 

common['kɔmən]共同的、普遍的 

如何变：1、common= com+mon≈com+moc 

2、直接把['kɔmən]谐音过去→靠门 

句子：靠门的那几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ecosystem['i:kəusistəm]生态系统  

如何变：把 t 换成 b，即从['i:kəusistəm]→['i:kəusisbəm]→一口西施伯母（西施是古代美
女）  

句子：一口西施伯母特想买的大锅被那个研究生态系统的专家先买走了 

 

valuable['væ ljuəbl]贵重的、有价值的 

如何变：1、valuable=valu+able   只需记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大家已经熟悉 

2、直接把['vælju]谐音过去→外流 

3、直接把['væljuəbl]谐音过去→崴刘二宝（崴念 wai，指把脚折了） 

句子：2、大量的资金外流到了外国，这应该算有价值的情报吧？ 

      3、崴刘二宝脚的那个凹地下面埋藏着贵重的（有价值的）字画 

 

reduce[ri'dju:s]减少、缩减、简化     



如何变：直接把[ri'dju:s]谐音过去→瑞丢四（丢指丢了）  

句子：瑞丢四百块钱后就很少买零食了（平时买的好多，最近买的数量有所减少） 

 

respond[ris'pɔnd]回答、相应 

如何变：直接把[ris'pɔnd]谐音过去→瑞是邦德（邦德指邦德 007）  

句子：瑞是邦德 007 的女朋友，当记者问瑞是不是其的女友时，她回答的很干脆“是” 

 

amount[ə'maunt]数量 

如何变：直接把[ə'maunt]谐音过去→娥忙她（娥为人名）  

句子：小娥忙她自己那有限数量的事情都忙的不可开交，哪有空干其他事呢！ 

 

package['pækidʒ]包裹、包、包装 

如何变：把 k 换成 l，即从['pækidʒ]→['pælidʒ]→派李志（姓李名志）  

句子：派李志去取他包装好的包裹 

 

packaging['pækidʒiŋ]包裹、包、包装  

如何变：把 k 换成 l，即从['pækidʒiŋ]→['pæ lidʒiŋ]→ 派李京（姓李名京） 

句子：派李京的工作人员去取那些包装材料 

 

harmful['hɑ:mful]有害的、伤害的  

如何变：把 l 隐藏起来，即从['hɑ:mful]→['hɑ:mfu]→ 哈！幕府 

句子：哈！幕府时代的人真可笑，连有害与伤害的区别都不知道 

 

flat[flæt]平的、平坦的/公寓住宅、单元住宅 

如何变：直接把[flæt]谐音过去→付莱特（姓付名莱）  

句子：付莱特想把单元住宅盖在那块平坦的土地上 

 

soda['səudə]苏打、碳酸水 

如何变：直接把['səudə]谐音过去→搜的 

句子：我搜的是卖苏打水（碳酸水）的那个小贩的屋子 

 

material[mə'tiəriəl]材料、原料  

如何变：把 r 换成 l，即从[mə'tiəriəl]→[mə'tiəliəl]→莫贴李敖（莫的意思为不要。没贴李
敖身上的意思是，不要贴在李敖身上）  

句子：那些刷了胶水的材料（原料）莫贴李敖身上 

 

poster['pəustə]海报、招贴  

如何变：把 p 换成 h，即从['pəustə]→['həustə]→侯斯特（姓侯名斯，侯耀文的侯）  

句子：侯斯特喜欢那张海报（招贴） 

 

attractive[ə'træktiv]吸引人的、有魅力的  

如何变：在 æ 后加 n，即从[ə'træktiv]→[ə'trænktiv]→哦，船客替我 

       （船家是划船的，船客是坐船的）  

句子：哦，船客替我划船，让我看吸引人的（有魅力的）美女，还有这么好的事 

 

topic['tɔpik]主题、话题  

如何变：直接把['tɔpik]谐音过去→陶皮可（姓陶名皮，陶行知的陶）  

句子：陶皮可不是一般的作家，他写作的主题总是那么积极向上 

 

organize['ɔ:gənaiz]组织、组织起来  

如何变：直接把['ɔ:gənaiz]谐音过去→奥！葛耐自 （姓葛名耐） 

句子：奥！葛耐自从组织那个学会后，就变得非常忙，一直没空过来 

  



graph[grɑ:f]图标、曲线图  

如何变：直接把[grɑ:f]谐音过去→寡妇  

句子：寡妇家挂着一张图表（曲线图） 

brief[bri:f]简洁的、扼要的 

如何变：直接把[bri:f]谐音过去→薄瑞福（姓薄名瑞福）  

句子：薄瑞福简洁扼要的阐述了他的观点 

 

 

 

 

 

 

 

 

 

 

 

 

 

 

 

 

 

 

 

 

 

 

 

 

 

 

 

 

 

 

 

 

 

 

 

 

 

 

 

 

 

 

 

 

 

 

  



 

 

 

第十一单元 

 

suggestion[sə'dʒestʃən]提议、意见  

如何变：把 s 换成 k，即从[sə'dʒestʃən]→[kə'dʒestʃən]→可翟思审（姓翟名思）  

句子：可翟思审问他时，他也没有提议（意见）啊 

 

musical['mju:zikl]音乐的  

如何变：把 m 换成 J，即从['mju:zikl]→['Jju:zikl]→就贼口  

句子：就贼口中的满口金牙而言，就能推断出他不是搞音乐的料 

 

instrument['instrumənt]工具、器械  

如何变：1、instrument=instru+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instru]谐音过去→因史楚（姓史名楚）  

句子：因史楚看管不利，导致仓库丢了很多器械（工具） 

 

perform[pə'fɔ:m]表演、履行、执行 

如何变：把 f 换成 b，即从[pə'fɔ:m]→[pə'bɔ:m]→破伯母  

句子：没想到我家的破伯母还懂表演 

 

rhythm['riðəm]节奏、韵律 

如何变：直接把['riðəm]谐音过去→瑞泽暮（姓瑞名泽暮） 

句子：瑞泽暮对音乐的节奏、韵律把握的十分准 

 

blues[blu:z]布鲁斯音乐、布鲁斯歌曲 

如何变：直接把[blu:z]谐音过去→布鲁子（人名）  

句子：布鲁子的弟弟布鲁斯创造的音乐叫布鲁斯音乐 

 

characteristic[kærəktə'ristik]特征、特点  

如何变：1、characteristic= characte+ristic 

2、把 k 换成 h，即从[kærəktə'ristik]→[kærəhtə+ristik]→凯若和他+瑞斯的课
    （《火影忍者》里的凯。瑞斯是美国人。的在此念的哥的 di） 

句子：凯若和他有共同的特点的话，那他们两个都无药可救了 

      瑞斯的课很有特点 

 

slave[sleiv]奴隶  

如何变：直接把[sleiv]谐音过去→死雷武（姓雷名武，雷老虎的雷）  

句子：死雷武手上的那个奴隶也是够倒霉的了 

 

jazz[dʒæz]爵士音乐  

如何变：直接把[dʒæz]谐音过去→宅子  

句子：宅子传出的一定是爵士音乐 

 

contain[kən'tein]包容、容纳  

如何变：把 t 换成 l，即从[kən'tein]→[kən'lein]→看雷恩（姓雷名恩，雷老虎的雷）  

句子：看雷恩的家到底能否容纳多少人 

 

rap[ræp]说唱  

如何变：把 æ 换成 i，即从[ræp]→[rip]→瑞坡（姓瑞名坡）  

句子：瑞坡很喜欢听说唱歌曲 

  



 

 

 

traditional[trə'diʃənl]传统的  

如何变：1、traditional= tradition+al 

2、直接把[trə'diʃən]谐音过去→戳狄婶（戳念 chuo，意思是把手指折了一下。姓
狄的大婶，狄仁杰的狄）   

句子：戳狄婶手的那面墙是那个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老人垒的 

 

spread[spred]传播、伸展、展开  

如何变：在 e 后加 i，即从[spred]→[spreid]→是白瑞的（姓白名瑞，白居易的白） 

句子：是白瑞的朋友传播的那个消息 

 

variety[və'raiəti]多样性、种类、变化  

如何变：把 a 隐藏起来，即从[və'raiəti]→[və'riəti]→我、瑞娥替（姓瑞名娥）  

句子：我、瑞娥替他找到了《种类的多样性》一书 

 

universal [ju:ni'və:səl]通用的、普遍的 

如何变：直接把[ju:ni'və:səl]谐音过去→由你、我搜 

句子：由你、我搜那个房间，但大家普遍认为你不合适 

 

folk[fəuk]民间的/人们、亲属（复数）  

如何变：把 k 与 fəu 调换位置，即从[fəuk]→[kfəu]→可否 

句子：你可否让我试一下民间的那个游戏 

 

guitar[gi'tɑ:]吉他、六弦琴   

如何变：直接把[gi'tɑ:]谐音过去→这塔（这在此念 zhei）  

句子：这塔里装满了吉他（六弦琴） 

 

record[ri'kɔ:d]记录、录音  

如何变：直接把[ri'kɔ:d]谐音过去→瑞考的  

句子：过去瑞考的还不错，至今她的成绩都无人超过，是一个记录了 

 

versus['və:səs]对、与。。。相对  

如何变：直接把['və:səs]谐音过去→我色是  

句子：我色是色，但我敢与坏人相对，相斗争 

 

satisfy['sætisfai]满足、使满意 

如何变：把 s 换成 c，即从['sætisfai]→['cætisfai]→才替史飞（姓史名飞）   

句子：他为满足史飞的愿望，才替史飞去的 

 

inner['inə]内心的、内部的、里面的  

如何变：inner= in+n+er  

句子：内心的、内部的、里面的三个词的意思不同 

 

desire[di'zaiə]愿望、心愿、要求  

如何变：直接把[di'zaiə]谐音过去→弟宰鹅 

句子：我弟宰鹅时我希望那只鹅变成天鹅飞走，万没想到，我的愿望成真了 

 

emotion[i'məuʃən]情感、感情、情绪  

如何变：直接把[i'məuʃən]谐音过去→艺谋审 （艺谋指的就是张艺谋） 

句子：张艺谋审的那个人感情受挫，所以情绪上有些激动 

  



musician[mju:'ziʃən]音乐家 

如何变：把 m 换成 l，即从[mju:'ziʃən]→[lju:'ziʃən]→留贼神（有赌神也有贼神）  

句子：那个音乐家留贼神吃饭 

process['prəuses]过程、程序、方法 

如何变：把 p 换成 h，即从['prəuses]→['hrəuses]→何柔：塞子（姓何名柔，何炅的何） 

句子：（何柔：塞子在此过程中还派不上用场） 

 

totally['təutəli]完全地、整个地 

如何变：直接把['təutəli]谐音过去→ 头特厉（头指领导） 

句子：我们头特厉害，但他是个完全不顾家，只顾工作的人 

 

express[iks'pres]表达、表示  

如何变：在 e后加 i，即从[iks'pres]→[iks'preis]→易柯是白瑞斯（姓易名柯。姓白名瑞斯） 
句子：易柯是白瑞斯的男朋友，之前他们是同学，是易柯先表达的爱意 

 

entertain [entə'tein]使欢乐、招待、款待 

如何变：把 t 换成 l，即从 [entə'tein]→ [entə'lein]→ 恩特、雷恩（姓恩名特、姓雷名恩） 
句子：恩特、雷恩盛情的款待（招待）了我 

 

intelligence[in'telidʒəns]智力、聪明、智能  

如何变：直接把[in'telidʒəns]谐音过去→因泰立真是（姓泰名立）  

句子：因泰立真是个极为聪明，智力超群的孩子，所以专家们就研究其为什么那么聪明 

 

chant[tʃænt]唱或喊叫的词语  

如何变：直接把[tʃænt]谐音过去→趁他  

句子：趁他睡着，她把一些唱或喊叫的词语写在了他的脸上 

 

 

 

 

 

 

 

 

 

 

 

 

 

 

 

 

 

 

 

 

 

 

 

 

 

 

  



 

 

 

第十二单元 

 

literature['litrəritʃə]文学（作品）、文艺  

如何变：直接把['litrəritʃə]谐音过去→李绰扯 （姓李名绰） 

句子：李绰扯了半天关于文学（文艺）的理论，我也听不懂 

 

romantic[rəu'mæntik]浪漫的、传奇式的 

如何变：直接把[rəu'mæntik]谐音过去→罗曼蒂克  

句子：“罗曼蒂克”有浪漫的意思 

 

comedy['kɔmidi]喜剧、戏剧性的事情  

如何变：直接把['kɔmidi]谐音过去→考米迪（姓米名迪）  

句子：考米迪一道题关于喜剧的题 

 

local['ləukəl 当地的、地方的、乡土的 

如何变：直接把['ləukəl]谐音过去→楼口 

句子：楼口站着的就是当地的人 

exhibition[eksi'biʃən]展览会展览品  

如何变：直接把[eksi'biʃən]谐音过去→哎！可惜毕婶（姓毕的大婶）  

句子：哎！可惜毕婶不能来看展览会的展览品了 

 

power['pauə]能力、力量、权利  

如何变：在 ə 前加 l，即从['pauə]→['paulə]→跑了  

句子：那个有权力（能力、力量）的人跑了 

 

magic['mædʒik]魔法、魔术、魔力  

如何变：直接把['mædʒik]谐音过去→买这棵  

句子：买这棵花时，我发现那个会变魔术的人（会是魔法的人）也想买 

 

trick[trik]诡计、恶作剧  

如何变：把 i 换成 u，即从[trik]→[truk]→楚柯（姓楚名柯）  

句子：楚柯是个诡计多端，而且爱做恶作剧的人 

 

scar[skɑ:]伤疤、疤痕   

如何变：直接把[skɑ:]谐音过去→是嘎 

句子：是嘎子打伤的他，让他留下了那个伤疤（疤痕） 

 

series['siəri:z]连续、系列  

如何变：直接把['siəri:z]谐音过去→ 喜儿：瑞自（喜儿是称呼） 

句子：（喜儿：瑞自从拍了那部连续剧后，便名声大震） 

 

miserable['mizərəbl]痛苦的、悲惨的、可怜的  

如何变：直接把['mizərəbl]谐音过去→米泽若抱（姓米名泽）  

句子：米泽若抱你那可怜的（痛苦的、悲惨的）孩子，你就让他抱一下 

 

treat[tri:t]对待、视为、治疗、款待  

如何变：直接把[tri:t]谐音过去→捶他（捶念 chui，意思是打）  

句子：请不要那么对待他，要款待他，不要捶他 

 

unhappy['ʌn'hæpi]不幸的、不快乐的  



如何变：直接把['ʌn'hæpi]谐音过去→俺还批  

句子：俺还批评了他，没想到从此他就变成了不快乐的人 

 

witchcraft['witʃkræft]魔法、（女巫）巫术  

如何变：直接把['witʃkræft]谐音过去→魏驰夸扶他（姓魏名驰）  

句子：魏驰夸扶他上楼的那个会魔法（巫术）的女巫 

 

wizardry['wizədri]（男巫）巫术 

如何变：直接把['wizədri]谐音过去→魏泽追（姓魏名泽）  

句子：魏泽追那个会巫术的男巫 

 

wizard['wizəd]神汉、男巫、术士、奇才  

如何变：直接把['wizəd]谐音过去→魏泽的（姓魏名泽） 

句子：魏泽的父亲是个奇才（神汉、男巫、巫士） 

 

habit['hæbit]习惯、习性 

如何变：直接把['hæbit]谐音过去→害比他  

句子：害比他习惯（习性）好的人 

 

villager['vilidʒə]村民  

如何变：直接把['vilidʒə]谐音过去→为李哲（姓李名哲）  

句子：为李哲找大夫的那个村民叫张三 

 

shoulder['ʃəuldə]肩、肩部  

如何变：直接把['ʃəuldə]谐音过去→瘦的  

句子：这个很瘦的人却肩负重担 

 

whisper['wispə]耳语、私语/耳语、密谈、低声说 

如何变：直接把['wispə]谐音过去→魏斯颇（姓魏名斯、颇的意思是非常）  

句子：魏斯颇喜欢与他说耳语（私语） 

 

stupid['stju:pid]愚蠢的  

如何变：把 p 换成 l，即从['stju:pid]→['stju:lid]→是丢李德的 （姓李名德） 

句子：这个愚蠢的人是丢李德的脸了 

 

announcement[ə'naunsmənt]宣告、公告、告示  

如何变：1、announcement=announce+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把 n 换成 k，即从[ə'nauns]→[ə'kauns]→饿康斯（姓康名斯） 

句子：饿康斯几天，他就会告诉你他宣告（公示、告示）的内容是什么了 

 

character['kærəktə]品格、特性、人物  

如何变：把 k 换成 h，即从['kærəktə]→['kærəhtə]→凯若和他（《火影忍者》中的凯） 

句子：凯若和他品格一样好的话，我就让他去见那个人物 

 

 

 

 

 

 

 

 

 

  



 

 

 

高一下 

第十三单元 

 

junk[dʒʌŋk]垃圾  

如何变：直接把[dʒʌŋk]谐音过去→准渴  

句子：他搬了那么多垃圾，准渴了 

 

fat[fæt]脂肪       

如何变：hat（帽子）与 fat（脂肪）一起记忆  

句子：帽子里有猪的脂肪 

 

vitamin['vaitəmin]维他命、维生素    

如何变：直接把['vaitəmin]谐音过去→维他命  

句子：维他命也叫维生素 

 

snack[snæk]小吃、快餐     

如何变：直接把[snæk]谐音过去→四奶可/是耐克 

句子：1、我四奶可会吃了，他把整条街的小吃（快餐）都吃了个变 

      2、是耐克店的老板买来的小吃（快餐） 

 

stomach['stʌmək]胃、肚子    

如何变：直接把['stʌmək]谐音过去→是打莫柯（姓莫名柯，莫少聪的莫）  

句子：是打莫柯肚子一拳，导致他胃出血 

 

fever['fi:və]发烧、狂热      

如何变：直接把['fi:və]谐音过去→非我  

句子：这个狂热的人发烧后说非我不嫁 

 

salad['sæləd]色拉、凉拌生菜 

如何变：直接把['sæləd]谐音过去→色拉的  

句子：色拉的味道挺不错，在凉拌生菜里放一点会更好吃 

 

peach[pi:tʃ]桃子  

如何变：直接把[pi:tʃ]谐音过去→屁吃  

句子：给你个屁吃（开玩笑的话，就是给你个桃吃） 

 

ripe[raip]熟的、成熟的 

如何变：把 a 隐藏起来，即从[raip]→[rip]→瑞颇（颇的意思为非常）  

句子：瑞颇喜欢吃熟的果实 

 

ought[ɔ:t]应当、应该  

如何变：直接把[ɔ:t]谐音过去→奥特（曼）  

句子：奥特曼应当拯救世界 

 

examine[ig'zæmin]检查  

如何变：直接把[ig'zæmin]谐音过去→一个在民  

句子：一个在民大上学的学生去医院检查身体 

 

plenty['plenti]充足、大量、富裕  

如何变：直接把['plenti]谐音过去→破烂提   



句子：大量的破烂提到那个富裕的商人家中 

 

 

energy['enədʒi]精力、能量  

如何变：把 n 换成 h，即从['enədʒi]→['ehədʒi]→爱和这（这在此读 zhei）  

句子：爱和这个精力旺盛的人打交道 

 

soft[sɔft]不含酒精的 

如何变：直接把[sɔft]谐音过去→扫福特（福特是美国人）  

句子：扫福特门前的雪时，他捡到一瓶不含酒精的白水 

 

bar[bɑ:]条、棒 

如何变：直接把[bɑ:]谐音过去→爸  

句子：爸爸手持一支大棒 

 

fuel ['fjuəl]燃料、营养物 

如何变：把 f 换成 n，即从['fjuəl]→['njuəl]→牛  

句子：牛车不用烧燃料，而且牛肉还是营养物 

 

diet['daiət]日常饮食 

如何变：直接把['daiət]谐音过去→戴娥特（姓戴名娥）  

句子：对其的日常饮食，戴娥特别关心 

 

calorie['kæləri]卡路里  

如何变：直接把['kæləri]谐音过去→ 开了瑞（开指的是切开） 

句子：开了瑞买回来的西瓜，因为西瓜热量（卡路里）比较小 

 

pace[peis]步、速度、步调  

如何变：直接把[peis]谐音过去→裴斯（姓裴名斯。裴念 pei）/佩斯（指陈佩斯）  

句子：我可赶不上裴斯（佩斯）的速度（步调） 

 

nutrient['nju:triənt]营养物质 

如何变：在 r 后加 u，即从['nju:triənt]→['nju:truiənt]→牛追摁它（摁念 en，指往下压） 

句子：（牛追摁它头的那个人，那个人边跑边说：“牛肉是有营养的营养物质”） 

 

nutrition[nju:'triʃən]营养     

如何变：直接把[nju:'triʃən]谐音过去→牛吹婶（牛指的就是歌手阿牛）  

句子：阿牛吹婶买的口琴时，发现了一袋有营养的鱼干放在桌子上 

 

nutritious[nju:'triʃəs]有营养的、滋养的    

如何变：直接把[nju:'triʃəs]谐音过去→牛：捶射死（捶念 chui，意思是打）  

句子：（阿牛：捶射死你家猪的那个坏蛋，尽管猪肉算不上有营养的美味，但却是你家的财
产） 

 

protein['prəuti:n]蛋白质 

如何变：在 n 后加 g，即从['prəuti:n]→['prəuti:ng]→婆：肉挺 （婆在河南指姥姥） 

句子：（婆：肉挺贵的，尽管其含不少蛋白质，那你也少买点吧） 

 

muscle['mʌsl]肌肉      

如何变：直接把['mʌsl]谐音过去→妈搜  

句子：妈搜了半天都没有找到我偷吃的那块肌肉 

 

bean[bi:n]豆、豆科植物   



如何变：直接把[bi:n]谐音过去→鬓  

句子：你的鬓角上粘了一粒豆子 

 

calcium['kælsiəm]钙 

如何变：在 ə 前加 l，即从['kælsiəm→['kælsiləm]→凯尔洗鄂牧（姓凯名尔。姓鄂名牧） 

句子：凯尔洗鄂牧的衣服时，发现其衣服上的“钙”字很难洗掉 

 

dairy['deəri]奶牛场、奶制品  

如何变：直接把['deəri]谐音过去→带鄂瑞（姓鄂名瑞）  

句子：带鄂瑞去奶牛场买奶制品 

 

product['prɔdəkt]产品、产物 

如何变：把 p 换成 b，即从['prɔdəkt]→['brɔdəkt]→薄娆：大客特（姓薄名娆。大客指大
客车）  

句子：（薄娆：大客特挤，在车上可能把那一产品弄坏） 

 

carbohydrate['kɑ:bəu'haidreit]碳水化合物 

如何变：把 ə 换成 a，即从['kɑ:bəu'haidreit]→['kɑ:bau'haidreit]→卡宝还追他  

句子：（甲：卡门的兄弟卡宝还追他同班的那个女生吗?  

乙：已经不追了，卡宝现在正专心研究碳水化合物呢！） 

 

fibre['faibə]纤维、纤维制品  

如何变：把隐藏起来，即从['faibə]→['fibə]→菲薄/费博（姓费名博，费翔的费）     

句子：（那个妄自菲薄的人说：“纤维制品不是由纤维制成的”        

  费博：纤维不能制成纤维制品） 

 

mineral['minərəl]矿物、矿石 

如何变：把 n 换成 l，即从['minərəl]→['milərəl]→米勒揉（米勒是《越狱》中的男主演） 

句子：米勒揉了揉自己那个被矿石（矿物）砸伤的肩膀 

 

function['fʌŋkʃən]起作用/运转功能作用  

如何变：直接把['fʌŋkʃən]谐音过去→方柯肾（姓方名柯）  

句子：方柯肾功能衰竭 

 

vegetarian[vedʒə'teəriən]素食者  

如何变：把 v 换成 b，即从[vedʒə'teəriən]→[bedʒə'teəriən]→摆这”泰娥、瑞恩（姓泰名
娥。瑞恩是《拯救大兵瑞恩》中的瑞恩） 

句子：“把家具摆这”泰娥、瑞恩两个素食者同时说道 

 

vegan['vegən]严格的素食主义者  

如何变：在 e 后加 i，即从['vegən]→['veigən]→为跟  

句子：为跟那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解释道理，他费了半天口舌 

 

yoghurt['jəugə:t]酸乳、酸奶 

如何变：直接把['jəugə:t]谐音过去→姚哥特（姓姚的大哥，姚明的姚）  

句子：姚哥特喜欢吃酸乳（酸奶）制品 

 

organic[ɔ:'gænik]有机的 

如何变：1、把 k 换成 g，即从[ɔ:'gænik]→[ɔ:'gænig]→奥！该你哥  

        2、直接把[ɔ:'gænik] 谐音过去→奥！该尼克（尼克是美国人） 

句子：1、奥！该你哥去给学生讲有机化学了 

      2、奥！该尼克去给学生讲有机化学了 

  



chemical['kemikəl]化学制品、化学药品  

如何变：把 k 换成 m，即从['kemikəl]→['kemiməl]→开米某（米是姓氏）  

句子：开米某的车去买化学制品（化学药品） 

balance['bæləns]平衡 

如何变：直接把['bæləns]谐音过去→白兰是（姓白名兰，白居易的白）  

句子：白兰是一个平衡感很强的人 

 

supplement['sʌplimənt]补充  

如何变：1、supplement=supple+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sʌpli]谐音过去→撒坡丽（姓撒名坡丽。撒贝宁的撒）  

句子：（撒坡丽补充道：——） 

 

unit['ju:nit]单位、单元  

如何变：直接把['ju:nit]谐音过去→呦！你他  

句子：呦！你他娘的在那个单元上班，单位分你几个单元？ 

 

fit[fit]健康的、适合的 

如何变：直接把[fit]谐音过去→非他  

句子：这个健康的姑娘非他不嫁，因为她认为他两是最合适的一对 

 

digest[di'dʒest]消化（食物）、领会  

如何变：直接把[di'dʒest]谐音过去→递翟思他（姓翟名思）  

句子：递翟思他爸一片助消化的药 

 

gain[gein]增加、获得 

如何变：在 n 后加 s，即从 [gein]→ [geins]→给恩师  

句子：你给恩师增加快乐的方法就是获得武术冠军 

 

sleepy['sli:pi]瞌睡的、困乏的  

如何变：1、sleepy= sleep+y 

        2、直接把['sli:p]谐音过去→死李坡（姓李名坡）  

句子：这个死李坡总是那个瞌睡的（困乏的）样 

 

refuel[ri:'fju:əl]补给燃料、补充能量  

如何变：把 f 换成 l，即从[ri:'fju:əl]→[ri:'lju:əl]→瑞留  

句子：瑞留了一桶补给燃料，用来补充能量 

 

brain[brein]脑、头脑  

如何变：直接把[brein]谐音过去→薄瑞恩（姓薄名瑞恩）  

句子：薄瑞恩的头脑灵活 

 

peel[pi:l]剥、削、剥落/果皮蔬菜皮 

如何变：直接把[pi:l]谐音过去→皮袄  

句子：皮袄上全是被剥落的果皮（蔬菜皮） 

 

recipe['resipi]食谱、烹饪法  

如何变：在 e 后加 i，即从['resipi]→['reisipi]→瑞希批（姓瑞名希）  

句子：瑞希批评他是因为他的食谱（烹饪法）有问题 

 

tasty['teisti]好吃的、可口的  

如何变：把 t 换成 g，即从['teisti]→['geisti]→给四弟  

句子：给四弟做好吃的（可口的）饭菜 

  



ingredient[in'gri:diənt]烹饪原料、成分  

如何变：直接把[in'gri:diənt]谐音过去→因贵店特  

句子：因贵店特恐怖，所以没有人敢上你们店里买烹饪原料 

mushroom['mʌʃrum]蘑菇 

如何变：1、mushroom=mush+room 

2、直接把['mʌʃ]谐音过去→妈是/马氏 

句子：妈是喜欢吃蘑菇/马氏：房间里都是蘑菇 

 

chop[tʃɔp]剁碎、砍         

如何变：直接把[tʃɔp]谐音过去→超破  

句子：这个超破的房子里有一个被砍伤的人 

 

steam[sti:m]蒸、蒸发        

如何变：直接把[sti:m]谐音过去→四弟目  

句子：四弟目不转睛地看着不断蒸发的水蒸气 

 

boil[bɔil]煮沸 

如何变：直接把[bɔil]谐音过去→抱一藕  

句子：抱一藕放入煮沸的汤中 

 

bacon['beikən]咸肉、熏肉  

如何变：直接把['beikən]谐音过去→被啃  

句子：这块咸肉（熏肉）被啃一口 

 

mixture['mikstʃə]混合、混合物 

如何变：直接把['mikstʃə]谐音过去→米柯是扯（姓米名柯）  

句子：米柯是扯了一些关于混合物的事 

 

lettuce['letis]生菜 

如何变：把 l 换成 g，即从['letis]→['getis]→ 该题四  

句子：该题四个人都未答出，没想到被卖生菜的答出 

 

spoonful['spu:nful]一匙的量       

如何变：把 p 换成 b，即从['spu:nful]→['sbu:nful]→是步恩否（姓步名恩。步惊云的步） 

句子：把一匙的量变成十匙的那个人是步恩否？ 

 

slice[slais]将某物切成薄片/片、薄片、切片          

如何变：直接把[slais]谐音过去→是赖斯（姓赖名斯）  

句子：是赖斯将某物切成薄片 

 

dice[dais]将某物切成小方块/切成丁/小方块          

如何变：直接把[dais]谐音过去→戴斯（姓戴名斯）  

句子：戴斯将某物切成小方块 

 

stir[stə:]搅拌、搅动          

如何变：直接把[stə:]谐音过去→死的  

句子：死的人是不会搅拌（搅动）盘里的东西的 

 

 

 

 

 

  



 

 

 

第十四单元 

 

theme[θi:m]主题      

如何变：1、theme=the+me   

        2、把 θ 换成 t，即从[θi:m]→[ti:m]→题目 

句子：此题目就是文章的主题 

 

parade[pə'reid]游行、行进      

如何变：直接把[pə'reid]谐音过去→泼瑞的  

句子：泼瑞的那个人在游行时我见过 

 

holy['həuli]神圣的、神的        

如何变：直接把['həuli]谐音过去→厚礼  

句子：神的手下是不会收你那份厚礼的 

 

symbol['simbl]象征、符号、记号      

如何变：直接把['simbl]谐音过去→辛宝（姓辛名宝，辛弃疾的辛）  

句子：辛宝在墙上留下了象征性的符号（记号） 

 

bunny['bʌni]兔子       

如何变：直接把['simbl]谐音过去→爸，你/巴妮（姓巴名妮，巴特的巴） 

句子：1、爸，你也喜欢梯子吗？   

2、巴妮喜欢兔子 

 

fighting['faitiŋ]战斗、打仗     

如何变：把 a 隐藏起来，即从['faitiŋ]→['fitiŋ]→飞艇  

句子：在飞艇上展开战斗 

 

conflict['kɔnflikt]斗争、战斗、冲突      

如何变：直接把['kɔnflikt]谐音过去→康富丽可她（姓康名富丽）  

句子：康富丽可她娘的勇敢了，在战斗中冲锋在前，不怕牺牲 

 

argument['ɑ:gjumənt]争论、辩论     

如何变：1、argument=argu+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把 g 换成 n，即从['ɑ:gju:]→['ɑ:nju:]→阿牛 

句子：阿牛很擅长与人争论（辩论） 

 

destruction[dis'trʌkʃən]破坏、毁灭    

如何变：把 ʌ 换成 u，即从[dis'trʌkʃən]→[dis'trukʃən]→弟：是楚柯审（姓楚名柯）  

句子：（弟：是楚柯审的那位破坏之王） 

 

opinion[ə'pinjən]意见、看法      

如何变：把 p 换成 b，即从[ə'pinjən]→[ə'binjən]→娥比您 （娥是人名） 

句子：小娥比您还会提意见，而且时不时的就要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major['meidʒə]重大的、主要的        

如何变：直接把['meidʒə]谐音过去→没折（没有办法）  

句子：这么重大的事，我也没折啊 

 

probably['prɔbəbli]大概、很可能  



如何变：1、probably= probab+ly 

        2、把 r 换成 d，即从['prɔbəb]→['pdɔbəb]→婆到伯伯（婆在河南指姥姥） 

句子：婆到伯伯家里去，大概是有原因 

honour['ɔnə]尊敬、给以荣誉        

如何变：直接把['ɔnə]谐音过去→敖呢  

句子：李敖呢，是我们尊敬的人物 

 

ancestor['ænsestə]祖先、祖宗      

如何变：把 s 换成 h，即从['ænsestə]→['ænhestə]→俺害死的 

句子：俺害死的不是俺的祖先(祖宗) 

 

principle['prinsəpl]法则、原则、原理      

如何变：把 s 换成 d，即从['prinsəpl]→['prindəpl]→破云德剖（姓云名德，云飞扬的云） 

句子：这个破云德剖析的还挺正确，那个法则（原理、原则）确实有不足之处 

 

unity['ju:niti]团结、联合、统一         

如何变：直接把['ju:niti]谐音过去→由你替  

句子：由你替他把墙上的“联合统一”改写为“团结一致” 

 

community[kə'mju:niti]团体、社会    

如何变：把 m 换成 l，即从[kə'mju:niti]→[kə'lju:niti]→可刘妮替（刘姓妮名）  

句子：可刘妮替我去社会上招人，我还真不放心 

 

nation['neiʃən]国家、民族        

如何变：直接把['neiʃən]谐音过去→ 那婶（那在此念 nei） 

句子：那婶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否十分关心 

 

determination[ditə:mi'neiʃən]自主、自我决定 

如何变：直接把[ditə:mi'neiʃən]谐音过去→狄特米：那婶（姓狄名特米，狄仁杰的狄。那
在此读 nei）  

句子：（狄特米：那婶说啥事都能自主（自我决定）就好了） 

 

purpose['pə:pəs]目的、意图       

如何变：直接把['pə:pəs]谐音过去→婆婆是  

句子：婆婆是有目的与意图的，要不他来这干啥 

 

creativity[kri:ei'tivəti]创造性（力）    

如何变：直接把[kri:ei'tivəti]谐音过去→奎替我提（《刘老根》中刘老根的大儿子叫大奎） 

句子：大奎替我提东西，他旁边是二奎，他倒是个很有创造性思维的人 

 

faith[feiθ]信任、信念、忠实         

如何变：直接把['pə:pəs]谐音过去→费斯（姓费名斯，费翔的费）  

句子：费斯十分信任有信念的人 

 

commercial[kə'mə:ʃəl]商业的、贸易的    

如何变：直接把[kə'mə:ʃəl]谐音过去→可魔兽/可没收  

句子：1、可魔兽行业在商业贸易中确实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2、可没收他的财产会不利于这次商业贸易的 

 

joy[dʒɔi]欢乐、喜悦、乐趣           

如何变：直接把[dʒɔi]谐音过去→赵毅/赵伊/赵姨（全是称呼）  

句子：（赵毅、赵伊）赵姨说才：找一个能给你欢乐的人吧 

  



 

 

 

light[lait]点燃、照亮          

如何变：1、light 与 right 一起记忆 

        2、直接把[lait]谐音过去→赖他（赖是动词）  

句子：赖他把点燃的火把弄灭了 

 

similar['similə]相似的        

如何变：直接把['similə]谐音过去→ 洗米勒（《越狱》男主演米勒） 

句子：洗米勒衣服的那个人长的和你很相似 

 

generation[dʒenə'reiʃən]一代（人）     

如何变：直接把[dʒenə'reiʃən]谐音过去→宅呢？”瑞婶（叫瑞的大婶）  

句子：（“原来那位老宅呢？”瑞婶问       

“年青的那一代不喜欢此建筑风格，早拆了”小红说） 

 

salute[sə'lu:t]行礼致敬、敬礼            

如何变：把 s 换成 h，即从[sə'lu:t]→[hə'lu:t]→何璐特（姓何名璐，何炅的何） 

句子：何璐特有礼貌，一见老师就敬礼  

 

kiss[kis]吻          

如何变：直接把[kis]谐音过去→剋死（剋念 kei，指打）  

句子：剋死那个吻你的人 

 

cheek[tʃi:k]面颊、脸蛋                

如何变：在 i 前加 e，即从[tʃi:k]→[tʃei:k]→谁渴 

句子：（脸蛋圆的家伙说：“谁渴了都不能喝水”） 

 

nod[nɔd]点头           

如何变：直接把[nɔd]谐音过去→闹的 

句子：那个点头的人与我闹的很不愉快 

 

celebration[seli'breiʃən]庆祝、庆典     

如何变：把 s 换成 t，即从[seli'breiʃən]→[teli'breiʃən]→泰立：薄瑞婶（姓泰名立。姓薄
名瑞） 

句子：（泰立：薄瑞审完这起案子后，就来参加庆典） 

 

reminder[ri'maində]提醒的人（物）、暗示      

如何变：直接把[ri'maində]谐音过去→瑞瞒的  

句子：（提醒的人：瑞瞒的还真是滴水不漏） 

 

respect[ris'pekt]尊敬、尊重        

如何变：直接把[ris'pekt]谐音过去→瑞是白柯他（姓白名柯，白居易的白）  

句子：瑞是白柯他妈的同学，白柯对她也十分尊敬（尊敬） 

 

skeleton['skelitn]（动物的）骨架、骨骼       

如何变：把 t 换成 g，即从['skelitn]→['skelign]→是该李根（姓李名根）  

句子：是该李根去看守那些骨架（骨骼）了 

 

fool[fu:l]愚人、白痴/愚弄、欺骗          

如何变：直接把[fu:l]谐音过去→富  

句子：富人不喜欢愚人（白痴），而且还会愚弄（欺骗）他们  



 

 

 

invitation['invi'teiʃən]邀请、邀请信      

如何变：把 t 换成 g，即从['invi'teiʃən]→['invi'geiʃən]→因为给婶  

句子：因为给婶送邀请信的人送错了门，所以婶能参加 

 

occasion[ə'keiʒən]场合、时机、机会       

如何变：在 ə 前加 w，即从[ə'keiʒən]→[wə'keiʒən]→我剋人（剋念 kei，意思是打）  

句子：我尅人也会选择合适的时机（机会）与场合的 

 

 

 

 

 

 

 

 

 

 

 

 

 

 

 

 

 

 

 

 

 

 

 

 

 

 

 

 

 

 

 

 

 

 

 

 

 

 

 

 

 

 

  



 

 

 

第十五单元 

 

mystery['mistəri]谜、神秘的事物     

如何变：把 t 换成 h，即从['mistəri]→['mishəri]→米斯和瑞（姓米名斯）  

句子：米斯和瑞发现一神秘的事物 

 

mysterious[mis'tiəriəs]神秘的  

如何变：把 r 换成 l，即从[mis'tiəriəs]→[mis'tiəliəs]→米斯贴李娥斯（姓米名斯。姓李名
娥斯）  

句子：（甲：米斯贴李娥斯身上的是什么东西？     

乙：不知道是什么神秘的事物） 

 

footprint['futprint]足迹、脚印  

如何变：把 p 换成 b，即从['futprint]→['futbrint]→福特：薄云特（福特是美国人。姓薄
名云）    

句子：（福特：薄云特想知道那是谁的足迹） 

 

ladder['lædə]梯子        

如何变：直接把['lædə]谐音过去→来的  

句子：来的那个人搬走了梯子 

 

scary['skeəri]引起惊慌的、吓人的        

如何变：直接把['skeəri]谐音过去→ 撕开鄂瑞（姓鄂名瑞） 

句子：撕开鄂瑞的信，发现一张吓人的照片 

 

dormitory['dɔ:mitri]宿舍     

如何变：直接把['dɔ:mitri]谐音过去→稻米吹  

句子：在大的风也不会把你的稻米吹进宿舍的 

 

recognize['rekəgnaiz]识别、认出     

如何变：把 r 换成 l，即从['rekəgnaiz]→['lekəgnaiz]→莱克哥：哪字（莱克是英国人） 

句子：（莱克哥：哪字是小明写的，你能识别（认出）出来吗？） 

 

surely['ʃuəli]想必、确定、一定        

如何变：把 ə 换成 n，即从['ʃuəli]→['ʃunli]→顺利  

句子：想必他们这次旅行一定很顺利 

 

diamond['daiəmənd]钻石       

如何变：直接把['daiəmənd]谐音过去→戴娥：门的（姓戴名娥）  

句子：（戴娥：门的旁边有块钻石） 

 

explain[iks'plen]解释、说明        

如何变：直接把[iks'plen]谐音过去→易柯：是薄莱恩（姓易名柯，易中天的易。姓薄名莱
恩）  

句子：（易柯：是薄莱恩帮我解释（说明）清楚了） 

 

ball[bɔ:l]舞会          

如何变：直接把[bɔ:l]谐音过去→抱  

句子：在舞会上抱着她 

  



jewellery['dʒu:əlri]珠宝、首饰、珠宝类      

如何变：直接把['dʒu:əlri]谐音过去→住欧瑞（姓欧名瑞，此姓很少见）  

句子：住欧瑞家的那个人是位卖珠宝首饰的商人 

franc[fræŋk]法郎         

如何变：直接把[fræŋk]谐音过去→富兰克（林）  

句子：富兰克（林）从未花过法郎 

 

continue[kən'tinju:]继续       

如何变：把 n 换成 q，即从[kən'tinju:]→[kən'tiqju:]→看踢球  

句子：看踢球的选手们十分钟后继续踢 

 

lovely['lʌvli]好看的、可爱的        

如何变：love 爱 

句子：我爱长的好看又可爱的姑娘 

 

debt[det]债务、欠款          

如何变：直接把[det]谐音过去→带特  

句子：带特别多的钱去还债务（欠款） 

 

precious['preʃəs]宝贵的、贵重的、珍贵的       

如何变：把 r 换成 h，即从['preʃəs]→['pheʃəs]→婆还射死 （婆在河南是指姥姥） 

句子：婆还射死一只珍贵的动物 

 

positive['pɔzətiv]肯定的、积极的        

如何变：把 p 换成 g，即从['pɔzətiv]→['gɔzətiv]→高泽替我（姓高名泽）  

句子：高泽替我去后，不仅提高了大家活动的积极性，而且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attend[ə'tend]出席、参加、上         

如何变：把 t 换成 b，即从[ə'tend]→[ə'bend]→哦，笨的  

句子：哦，笨的家伙们一个也没出席（参加、上） 

 

rehearse[ri'hə:s]预演排演       

如何变：直接把[ri'hə:s]谐音过去→瑞合适 

句子：瑞合适的时候就会来排演（预演） 

 

earn[ə:n]赚得、挣得          

如何变：1、earn=ear+n 

        2、直接把[ə:n]谐音过去→鄂恩（姓鄂名恩） 

句子：鄂恩挣得（赚得）不少钱 

 

lecture['lektʃə]演讲、讲课        

如何变：直接把['lektʃə]谐音过去→赖客车  

句子：赖客车司机耽误了其讲课（演讲）的时间 

 

silly['sili]缺乏常识（或理智）的、傻的          

如何变：直接把['sili]谐音过去→喜礼  

句子：这是那个缺乏常识（理智）的人送的喜礼也很不错嘛 

 

mosquito[məs'ki:təu]蚊子      

如何变：直接把[məs'ki:təu]谐音过去→摩丝给头（摩丝就是发胶）  

句子：“摩丝给头发定型”蚊子说（蚊子是网名） 

 

author['ɔ:θə]作者、作家        



如何变：在 ɔ 前加 h，即从['ɔ:θə]→['hɔ:θə]→好色  

句子：这个作家（作者）很好色 

 

besides[bi'saidz]此外、除。。。之外      

如何变：把 z 换成 s，即从[bi'saidz]→[bi'saids]→比赛的事  

句子：比赛的事除了他之外，我谁都没告诉过 

 

alien['eiliən]外星人、外国的、相异的 

如何变：alien 外星人与 alive 活的很像 

句子：一只活的外星人 

 

outline['aut-lain]轮廓、要点、概要 

如何变：outline= out 外部的+line 线条  

句子：外部的线条就是轮廓 

 

plot[plɔt]（小说的）情节、结构         

如何变：把 p 与 lɔ 调换位置，即从[plɔt]→[lɔpt]→老婆特 

句子：我老婆特喜欢此小说的情节（结构） 

 

quality['kwɔliti]品质、质量、性质       

如何变：把 t 换成 q，即从['kwɔliti]→['kwɔliqi]→靠李奇（姓李名奇）  

句子：靠李奇去检查产品的质量 

 

 

 

 

 

 

 

 

 

 

 

 

 

 

 

 

 

 

 

 

 

 

 

 

 

 

 

 

 

 

  



 

 

 

第十六单元 

 

experiment[iks'perimənt]实验、试验     

如何变：1、experiment=experi+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iks'peri]谐音过去→易柯：是白瑞（姓易名柯，易中天的易。姓白名瑞，
白居易的白）  

句子：（易柯：是白瑞在实验里做试验） 

 

glove[glʌv]手套          

如何变：直接把[glʌv]谐音过去→哥拉五  

句子：哥拉五天肚子的原因是吃了那个卖手套的人给的不干净的东西 

 

gas[gæs]气体           

如何变：直接把[gæs]谐音过去→该死  

句子：这些该死的气体 

 

liquid['likwid]液体、液态物         

如何变：直接把['likwid]谐音过去→ （理亏的）李逵的（水浒传里的李逵） 

句子：（理亏的）李逵的哥哥不知从哪弄来一袋液态物 

 

advantage[əd'vɑ:ntidʒ]有利条件、有点       

如何变：把 t 换成 l，即从[əd'vɑ:ntidʒ]→[əd'vɑ:nlidʒ]→饿得万立志（姓万名立志，万梓
良的万）  

句子：饿得万立志也不得放弃有利条件 

 

application[,æpli'keiʃən]应用、实施、用途      

如何变：直接把[,æpli'keiʃən]谐音过去→艾坡立剋婶（姓艾名坡立）  

句子：艾坡立剋婶的原因是因为婶不知道此物的用途，却乱说一气 

 

maglev['mæglev]磁力悬浮、列车         

如何变：直接把['mæglev]谐音过去→买个赖武（姓赖名武）  

句子：买个赖武特喜欢的磁力悬浮列车给他 

 

engine['endʒin]发动机          

如何变：直接把['endʒin]谐音过去→安枕  

句子：发动机这么响，他也能安枕无忧，果然是强人 

 

nuclear['nju:kliə]核子的、原子能的         

如何变：直接把['nju:kliə]谐音过去→牛柯捩（姓牛名柯。捩念 lie，意思是用手拉住） 

句子：牛柯捩住那个研究原子能（核子的）科学家 

 

economy[i'kɔnəmi]经济、节约        

如何变：把 n 换成 l，即从[i'kɔnəmi]→[i'kɔləmi]→依靠了米（米是姓氏）  

句子：研究经济的老姨依靠了米先生这个很节约的人 

 

comfort['kʌmfət]舒适、安慰         

如何变：把 f 换成 m，即从['kʌmfət]→['kʌmmət]→看模特 

句子：必须看模特住的房屋是否舒服，这样才能使我内心得到安慰 

 

unnecessary[ʌn'nesəsri]不必要的、多余的      



如何变：把 s 换成 h，即从[ʌn'nesəsri]→[ʌn'nehəsri]→俺乃何思瑞（姓何名思瑞，何炅的
何） 

句子：俺乃何思瑞，什么都懂，但你们那些没必要的问题就别问我了 

successful[sək'sesful]成功的、胜利的      

如何变：1、successful=success+ful（形容词后缀） 

        2、把 s 换成 m，即从[sək'ses]→[mək'ses]→莫柯：塞子（姓莫名柯，莫少聪的
莫）  

句子：（莫柯：塞子在山顶，谁先取到，就是胜利的那一个） 

 

conduct[kən'dʌkt]实施、管理、指挥、引导        

如何变：把 k 换成 g，即从[kən'dʌkt]→[kən'dʌgt]→看大哥他  

句子：看大哥他爱人多有本事，既懂管理，又会引导、指挥 

 

lightning['laitniŋ]闪电 

如何变：1、lightning=light+n+ing 

        2、 直接把['lait]]谐音过去→莱特（莱特是英国人） 

句子：莱特喜欢看闪电 

 

thunderstorm['θʌndəstɔ:m]雷雨、雷暴    

如何变：直接把['θʌndəstɔ:m]谐音过去→三德（子）是盗墓（《康熙微服私访记》的太监叫
三德子）  

句子：三德（子）是盗墓高手，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他一人潜入墓穴 

 

condenser[kən'densə]电容器、冷凝器      

如何变：把 d 换成 f，即从[kən'densə]→[kən'fensə]→看粉色  

句子：看粉色的那个电容器（冷凝器）怎么样？ 

 

shed[ʃed]小屋、牲口棚          

如何变：直接把[ʃed]谐音过去→晒得  

句子：烈日把我的小屋（牲口棚）晒得十分热 

 

string[striŋ]线、细绳         

如何变：string≈rsting (o、p、q、r、s、t)   r、s、t 是三个连续的字母  

句子：连续三个字母，好记（一线穿） 

 

charge[tʃɑ:dʒ]使充电、要价、控告、攻击        

如何变：直接把[tʃɑ:dʒ]谐音过去→差之  

句子：控告与攻击在意思上差之千里吗？ 

 

electric[i'lektrik]电的、导电的、电动的 

如何变：把 k 换成 d，即从[i'lektrik]→[i'lektrid]→咦！莱克吹的（莱克是英国人）  

句子：咦！莱克吹的气球是不是放在了电动车上？ 

 

shock[ʃɔk]电击、打击、震动         

如何变：直接把[ʃɔk]谐音过去→少嗑  

句子：那个曾被电击（打击）过的人劝我少嗑瓜子 

 

prove[pru:v]证明、证实         

如何变：直接把[pru:v]谐音过去→婆如我（婆在河南指姥姥）  

句子：我婆如我之前所说，一定会去找他，现在已经得到证实（证明） 

 

tear[teə]撕扯、撕裂、撕毁          

如何变：直接把[teə]谐音过去→太饿   



句子：他太饿了，练撕扯（撕裂、撕毁）的气力都没有了 

 

 

frame[freim]结构、框架         

如何变：直接把[freim]谐音过去→付瑞目（姓付名瑞）  

句子：付瑞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结构框架 

 

handkerchief['hæŋkətʃif]手帕  

如何变：直接把['hæŋkətʃif]谐音过去→杭柯：谁付(姓杭名柯，杭天琪的杭。谁在此念 shei) 

句子：（杭柯：谁付了那个手帕的钱呢？） 

 

control[kən'trəul]控制、支配、管理       

如何变：直接把[kən'trəul]谐音过去→看丑 

句子：看丑丫头能否控制（支配、管理）他们 

 

sharp[ʃɑ:p]锐利的、轮廓清晰的、灵敏的         

如何变：直接把[ʃɑ:p]谐音过去→杀破 

句子：《杀破狼》这部电影中，甄子丹那双锐利的眼睛实在吓人 

 

fasten['fɑ:sn]扎牢、使固定 

如何变：直接把['fɑ:sn]谐音过去→发散  

句子：发散性思维可以使知识在我们的头脑中更加固定 

 

ribbon['ribən]缎带、丝带、带状物        

如何变：直接把['ribən]谐音过去→瑞板  

句子：瑞板着脸看着那些缎带（丝带、带状物） 

 

thundercloud['θʌndəklaud]雷雨云    

如何变：直接把['θʌndəklaud]谐音过去→三德（子）可捞得（《康熙微服私访记》中的太
监叫三德子）  

句子：就在有雷雨的夜晚，三德（子）可捞得到不少好处 

 

sense[sens]感觉、感官         

如何变：在 s 后加 h，即从[sens]→[shens]→深思  

句子：他正在深思一个问题即感觉与感观是否相同 

 

test[test]测试、试验、检验          

如何变：直接把[test]谐音过去→泰斯特（泰斯是外国人）  

句子：泰斯特喜欢做试验（测试题、检验工作） 

 

shampoo[ʃæm'pu:]洗发精、洗发香波     

如何变：把 p 换成 b，即从[ʃæm'pu:]→[ʃæm'bu:]→苫布（大块的遮风挡雨的布。苫念 shan） 
句子：苫布底下有一箱洗发精（洗发香波） 

 

skin[skin]皮肤、外壳 

如何变：在 n 后加 s，即从[skin]→[skins]→是给恩师  

句子：他刚才是给恩师一个知了的外壳 

 

drug[drʌg]药、麻药、麻醉药         

如何变：直接把[drʌg]谐音过去→抓个  

句子：我想抓个卖假药（麻药、麻醉药）的小贩 

 

activist['æktivist]激进主义分子、行动主义分子        



如何变：直接把['æktivist]谐音过去→哎！可体委是他（体委就是体育委员的简称）  

句子：“哎！可体委是他就好了”那个激进主义者（行为主义分子）说 

 

doubt[daut]怀疑、疑惑        

如何变：直接把[daut]谐音过去→倒塌  

句子：这次倒塌我怀疑（疑惑）是由地震造成 

 

cruel[kruəl]残酷的、令人痛苦的        

如何变：直接把[kruəl]谐音过去→可肉  

句子：可肉被那个残酷的（令人痛苦的）人吃了 

 

painkiller['peinkilə(r)]止痛药、解痛药     

如何变：1、painkiller=pain+kill+er 

        2、直接把['peinkilə(r)]谐音过去→裴恩剋了（姓裴名恩，裴念 pei。剋念 kei，意

思是打，念 kei） 

句子：裴恩剋了那个卖止痛药（解痛药）的小贩 

 

view[vju:]观点、风景       

如何变：把 v 换成 n，即从[vju:]→[nju:]→牛  

句子：我的观点是风景中的牛是最可爱的 

 

conclusion[kən'klu:ʒən]结束、结论    

如何变：把 k 换成 h，即从[kən'klu:ʒən]→[kən'hlu:ʒən]→看和鲁仁（姓鲁名仁，鲁迅的

鲁）  

句子：看和鲁仁来的那个人如何下那个结论 

 

 

 

 

 

 

 

 

 

 

 

 

 

 

 

 

 

 

 

 

 

 

 

 

 

 

 

  



 

 

 

第十七单元 

 

inspire[in'spaiə]鼓舞、感动、激发、启示    

如何变：直接把[[in'spaiə]谐音过去→因四伯饿（伯在此念 bai） 

句子：因四伯饿了，所以没气力去鼓舞（感动、激发、启示）他们 

 

admire[əd'maiə]钦佩、赞赏    

如何变：直接把[əd'maiə]谐音过去→饿得买鹅  

句子：那个令我佩服、赞赏的人饿得买鹅蛋吃 

 

generous['dʒenərəs]慷慨的、大方的  

如何变：直接把['dʒenərəs]谐音过去→债呢，若是  

句子：你的债呢，若是在不还，你就求那个慷慨大方的人帮你还 

 

cheerful['tʃiəful]愉快的、高兴的    

如何变：吃了否  

句子：（他今天很高兴（愉快），见了谁都问一句：“吃了否？”） 

 

mean[mi:n]卑鄙的、吝啬的       

如何变：直接把[mi:n]谐音过去→民  

句子：人民不喜欢卑鄙的、吝啬的人 

 

tense[tens]紧张的、拉紧的       

如何变：把 t 换成 h，即从[tens]→[hens]→恨死 

句子：他简直恨死那个让他紧张的人了 

 

dull[dʌl]迟钝的、无趣的、呆滞的 

如何变：直接把[dʌl]谐音过去→倒  

句子：那个反应迟钝的人倒是很憨厚 

 

dishonest[dis'ɔnist]不诚实的 

如何变：直接把[dis'ɔnist]谐音过去→第四，奥尼是特（奥尼尔的兄弟叫奥尼） 

句子：第四，奥尼是特讨厌那个不诚实的人 

 

champion['tʃæmpiən] 冠军、得胜者、斗士    

如何变：直接把['tʃæmpiən]谐音过去→产品 

句子：只有冠军（得胜者、斗士）才能购买此产品 

 

polar['pəulə]两级的、极地的       

如何变：把 p 换成 d，即从['pəulə]→['dəulə]→逗乐  

句子：两极的（极地的）动物很逗乐 

 

mile[mail]英里        

如何变：直接把[mail]谐音过去→卖藕   

句子：在 1 英里外有一个卖藕的 

 

sled[sled]雪橇        

如何变：直接把[sled]谐音过去→是来的  

句子：那个送雪橇的人是来的不是时候 

  



stormy['stɔ:mi]暴风雨的、多暴风的、激烈的      

如何变：直接把['stɔ:mi]谐音过去→是稻米  

句子：在有暴风雨的夜晚是稻米得到灌溉的夜晚吗？ 

threaten['θretn]恐吓、威胁、预示     

如何变：把 t 换成 h，即从['θretn]→['θrehn]→是瑞恨 

        re 与 rei 的发音都很接近 rui，所以，以后就直接过度到 rui 

句子：是瑞恨的人在恐吓、威胁她 

 

thaw[θɔ:]解冻         

如何变：直接把[θɔ:]谐音过去→扫   

句子：扫未解冻的冰晶 

 

slope[sləup]斜坡、斜面、倾斜       

如何变：把 ə 换成 a，即从[sləup]→[slaup]→是老婆  

句子：是老婆把脏水倒在了斜坡（斜面）上 

 

bottom['bɔtəm]底部、尽头      

如何变：把 t 换成 b，即从['bɔtəm]→['bɔbəm]→保伯母  

句子：你让伯母走到尽头，我保伯母不会出事 

 

optimistic[ɔpti'mistik]乐观的    

如何变：把 m 换成 n，即从[ɔpti'mistik]→[ɔpti'nistik]→敖坡替你死敌刻（姓敖名坡） 

句子：敖坡替你死敌刻了一个章，那时我发觉你死敌是个很乐观的人 

 

expedition[,ekspi'diʃən]远征、探险队    

如何变：在 e 前加 l，即从[,ekspi'diʃən]→[,lekspi'diʃən]→来客是比狄婶（姓狄仁的大婶）
句子：我家的来客是比狄婶家的多，但他的来客大部分是远征探险队的同志们 

 

woozy['wu:zi]眩晕的、虚弱的       

如何变：直接把['wu:zi]谐音过去→乌贼 

句子：一只虚弱的乌贼感到很眩晕 

 

shelter['ʃeltə]掩蔽、掩蔽处、避身处       

如何变：把 t 换成 d，即从['ʃeltə]→['ʃeldə]→晒藕的  

句子：晒藕的人把藕放到了掩蔽处 

 

regret[ri'gret]遗憾、悔恨、抱歉、歉意/为。。。感到后悔、后悔       

如何变：直接把[ri'gret]谐音过去→瑞怪他  

句子：瑞怪他，他也很悔恨，感到很抱歉，充满歉意和遗憾 

 

solo['səuləu]单独的       

如何变：把 s 换成 m，即从['səuləu]→['məuləu]→某楼  

句子：某楼内的小王每天都单独的一个人 

 

extreme[iks'tri:m]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     

如何变：把 i 换成 u，即从[iks'tri:m]→[iks'tru:m]→一颗是楚牧（姓楚名牧）  

句子：那一颗宝石是楚明的，这一颗是楚牧的，他们都极端的（极度的）喜欢宝石，而且
两个人都偏激得很 

 

climate['klaimit]气候      

如何变：直接把['klaimit]谐音过去→可赖米特（姓赖名米）  

句子：可赖米特喜欢这里的气候 

  



value['vælju:]重视、估价、评估       

如何变：直接把['vælju:]谐音过去→ 外流 

句子：资金外流的事必须得到重视 

pianist['piənist]钢琴家、钢琴演奏者      

如何变：直接把['piənist]谐音过去→皮妮是他（姓皮名妮，皮耶罗的皮）  

句子：皮妮是他的女儿，也是个钢琴家（钢琴演奏着） 

 

personality['pə:sənæləti]人物、个性、人格     

如何变：把 s 换成 w，即从['pə:sənæləti]→['pə:wənæləti]→泼我奶了，替（奶指奶奶） 

句子：那个有个性的人物泼我奶了，替我好好教训他一下 

 

bother['bɔðə]烦扰、打扰/烦恼、操心/麻烦、烦扰、不便       

如何变：直接把['bɔðə]谐音过去→包泽（姓包名泽，包青天的包）  

句子：包泽经常烦扰（打扰）别人 

 

fame[feim]名声、名望        

如何变：直接把[feim]谐音过去→费牧（姓费名牧，费翔的费）  

句子：费牧是个很有名望的人，早已声名在外 

 

promise['prɔmis]前途、允诺、答应      

如何变：把 p 换成 b，即从['prɔmis]→['brɔmis]→薄娆：米是（姓薄名娆）  

句子：（薄娆：米是经过我允许才给那个有前途的青年的） 

 

kindergarten['kindəgɑ:tn]幼儿园、幼儿园的、启蒙阶段的  

如何变：1、kindergarten= kind+er+garten 

        2、把 t 换成 h，即从['gɑ:tn]→['gɑ:hn]→嘎很  

句子：张嘎很喜欢此幼儿园 

 

hardship['hɑ:dʃip]困难、艰难、贫困      

如何变：hardship=hard+ship≈hard 努力+shop 商店  

句子：这个少年家里贫困，他只有在商店努力工作，才能养家糊口 

 

bear[beə]忍受、承受、负起         

如何变：直接把[beə]谐音过去→白鹅 

句子：白鹅绝对忍受（承受）不了人类那样的折磨 

 

discipline['disiplin]纪律、学科     

如何变：直接把['disiplin]谐音过去→弟媳泼林  

句子：弟媳泼林老师纯粹是无组织无纪律 

 

improvement[im'pru:vmənt]自我改善、自我修养  

如何变：1、improvement=improve+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把 p 换成 b，即从[im'pru:v]→[im'bru:v]→因薄如武（姓薄名如武）  

句子：因薄如武把“自我改善”写成了“自我修养”，所以老师判他错 

 

scholarship['skɔləʃip]奖学金、学问         

如何变：1、scholarship=scholar+ship≈school 学校+shop 商店 

        2、直接把['skɔlə]谐音过去→是高乐（加 ship） 

句子：是高乐偷了你的奖学金 

 

graduation[grædʒu'eiʃən]毕业、毕业典礼     

如何变：在 e 前加 g，即从[grædʒu'eiʃən]→[grædʒu'geiʃən]→葛瑞丢给婶（姓葛名瑞） 

句子：葛瑞丢给婶一张在毕业典礼时照的毕业合照  



 

 

 

autograph['ɔ:təgrɑ:f]亲手签名、手稿      

如何变：直接把['ɔ:təgrɑ:f]谐音过去→鳌特：寡妇（姓敖名特，鳌是鳌拜的鳌）  

句子：（鳌特：寡妇手稿上有我的亲笔签名） 

 

 

 

 

 

 

 

 

 

 

 

 

 

 

 

 

 

 

 

 

 

 

 

 

 

 

 

 

 

 

 

 

 

 

 

 

 

 

 

 

 

 

 

 

 

 

  



 

 

 

第十八单元 

 

fisherman['fiʃəmən]渔民、钓鱼人 

如何变：fisherman=fish+er+man  

句子：打渔的人是渔民 

 

grandfather['grændfɑ:ðə]祖父 

如何变：1、great-grandfather= grand+father  只需记 grand 

        2、直接把['grænd]谐音过去→管得  

句子：祖父把孙子们管得都十分懂事 

 

northeastern[nɔ:θ'i:stən]东北的、向东北的、来自东北的 

如何变：1、northeastern= north 北+easte 东+rn 向 

        2、把 t 换成 h，即从[nɔ:θ'i:stən]→[nɔ:θ'i:shən]→挠司仪是很（司仪是结婚、死
葬时的主持人） 

句子：他挠司仪是很不对，但东北的那群兄弟却一直袒护他 

 

grandmother['grændmʌðə]祖母 

如何变：1、grandmother= grand+mother  

        2、直接把['grænd]谐音过去→管得 

句子：祖母把孙子们管得都十分懂事： 

 

central['sentrəl]中央的、中心点        

如何变：把 s 换成 h，即从['sentrəl]→['hentrəl]→很丑  

句子：中央的领导中有一个长得很丑，听说他以前住在市中心 

 

coast[kəust]海岸          

如何变：直接把[kəust]谐音过去→寇是他  

句子：此贼寇是他的朋友，他说贼寇一般在海岸出没 

 

surround[sə'raund]包围、围绕       

如何变：1、surround= sur+round 

        2、把 r 换成 k，即从[sə'raund]→[sə'kaund]→色，康德（姓康名德）  

句子：他很色，康德很不喜欢他，更看不惯有一群女人围绕在他身边  

 

mild[maild]温和的、不严厉的           

如何变：直接把[maild]谐音过去→卖藕的  

句子：卖藕的人是个性情温和的（不严厉的）人 

 

subtropical[sʌb'trɔpikl]亚热带的      

如何变：把 k 换成 h，即从[sʌb'trɔpikl]→[sʌb'trɔpihl]→撒伯炒皮猴（姓撒的伯伯，撒贝
宁的撒。皮猴是猴子的一种）  

句子：撒伯炒皮猴肉给我们吃，而且只有亚热带才有这种猴 

 

bay[bei]海湾            

如何变：直接把[bei]谐音过去→背  

句子：背对海湾 

 

harbour['hɑ:bə]海港        

如何变：把 h 换成 d，即从['hɑ:bə]→['dɑ:bə]→大伯   



句子：大伯去海湾了 

 

 

landscape['lændskeip]风景、山水、地形、前景      

如何变：直接把['lændskeip]谐音过去→ 蓝的是给婆 

句子：“蓝的是给婆婆买的”那个卖山水画的小贩说 

 

volcano[vɔl'keinəu]火山       

如何变：1、volcano=volca+no 

2、把 k 换成 f，即从[vɔl'keinəu]→[vɔl'feinəu]→ 王飞 no（王飞没有） 

句子：王飞 no 去过日本，也没见过日本的火山 

 

spring[spriŋ]泉         

如何变：1、spring=spr+ing 

        2、直接把[spr]谐音过去→ 四伯 

句子：四伯洗温泉 

 

rat[ræt]老鼠、耗子、讨厌鬼 

如何变：hat 帽子与 rat 老鼠一起记忆，  

句子：帽子里有只老鼠 

 

heat[hi:t]热、热度、压力           

如何变：直接把[hi:t]谐音过去→黑他  

句子：黑他钱的人教他如何给食物加热 

 

settle['setl]使定居、解决、使平静/安家、定居、停留           

如何变：把 s 换成 d，即从['setl]→['detl]→呆头  

句子：一个呆头呆脑的人也安家（定居、停居）于此，他的到来使林子更平静，而且他也
帮助村民解决问题 

 

mainly['meinli]大体上、主要地 

如何变：直接把['meinli]谐音过去→ 魅力 

句子：大体上说，这个人没什么魅力 

 

voyage['vɔiidʒ]航行、航海、航天          

如何变：把 v 换成 l，即从['vɔiidʒ]→['lɔiidʒ]→老姨只  

句子：老姨只想过航海（航行）的生活 

 

possession[pə'zeʃən]拥有、占有、财产       

如何变：直接把[pə'zeʃən]谐音过去→婆在婶（婆在河南是指姥姥）  

句子：我婆在婶家也拥有（占有）一份财产 

 

bold[bəuld]用粗体印刷的、大胆的、突出的            

如何变：把 b 换成 t，即从[bəuld]→[təuld]→偷的  

句子：那本用粗体印刷的书是他偷的，他真是个大胆的人 

 

paragraph['pærəgrɑ:f]段落       

如何变：把 r 换成 g，即从['pærəgrɑ:f]→['pægəgrɑ:f]→派个寡妇  

句子：派个寡妇去把那一段落的意思帮他解释清楚 

 

heading['hediŋ]标题         

如何变：直接把['hediŋ]谐音过去→还订  

句子：还订了一本标题为《老人与海》的名著  



 

 

 

location[ləu'keiʃən]地方、位置         

如何变：把 ə 换成 a，即从[ləu'keiʃən]→[lau'keiʃən]→老剋婶（剋念 kei，意思是打） 

句子：老剋婶的那个人住在什么地方（位置）？ 

 

grassland['græslænd]草原、草地 

如何变：1、grassland=grass+land 

2、把 æ 换成 i，即从['græslænd]→['grislænd]→葛瑞是懒得（姓葛名瑞）  

句子：葛瑞是懒得很，一见草地（草原）就想躺下来睡一觉 

 

grassy[græsi]盖满草的、长满草的 

如何变：1、grassy= grass+y 

2、把 æ 换成 i，即从[græsi]→[grisi]→葛瑞洗（姓葛名瑞）  

句子：葛瑞洗完衣服后，把脏水倒入了长满草的地方 

 

rocky['rɔki]岩石的、多岩石的          

如何变：在 k 后加 a，即从['rɔki]→['rɔkai]→绕开  

句子：绕开多岩石的地方走 

 

sandy['sændi]含沙的、多沙的          

如何变：直接把['sændi]谐音过去→三弟 

句子：三弟知道所有多沙的河 

 

hilly['hili]多小山的、陡的          

如何变：直接把['hili]谐音过去→海里  

句子：海里也有很陡的小山 

 

mountainous['mauntinəs]多山的、如山的、巨大的     

如何变：把 t 换成 q，即从['mauntinəs]→['maunqinəs]→ 盲棋呢，是 

句子：盲棋呢，是在多山的地方比较流行 

 

surprising[sə'praiziŋ]令人惊奇的、        

如何变：1、surprising= surpris+ing 

        2、把 r 换成 h，即从[sə'praiziŋ]→[sə'phaiziŋ]→色，泼孩子  

句子：他又坏又色，泼孩子的他经常作出一些令人惊奇的事 

 

secretary['sekrətri]秘书、书记、文书         

如何变：把 s 换成 t，即从['sekrətri]→['tekrətri]→泰克若吹（姓泰名克。吹指吹牛）  

句子：泰克若吹他的秘书（书记、文书）有多么多么漂亮，那你也不用理他 

 

percent[pə'sent]百分比、百分数         

如何变：把 p 换成 h，即从[pə'sent]→[hə'sent]→何森特（姓何名森，何炅的何）  

句子：何森特想弄清楚百分比与百分数的区别 

 

marae[mə'rai]毛利人集会地  

如何变：把 a 隐藏起来，即从[mə'rai]→[mə'ri]→ 摸瑞 

句子：摸瑞头的那个人住在毛利人集合地 

 

wedding['wediŋ]婚礼、婚宴        

如何变：把 w 换成 d，即从['wediŋ]→['dediŋ]→待定  

句子：婚礼（婚宴）在哪里举办还在待定中  



 

 

 

burial['beriəl]葬礼、埋葬          

如何变：直接把['beriəl]谐音过去→白瑞偶（姓白名瑞） 

句子：白瑞偶发心脏病去世，我将参加他的葬礼（埋葬） 

 

conference['kɔnfərəns]会议、谈论会      

如何变：直接把['kɔnfərəns]谐音过去→康凤儿然死（然就是说话很啰嗦） 

句子：在讨论会（会议）上，康凤儿然死了 

 

agricultural[ægri'kʌltʃərəl]农业的、农业的      

如何变：直接把[ægri'kʌltʃərəl]谐音过去→艾桂考车柔（姓艾名桂、姓车名柔）  

句子：艾桂考车柔一道有关农业的（农艺的）问题 

 

relation[ri'leiʃən]亲属、亲戚、关系、联系         

如何变：直接把[ri'leiʃən]谐音过去→瑞：雷婶（雷婶是姓雷的大婶，雷老虎的雷）  

句子：（瑞：雷婶是我的亲戚（亲属），她与我有联系） 

 

cattle['kætl]牛、家养牲畜          

如何变：直接把['kætl]谐音过去→开头  

句子：以牛开头的成语有那些？ 

 

export[eks'pɔ:t]输出、出口          

如何变：直接把[eks'pɔ:t]谐音过去→哎！可是保他  

句子：哎！可是保他出狱，他又会搞非法输出（出口商品）了 

 

lamb[læm]小羊、羔羊           

如何变：直接把[læm]谐音过去→赖牧（姓赖名牧）  

句子：赖牧来牧场买了只小羊（羊羔） 

 

ship[ʃip]用船运、装船、乘船            

如何变：ship 乘船与 shop 商店一起记忆 

句子：商店老板不是乘船去的 

 

 

sail[seil]航行、乘船旅行       

如何变：把 s 换成 f，即从[seil]→[feil]→非欧  

句子：非欧人民很喜欢航行（乘船旅行） 

 

cottage['kɔtidʒ]村舍、小别墅      

如何变：直接把['kɔtidʒ]谐音过去→ 考题只/考体质 

句子：1、考题只有一道即“村舍与小别墅的区别”    

2、考体质差的小明“村舍与小别墅的区别” 

 

seaside['si:said]海滨、海边/海边的、海滨的      

如何变：把 s 换成 b，即从['si:said→['bi:said→比赛的  

句子：在海滨（海边）比赛的事传开了 

 

camp[kæmp]使宿营、宿营       

如何变：直接把[kæmp]谐音过去→看破  

句子：一个看破红尘的人在外面宿营 

  



region['ri:dʒən]区域、地方      

如何变：直接把['ri:dʒən]谐音过去→瑞真  

句子：瑞真的住在那个区域（地方） 

 

ethnic['eθnik]少数民族的、种族的      

如何变：1、把 k 换成 g，即从['eθnik]→['eθnig]→爱死你哥 

        2、直接把['eθnik]谐音过去→碍事，你可  

句子：1、那个少数民族的女孩说：“我简直爱死你哥了”        

2、那个少数民族的女孩说：“碍事，你可真碍事” 

 

 

 

 

 

 

 

 

 

 

 

 

 

 

 

 

 

 

 

 

 

 

 

 

 

 

 

 

 

 

 

 

 

 

 

 

 

 

 

 

 

 

 

  



 

 

 

第十九单元 

 

produce[prɔ'dju:s]产量、产物、农产品     

如何变：把 p 换成 b，即从[prɔ'dju:s]→[brɔ'dju:s]→薄娆丢四（姓薄名娆）  

句子：薄娆丢四百块钱，这是她买农产品的钱 

 

protection[prə'tekʃən]保护、保卫 

如何变：直接把[prə'tekʃən]谐音过去→泼泰柯审（姓泰名柯）  

句子：有人泼泰柯审的那个人，你要给予犯人一定的保护 

 

dike[daik]堤坝、排水沟        

如何变：直接把[daik]谐音过去→待客（代课）  

句子：我要去修堤坝（排水沟），你帮我待客（代课）好吗？ 

 

sugarcane['ʃugəkein]甘蔗    

如何变：把 k 换成 l，即从['ʃugəkein]→['ʃugəlein]→数个雷恩（姓雷名恩，雷老虎的雷） 

句子：数个雷恩的朋友来看他，给他带的全是甘蔗 

 

arable['ærəbl]可耕的、适于耕种的       

如何变：1、arable= ar+able≈as+able 

2、直接把['ærəbl]谐音过去→哎！若抱   

句子：哎！若抱孩子的去耕田，那你也得在适于耕种的时候在去 

 

technique[tek'nik]技术、技巧、方法     

如何变：直接把[tek'nik]谐音过去→ 泰柯你可（姓泰名柯）  

句子：泰柯你可不要因研究出新技术，新方法而骄傲啊 

 

fertilization[fə:təlai'zeiʃən]施肥、授精     

如何变：直接把[fə:təlai'zeiʃən]谐音过去→凤儿：他赖贼神（有赌神，也有贼神）  

句子：（凤儿：他赖贼神偷了你施肥（授精）的工具吗？） 

 

fertilizer['fə:təlaizə]肥料、化肥         

如何变：把 ə 换成 i，即从['fə:təlaizə]→['fə:tilaizə]→凤儿替赖泽（凤儿与赖泽是好朋友） 

句子：凤儿替赖泽买肥料（化肥） 

 

fertilise['fə:təlaiz]施肥、使肥沃  

如何变：把 ə 换成 i，即从['fə:təlaiz]→['fə:tilaiz]→凤儿替来自（凤儿是一种亲切的叫法） 

句子：凤儿替来自远方在他们那定居的朋友施肥 

 

irrigation[iri'geiʃən]灌溉、冲洗    

如何变：直接把[iri'geiʃən]谐音过去→易瑞给婶（姓易名瑞，易中天的易）  

句子：易瑞给婶买了灌溉（冲洗）工具 

 

modernize['mɔdənaiz]使现代化 

如何变：把 z 换成 s，即从['mɔdənaiz]→['mɔdənais]→毛德乃是（姓毛名德） 

句子：毛德乃是一名科学家，他的任务是使国家逐渐现代化 

 

pump[pʌmp]泵、抽水机/抽、抽吸       

如何变：直接把[pʌmp]谐音过去→潘坡（姓潘名坡，潘长江的潘）  

句子：潘坡买了一个泵（抽水机）  



 

 

 

seed[si:d]种子、萌芽        

如何变：直接把[si:d]谐音过去→洗的  

句子：把萌芽的种子洗的十分干净 

 

technical['teknikl]技术的、技术上的     

如何变：直接把['teknikl]谐音过去→泰柯你口（姓泰名柯）  

句子：（甲：泰柯你口口声声说技术上的事你负责，你负责了吗？） 

 

import[im'pɔ:t]进口、引入、进口货       

如何变：直接把[im'pɔ:t]谐音过去→ 因泡他 

句子：因泡他新买的进口茶叶时烫了手，所以起了水泡 

 

delegation[deli'geiʃən]代表团、授权、委托    

如何变：直接把[deli'geiʃən]谐音过去→戴立给婶（姓戴名立） 

句子：戴立给婶一张代表团的委托授权书 

 

production[prə'dʌkʃn]总产量、产品、生产  

如何变：把隐藏起来，即从[prə'dʌkʃn]→[prə'dʌkʃ]→破大客是（大客就是指大客车） 

句子：这辆破大客是专门负责运输生产出来的产品的 

 

method['meθəd]方法、办法、方法论      

如何变：直接把['meθəd]谐音过去→卖色的  

句子：卖色的妓女有勾引男人的方法（办法） 

 

shortage['ʃɔ:tidʒ]不足、缺少      

如何变：直接把['ʃɔ:tidʒ]谐音过去→ 少体质 

句子：年少体质差有可能是食物缺少营养，也可能锻炼不足 

 

greenhouse['gri:nhaus]温室、花室    

如何变：greenhouse=green 绿+house 房子  

句子：这间绿房子是花房（温室） 

 

root[ru:t]根、根部         

如何变：直接把[ru:t]谐音过去→如他  

句子：如他所言，根部能吸取水源 

 

insect['insekt]昆虫       

如何变：把 s 换成 l，即从['insekt]→['inlekt]→因莱克特（莱克是英国人）  

句子：因莱克特讨厌昆虫，所以他逢见必杀 

 

genetically[dʒi'netikəli]由基因决定的、与遗传有关的    

如何变：把 k 换成 g，即从[dʒi'netikəli]→[dʒi'netigəli]→这奶提葛丽（这在此读 zhei，奶
指牛奶，葛丽是葛尤的妹妹）  

句子：这奶提葛丽家去（奶的好坏与牛的遗传有关） 

 

gene[dʒi:n]基因、遗传因子  

如何变：直接把[dʒi:n]谐音过去→这 n（现代十分流行的一种形容数量多的英文词，比如 n

多）  

句子：这 n 个基因是遗传因子 

  



modify['mɔdifai]更改、修改、修饰       

如何变：把 a 隐藏起来，即从['mɔdifai]→['mɔdifi]→毛迪非（姓毛名迪）  

句子：毛迪非更改（修改、修饰）不可 

tobacco[tə'bækəu]烟叶、烟草制品、抽烟       

如何变：直接把[tə'bækəu]谐音过去→他：百口  

句子：（他：百口是香烟的名字，我们应该支持烟草事业与抽烟的人，这样烟草制品就将有
个好的销路） 

 

watermelon['wɔ:təmelən]西瓜    

如何变：1、watermelon=water+me+l+on=水+我+l 像数字 1+ on 上面 

      2、直接把['melən]谐音过去→买蓝 

句子：1、桌子上有一个我喜欢吃的水分十足的大西瓜 

2、买蓝皮的西瓜 

 

seedless['si:dlis]无子的 

如何变：直接把['si:dlis]谐音过去→洗的李子 

句子：洗的李子居然里面无子（无核） 

 

soybean['sɔibi:n]大豆       

如何变：把 s 换成 g，即从['sɔibi:n]→['gɔibi:n]→高姨鬓（姓高的阿姨）  

句子：高姨鬓角处粘了一颗大豆 

 

golden['gəuldn]金色的、黄金的        

如何变：在 d 后加 a，即从['gəuldn]→['gəuldan]→狗蛋  

句子：狗蛋有一块金色的（黄金的）石头 

 

tie[tai]领带、领巾、鞋带            

如何变：直接把[tai]谐音过去→太 

句子：领带、领巾、鞋带都不要系的太紧 

 

discovery[dis'kʌvəri]发现、被发现的事物     

如何变：直接把[dis'kʌvəri]谐音过去→迪斯：卡，我瑞(迪斯是英国人)  

句子：（迪斯：卡，我瑞姐早就发现了。） 

 

garden['gɑ:dn]从事园艺、栽培花木        

如何变：把 g 换成 b，即从['gɑ:dn]→['bɑ:dn]→巴顿  

句子：巴顿以前从事园艺事业，负责栽培花木 

 

gardening['gɑ:dniŋ]园艺、选园术、园林工作 

如何变：把 g 换成 m，即从['gɑ:dniŋ]→['mɑ:dniŋ]→ 马德宁（姓马名德宁） 

句子：马德宁从事园林工作 

 

gardener['gɑ:dənə]园丁 

如何变：直接把['gɑ:dənə]谐音过去→嘎的呢  

句子：（园丁：张嘎的呢？） 

 

wisdom['wizdəm]智慧、学识、明智的行为       

如何变：直接把['wizdəm]谐音过去→魏子的墓（魏子为人名）  

句子：魏子的墓是有智慧和学识的人设计的 

 

practical['præktikəl]实际的、实践的、实用的       

如何变：把 r 换成 l，即从['præktikəl]→['plæktikəl]→婆：来客提口（婆在河南指姥姥） 

句子：（婆：来客提口实用的大锅给我，实际上我并不需要）  



 

 

 

guide[gaid]向导、有指导意义的事物/指导、管理、领带         

如何变：直接把[gaid]谐音过去→盖得  

句子：我们向导指导我们盖房子，我们盖得还不错 

 

firstly['fə:stli]第一、首先         

如何变：1、firstly=first+ly 

        2、 直接把['fə:stli]谐音过去→凤儿是他 

句子：首先，我要告诉大家，凤儿是他第一个妻子 

 

condition[kən'diʃən]条件、状况      

如何变：直接把[kən'diʃən]谐音过去→看狄婶（姓狄的大婶）  

句子：看狄婶的穿着就知道她家的条件状况还可以 

 

soil[sɔil]土壤、土地、国土         

如何变：把 s 换成 l，即从[sɔil]→[lɔil]→老姨！,藕  

句子：（甲：老姨！,藕汤千万不要洒到土地（国土、土壤）上） 

 

weed[wi:d]野草、杂草/除草、铲除         

如何变：直接把[wi:d]谐音过去→喂的  

句子：给牲畜喂的杂草很新鲜 

 

remove[ri'mu:v]移动、搬开       

如何变：直接把[ri'mu:v]谐音过去→瑞母（瑞的母亲） 

句子：瑞母想移动（搬开）那个箱子 

 

plough[plau]耕、犁耕/犁 

如何变：把 p 与 lau 调换位置，即从[plau]→[laup]→老婆 

句子：老婆买了个犁 

 

proverb['prɔvə:b]言语、俗语、常言       

如何变：直接把['prɔvə:b]谐音过去→婆绕过我伯（婆在河南指姥姥，伯指伯伯）  

句子：婆绕过我伯的院子跑圈，边跑边念叨一些谚语（俗语、常言） 

 

morrow['mɑ:əu]次日、翌日、早晨       

如何变：直接把['mɑ:əu]谐音过去→ 猫肉 

句子：猫肉我们早晨吃 

 

cackle['kækl]咯咯叫、咯咯地笑        

如何变：直接把['kækl]谐音过去→开口  

句子：一开口就不停地咯咯地笑 

 

 

 

 

 

 

 

 

 

  



 

 

 

第二十单元 

 

humour['hju:mə]幽默、诙谐       

如何变：把 h 换成 y，即从['hju:mə]→['yju:mə]→幽默  

句子：幽默的人一定很诙谐 

 

humourous['hju:mərəs]富于幽默感的、滑稽的 

如何变：把 h 换成 y，即从['hju:mərəs]→['yju:mərəs]→幽默若是  

句子：幽默若是能让人发财的话，那么估计所有人都想成为富于幽默感的（滑稽的）人 

 

twister['twistə]缠绕者、难事、难题        

如何变：直接把['twistə]谐音过去→ 他：魏斯特（姓魏名斯） 

句子：（他：魏斯特喜欢给人出难题） 

 

bitter['bitə]苦的、痛苦的         

如何变：直接把['bitə]谐音过去→比他  

句子：比他还苦（痛苦的）人大有在 

 

witch[witʃ]女巫、老丑妇         

如何变：直接把[witʃ]谐音过去→为吃  

句子：女巫（老丑妇）为吃掉小红帽用尽了方法 

 

chalk[tʃɔ:k]粉笔           

如何变：把 k 换成 g，即从[tʃɔ:k]→[tʃɔ:g]→ 炒个 

句子：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上“炒个你爱吃的菜”几个字 

 

couple['kʌpl]对、双、夫妇         

如何变：把 p 换成 t，即从['kʌpl]→['kʌtl]→卡偷  

句子：（那对夫妇问我：“卡偷到手了吗？”） 

 

minister['ministə]基督教传教的牧师、部长、大臣        

如何变：直接把['ministə]谐音过去→米妮死的（姓米名妮）  

句子：米妮死的时候，那位基督教传教的牧师（部长、大臣）也来了 

 

comedian[kə'mi:diən]喜剧演员、滑稽演员       

如何变：直接把[kə'mi:diən]谐音过去→可没电 

句子：那个喜剧演员（滑稽演员）从来不上班，可没电的那天他却来的特别早 

 

German['dʒə:mən]德语、德国人         

如何变：直接把['dʒə:mən]谐音过去→这 man（这个男人）  

句子：这男人是德国人，说德语 

 

circus['sə:kəs]马戏团、杂技团           

如何变：把 s 换成 w，即从['sə:kəs]→['wə:kəs]→我可是 

句子：我可是马戏团（杂技团）的重要一员 

 

clown[klaun]小丑、粗鲁愚蠢的人          

如何变：在 n 后加 s，即从[klaun]→[klauns]→可老恩师  

句子：可老恩师并不喜欢那个粗鲁愚蠢的人（小丑） 

  



intend[in'tend]想要、打算、意指          

如何变：把 t 换成 w，即从[in'tend]→[in'wend]→因文德（姓文名德，文天祥的文）  

句子：因文德想要去那个地方，我就陪他去了 

cross-dressing[krɔs'dresinŋ]穿着异性服装 

如何变：cross-dressing=cross+dressing  

句子：女人穿男人的衣服叫耍帅，男人穿女人的衣服叫变态 

 

stage[steidʒ]舞台、阶段、时期           

如何变：直接把[steidʒ]谐音过去→是得治  

句子：是得治好那位在舞台上从艺一生的老艺术家 

 

stereotype['steriətaip]模式化的形象        

如何变：直接把['steriətaip]谐音过去→史泰瑞讹太婆（姓史名泰瑞。讹念 e，指讹人） 

句子：史泰瑞讹太婆是因为太婆破坏了她模式化的形象 

 

nationality[næ ʃə'næləti]国籍、国家、部落、民族       

如何变：直接把[næʃə'næləti]谐音过去→奶舍奶了，替我（第一个奶是指奶奶，第二个奶
指牛奶）  

句子：我奶舍奶了，替我把钱捎给商店老板（此商店老板是英国国籍） 

 

certain['sə:tən]确定的、无疑的、某（种）          

如何变：把 t 换成 h，即从['sə:tən]→['sə:hən]→色很（记这个词还得把两字对调，即从色
很→很色）  

句子：这个人很色，这是我绝对确定及确信无疑的 

 

amuse[ə'mju:z]使发笑、使愉快          

如何变：把 m 换成 l，即从[ə'mju:z]→[ə'lju:z]→讹刘孜（姓刘名孜。讹念 e，指讹人） 

句子：讹刘孜的那个人使我们发笑（愉快） 

 

laughter['lɑ:ftə]笑、笑声         

如何变：直接把['lɑ:ftə]谐音过去→拉福特（福特是美国人）  

句子：拉福特去一个充满笑声的地方 

 

accent['æksənt]口音、腔调、重音          

如何变：把 k 换成 f，即从['æksənt]→['æfsənt]→艾弗森他  

句子：艾弗森他一直是那个口音（强调） 

 

actually['æktʃuəli]实际上、事实上          

如何变：直接把['æktʃuəli]谐音过去→哎！可橱里  

句子：哎！可橱里实际上（事实上）什么也没有 

 

sketch[sketʃ]短剧、略图、草图           

如何变：直接把[sketʃ]谐音过去→是该吃  

句子：那个画草图的人这个点钟是该吃过了 

 

typical['tipikl]典型的、象征性的           

如何变：把 k 换成 g，即从['tipikl]→['tipitl]→替披头  

句子：替披头散发的那个人理个十分典型的发型 

 

thyme[raim]押韵、作诗、韵律和谐  

如何变：把 r 换成 h，即从[raim]→[haim]→海牧（姓海名牧，海大富的海）  

句子：海牧喜欢作诗，而且他作的诗也十分押韵 

  



 

 

 

forefinger['fɔ:fiŋgə]食指           

如何变：1、forefinger=for+e+finger（主要记忆这部分） 

        2、把 f 换成 d，即从[fiŋgə]→[diŋgə]→丁哥 （姓丁的大哥） 

句子：丁哥的食指被划破了 

 

fist[fist]拳头                  

如何变：fist 拳头与 first 第一  

句子：第一，拳头要攥紧 

 

bend[bend]弯曲、专心于、屈服                 

如何变：直接把[bend]谐音过去→笨的  

句子：尽管他笨的要命，但他专心于他的学习 

 

hip[hip]臀部                  

如何变：直接把[hip]谐音过去→嘿！破  

句子：嘿！破臀部有啥好看的 

 

tap['tæp]轻拍、轻敲                  

如何变：直接把['tæp]谐音过去→太婆  

句子：太婆轻拍（轻敲）了我一下 

 

gently['dʒentli]轻轻地、逐渐地               

如何变：直接把['dʒentli]谐音过去→枕头里  

句子：我轻轻地枕在枕头上，我感觉枕头里好像有其他别的东西 

 

anger['æŋgə]怒、愤怒                

如何变：直接把['æŋgə]谐音过去→俺哥  

句子：俺哥并没有愤怒 

 

useless['ju:slis]无用的、无效的 

如何变：1、useless=use+less 

2、直接把['ju:slis]谐音过去→又撕李四 

句子：又撕李四的合同书，但这份合同书是无效的 

 

narrator[nə'reitə]讲述者、口述者             

如何变：直接把[nə'reitə]谐音过去→呢，瑞特  

句子：（讲述者（口述者）：对你所说的呢，瑞特相信） 

 

showman['ʃəumən]演出主持人            

如何变：1、showman=show+man 

        2、直接把['ʃəumən]谐音过去→守门  

句子：守门的是那位演出主持人 

 

detail['di:teil]细节、详情/详述、细说               

如何变：直接把['di:teil]谐音过去→弟抬藕  

句子：他看见了我弟抬藕，并把其中的细节对我详述（细说） 

 

occur[ə'kə:]发生、出现               

如何变：在 ə 前加 w，即从[ə'kə:]→[wə'kə:]→我可   

句子：我可没有在发生事故的现场出现过  



2、把 f 换成 g，即从['fɔ:tʃənətli]→['gɔ:tʃənətli]→高澈呢，特（姓高名澈）  

句子：我们高澈呢，特幸运，出门就遇贵人 

 

silence['sailəns]寂静、沉默、静默/使沉默、使安静            

如何变：把 s 换成 h，即从['sailəns]→['hailəns]→害兰斯（姓兰名斯）  

句子：害兰斯的那个人很沉默，目前躲在寂静的山岭中 

 

rude[ru:d]粗鲁无礼的、残暴的               

如何变：直接把[ru:d]谐音过去→入的  

句子：那个粗鲁无礼的（残暴的）人入的不是共产党 

 

confuse[kən'fju:z]使迷惑、打乱、混淆             

如何变：把 f 换成 y，即从[kən'fju:z]→[kən'yju:z]→看游子（看尤子）  

句子：看游子（看尤子）能不能打乱他们的阵脚，使他们迷惑 

 

confused[kən'fju:zd]困惑的、烦恼的            

如何变：把 f 换成 y，即从[kən'fju:zd]→[kən'yju:zd]→看游子的（看尤子的）  

句子：看游子的（看尤子的）吧！他（们）一定能使那个处在迷惑烦恼中的人不在困惑与
烦恼 

 

 

 

 

 

 

 

 

 

 

 

 

 

 

 

 

 

 

 

 

 

 

 

 

 

 

 

 

 

 

 

 

 

  



 

 

 

第二十一单元 

 

unfair[ʌn'feə]不公正的、不不公平的             

如何变：直接把[ʌn'feə]谐音过去→按费娥  

句子：按费娥的说法，他是个不公正的（不公平的）人 

 

customer['kʌstəmə]顾客、主顾            

如何变：直接把['kʌstəmə]谐音过去→卡斯特（罗）么  

句子：你的顾客（顾主）是卡斯特（罗）么？ 

 

avoid[ə'vɔid]避免、消除                

如何变：把 v 换成 l，即从[ə'vɔid]→[ə'lɔid]→讹老姨（讹念 e，指讹人）  

句子：讹老姨的那个坏人为了避免受到打击报复，自己去公安局自首了 

 

contact['kɔntækt]接触、联系              

如何变：直接把['kɔntækt]谐音过去→康泰克特（康泰克是一款感冒药）  

句子：（那个与我有接触（联系）的人说：“如果你感冒了，请吃康泰克，康泰克特管用） 

 

frown[fraun]皱眉、不许可、不同意              

如何变：直接把[fraun]谐音过去→付娆恩（姓付名娆恩）  

句子：付娆恩皱眉表示不同意（不许可） 

 

lean[li:n]倚靠、倾斜                

如何变：直接把[li:n]谐音过去→林  

句子：林老师倚靠在他停在斜坡上的车上 

 

suitcase['sju:tkeis]手提琴、小提琴             

如何变：直接把['sju:tkeis]谐音过去→修他剋死（剋死的意思是打死）  

句子：修他剋死的那个小偷偷的小提琴（手提琴） 

 

ahead[ə'hed]在前、向前、提前 

如何变：1、ahead=a+head  

        2、直接把[ə'hed]谐音过去→哦，海的 

句子：哦，海的前面还是海 

 

manage['mænidʒ]做成（某事）、管理、经营             

如何变：直接把['mænidʒ]谐音过去→麦妮只（姓麦名妮） 

句子：麦妮只负责经营（管理） 

 

fold[fəuld]折叠、合拢、抱住                

如何变：told 与 fold 一起记忆  

句子：我已告诉他不要抱住那头狮子 

 

vary['veəri]改变、使多样化/变化、不同               

如何变：very 与 vary 一起记忆  

句子：我非常想知道他为什么会改变这么多 

 

disrespectful[disri'spektful]失礼的、无礼的        

如何变：1、disrespectful=disrespect+ful 

        2、直接把[disri'spekt]谐音过去→瑞：四伯可他   



句子：（瑞：四伯可他娘的不是东西了，怎么能那么无礼（失礼）呢！） 

 

 

thumb[θʌm]拇指             

如何变：直接把[θʌm]谐音过去→撒牧（姓撒名牧，撒贝宁的撒）  

句子：撒牧的拇指被划伤 

 

index['indeks]食指、索引              

如何变：直接把['indeks]谐音过去→因戴柯是（姓戴名柯）  

句子：因戴柯是不小心弄破了他的食指，所以她并没有生气 

 

part[pɑ:t]分开、分离                

如何变：直接把[pɑ:t]谐音过去→怕她  

句子：怕她与我分离 

 

crazy['kreizi]疯狂的、狂热的、不安全的              

如何变：把 i 隐藏起来，即从['kreizi]→['kreiz]→亏贼/盔子  

句子：1、亏贼救了她，要不她真的要被那个疯狂的人打死了 

2、那个有点疯狂的人买了一个盔子 

 

firm[fə:m]稳定而有力的、牢固的                

如何变：把 k 换成 g，即从[fə:m]→[bə:m]→ 伯母 

句子：（伯母的一招一式都是稳定而有力的） 

 

handshake['hændʃeik]握手           

如何变：直接把['hændʃeik]谐音过去→韩德：谁渴（姓韩名德）  

句子：（韩德：谁渴了就与我握手，以示意想喝水了） 

 

bow[bau]鞠躬、弯腰                

如何变：直接把[bau]谐音过去→宝  

句子：大宝向老者弯腰鞠躬 

 

interpretation[intə:pri'teiʃən]解释、阐明、口译、理解         

如何变：把 t 换成 l，即从[intə:pri'teiʃən]→[intə:pri'leiʃən]→ 因他泼雷婶（姓雷的大婶，
雷老虎的雷） 

句子：因他泼雷婶，使雷婶既伤心有生气，我希望他向雷婶解释一下 

 

palm[pɑ:m]手掌/把。。。藏于手掌中、与。。。握手 

如何变：直接把[pɑ:m]谐音过去→怕母  

句子：怕母亲用手掌打我 

 

shrug[ʃrʌg]耸肩                

如何变：直接把[ʃrʌg]谐音过去→刷哥  

句子：刷哥鞋的那个人很爱耸肩 

 

pat[pæt]轻拍                  

如何变：直接把[pæt]谐音过去→拍他  

句子：轻拍他（轻拍与拍他重叠了） 

 

incredible[in'kredəbl]难以置信的            

如何变：把 r 隐藏起来，即从[in'kredəbl]→[in'kedəbl]→因可爱的 

句子：因可爱的包被小偷偷了，她就自杀了，这真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 

  



 

 

 

forefinger['fɔ:fiŋgə]食指           

如何变：1、forefinger=for+e+finger（主要记忆这部分） 

        2、把 f 换成 d，即从[fiŋgə]→[diŋgə]→丁哥 （姓丁的大哥） 

句子：丁哥的食指被划破了 

 

fist[fist]拳头                  

如何变：fist 拳头与 first 第一  

句子：第一，拳头要攥紧 

 

bend[bend]弯曲、专心于、屈服                 

如何变：直接把[bend]谐音过去→笨的  

句子：尽管他笨的要命，但他专心于他的学习 

 

hip[hip]臀部                  

如何变：直接把[hip]谐音过去→嘿！破  

句子：嘿！破臀部有啥好看的 

 

tap['tæp]轻拍、轻敲                  

如何变：直接把['tæp]谐音过去→太婆  

句子：太婆轻拍（轻敲）了我一下 

 

gently['dʒentli]轻轻地、逐渐地               

如何变：直接把['dʒentli]谐音过去→枕头里  

句子：我轻轻地枕在枕头上，我感觉枕头里好像有其他别的东西 

 

anger['æŋgə]怒、愤怒                

如何变：直接把['æŋgə]谐音过去→俺哥  

句子：俺哥并没有愤怒 

 

useless['ju:slis]无用的、无效的 

如何变：1、useless=use+less 

2、直接把['ju:slis]谐音过去→又撕李四 

句子：又撕李四的合同书，但这份合同书是无效的 

 

narrator[nə'reitə]讲述者、口述者             

如何变：直接把[nə'reitə]谐音过去→呢，瑞特  

句子：（讲述者（口述者）：对你所说的呢，瑞特相信） 

 

showman['ʃəumən]演出主持人            

如何变：1、showman=show+man 

        2、直接把['ʃəumən]谐音过去→守门  

句子：守门的是那位演出主持人 

 

detail['di:teil]细节、详情/详述、细说               

如何变：直接把['di:teil]谐音过去→弟抬藕  

句子：他看见了我弟抬藕，并把其中的细节对我详述（细说） 

 

occur[ə'kə:]发生、出现               

如何变：在 ə 前加 w，即从[ə'kə:]→[wə'kə:]→我可   

句子：我可没有在发生事故的现场出现过  



 

 

 

focus['fəukəs]中心、焦点               

如何变：把 f 换成 t，即从['fəukəs]→['təukəs]→头可是（头指领导者）  

句子：我们头可是我们活动中心的焦点 

 

specific[spə'sifik]具体的、特有的             

如何变：直接把[spə'sifik]谐音过去→四伯洗费柯（姓费名柯，费翔的费）  

句子：四伯洗费柯衣服的全过程，请你具体的说一下 

 

 

 

 

 

 

 

 

 

 

 

 

 

 

 

 

 

 

 

 

 

 

 

 

 

 

 

 

 

 

 

 

 

 

 

 

 

 

 

 

 

 

  



 

 

 

第二十二单元 

 

amusement[ə'mju:zmənt]消遣、娱乐（活动）            

如何变：1、amusement=amuse+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把 m 换成 l，即从[ə'mju:z]→[ə'lju:z]→讹刘孜（姓刘名孜。讹念 e，指讹人） 

句子：那个喜欢消遣、娱乐的坏人经常因小事讹刘孜 

 

coaster['kəustə]惯性运转装置               

如何变：把 k 换成 t，即从['kəustə]→['təustə]→头死的（头指领导）  

句子：我们头死的真惨！被惯性运转装置砸成肉饼了 

 

bungee['bʌŋdʒi:]跳簧、弹性束、橡皮筋               

如何变：直接把['bʌŋdʒi:]谐音过去→搬这（这在此念 zhei）  

句子：搬这个装满跳簧（橡皮筋）的箱子 

 

creek[kri:k]小湾、小港、小河                

如何变：直接把[kri:k]谐音过去→逵可（逵是《水浒传》里的李逵）  

句子：李逵可没掉进小河（小湾、小港）里 

 

souvenir['su:vəniə]纪念品、纪念物              

如何变：直接把['su:vəniə]谐音过去→苏沃，你饿（姓苏名沃）  

句子：那个卖纪念品（纪念物）的小贩对苏沃说：“苏沃，你饿了吗？” 

 

giant['dʒaiənt]巨人、巨物                 

如何变：直接把['dʒaiənt]谐音过去→翟恩特（姓翟名恩）  

句子：翟恩特想打败那个巨人（巨物） 

 

dragon['drægən]龙、凶暴的人               

如何变：直接把['drægən]谐音过去→拽根  

句子：那个凶暴的人拽根龙筋与我战斗 

 

attraction[ə'trækʃən]吸引人的事物、吸引、吸引力             

如何变：1 attraction=attrac+tion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在 æ 后加 n，即从[ə'træk]→[ə'trænk]→讹船客（讹念 e，指讹人。划船的是
船家，坐船的是船客）  

句子：讹船客手中那一吸引人的事物 

 

collection[kə'lekʃən]收集、搜集、聚集               

如何变：直接把[kə'lekʃən]谐音过去→可莱克审（莱克是英国人）  

句子：可莱克审的那个人并没有收集（搜集、聚集）。。。。 

 

castle['kɑsl]城堡                

如何变：把 k 换成 t，即从['kɑsl]→['tɑsl]→他搜  

句子：他搜了整个城堡，也没找到那个逃犯 

 

costume['kɔstju:m]全套服饰、全套装束               

如何变：把 t 换成 l，即从['kɔstju:m]→['kɔslju:m]→考试，刘孜（姓刘名孜）  

句子：今天考试，刘孜把全套服饰（全套装束）都换成了当时十分流行的服饰 

 

minority[mi'nɔ:rəti]少数民族、少数               



如何变：把 n 隐藏起来，即从[mi'nɔ:rəti]→[mi'ɔ:rəti]→米奥若替（姓米名奥）  

句子：米奥若替那个少数民族的说好话，说明他站在少数民族兄弟那边 

 

cartoon[kɑ:'tu:n]漫画、卡通片、动画片 

如何变：直接把[kɑ:'tu:n]谐音过去→卡通  

句子：卡通有漫画和动画片等形式 

 

thrill[θril]兴奋、激动/使激动、使胆战心惊                

如何变：直接把[θril]谐音过去→是瑞熬  

句子：那个小伙子一听这汤是瑞熬的，他顿时变得十分兴奋（激动） 

 

entertainment[entə'teinmənt]娱乐、招待  

如何变：1、entertainment=entertain+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把 t 换成 l，即从[entə'tein]→[entə'lein]→恩特，雷恩（姓恩名特、姓雷名恩）

句子：恩特，雷恩二人在我们娱乐中心受到热情的招待 

 

educate['edju:keit]教育、培养、训练            

如何变：直接把['edju:keit]谐音过去→爱丢，剋他（剋念 kei，意思是打）  

句子：他什么都爱丢，剋他一顿让他长长记性，这也是对其的教育与帮助 

 

conservation[kɔnsə(:)'veiʃən]（自然资源的）保护、管理、保存       

如何变：把 s 换成 d，即从[kɔnsə(:)'veiʃən]→[kɔndə(:)'veiʃən]→康德为婶  

句子：康德为婶能有这么好的管理才能感到高兴 

 

marine[mə'ri:n]海的、海产的             

如何变：直接把[mə'ri:n]谐音过去→摸瑞恩（《拯救大兵瑞恩》）  

句子：那个卖海产的小贩摸瑞恩的头 

 

coastal['kəustl]海岸的、沿海的            

如何变：把 k 换成 g，即从['kəustl]→['kəusdl]→ 口试都 

句子：沿海的国家我基本上都去过，在那里也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一个给我写信说他笔
试与口试都通过了 

 

divide[di'vaid]分、划分、隔开             

如何变：把 v 换成 y，即从[di'vaid]→[di'yaid]→意外的   

句子：我们在划分界限时没想到还有意外的收获 

 

section['sekʃən]部分、区域            

如何变：把 s 换成 l，即从['sekʃən]→['lekʃən]→莱克审（莱克是英国人）  

句子：莱克审的人是我们部分（区域）的 

 

shuttle['ʃʌtl]往返汽车、航天飞机             

如何变：直接把['ʃʌtl]谐音过去→杀头  

句子：偷往返汽车（航天飞机）可是杀头之罪 

 

butterfly['bʌtəflai]蝴蝶            

如何变：直接把['bʌtəflai]谐音过去→巴特扶来（巴特是中国的篮球运动员）  

句子：巴特扶来一位老的蝴蝶仙子 

 

risk[risk]冒。。。的危险/冒险、风险                

如何变：直接把[risk]谐音过去→瑞此刻  

句子：瑞此刻正在想他要不要冒此风险 

  



 

 

 

injury['indʒəri]伤害、受伤处              

如何变：直接把['indʒəri]谐音过去→尹哲瑞（姓尹名哲瑞，《奥！必胜奉顺英》中尹哲雄的

妹妹）  

句子：尹哲瑞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rocket['rɔkit]火箭、火箭式投射器             

如何变：把 r 换成 b，即从['rɔkit]→['bɔkit]→暴剋他（暴剋的意思是暴打）  

句子：那个研究火箭的科学家暴剋他那不孝之子 

 

helicopter['helikɔptə]直升飞机           

如何变：直接把['helikɔptə]谐音过去→海里考波特  

句子：院长决定开直升飞机到海里考波特（波特是哈利·波特） 

 

carve[kɑ:v]雕刻               

如何变：把 k 换成 m，即从[kɑ:v]→[mɑ:v]→马武  

句子：马武很善长雕刻 

 

jade[dʒeid]玉石、碧玉、翡翠              

如何变：把 d 换成 g，即从[dʒeid]→[dʒeig]→这个（这在此念 zhei）  

句子：这个箱子里装的是玉石、翡翠和碧玉 

 

achievement[ə'tʃi:vmənt]成功、功绩        

如何变：1、achievement=achieve+ment 

        2、把 i 隐藏起来，即从[ə'tʃi:v]→[ə'tʃ:v]→额池武（姓池名武）  

句子：额池武的那个人认为池武一定成功（取得好成绩） 

 

civilization[sivəlai'zeiʃən]文明、开化        

如何变：直接把[sivəlai'zeiʃən]谐音过去→喜徳来：贼神（喜来乐的喜。有赌神也有贼神）
句子：（喜徳来：贼神这个住在文明、开化的城市中变得不游手好闲了） 

 

prevent[pri'vent]防止、妨碍           

如何变：把 p 换成 b，即从[pri'vent]→[bri'vent]→薄瑞问他（姓薄名瑞）  

句子：薄瑞问他如何才能防止她妨碍别人 

 

homesick['həumsik]想家的、患思乡病的 

如何变：homesick=home 家+sick 病  

句子：跟家有关的病叫思乡病 

 

handbag['hændbæg]（女用）手提包、旅行包 

如何变：handbag=hand 手+bag 包  

句子：手上提的包叫手提包 

 

twist[twist]扭曲、盘旋/扭湾、缠绕             

如何变：直接把[twist]谐音过去→他喂死的  

句子：他喂死的那只经常在天上盘旋的老鹰被我吃了 

 

loop[lu:p]环、弯曲部分、回路/使（某物）成环或成圈             

如何变：直接把[[lu:p]谐音过去→鲁坡（姓鲁名坡）  

句子：鲁坡捡到一个环 

  



imagination[imædʒi'neiʃən]想象力、空想、想象的事物        

如何变：直接把[imædʒi'neiʃən]谐音过去→姨买这（个），那婶     

句子：我姨买这（个），那婶偏不让，说这东西吃了后会抑制孩子的想象力 

designer[di'zainə]设计师、制图师           

如何变：把 n 换成 m，即从[di'zainə]→[di'zaimə]→弟在么  

句子：（设计师（制图师傅）：“你弟在么？”） 

 

endless['endlis]无止境的、无穷的 

如何变：endless=end 结束+less 无  

句子：无结束与无穷的意思差不多 

 

 

 

 

 

 

 

 

 

 

 

 

 

 

 

 

 

 

 

 

 

 

 

 

 

 

 

 

 

 

 

 

 

 

 

 

 

 

 

 

 

 

  



 

 

 

高二上 

第一单元 

 

genius['dʒi:njəs]天才、创造力                      

如何变：直接把['dʒi:njəs]谐音过去→这镊子（这在此念 zhei）  

句子：这个天才很有创造力，这镊子就是他研制的 

 

inspiration[inspə'reiʃən]灵感、鼓舞人心的人（或事物）                 

如何变：把 r 换成 g，即从[inspə'reiʃən]→[inspə'geiʃən]→因四伯给婶 

句子：因四伯给婶的不仅仅是灵感，还有希望，所以婶很感激他 

 

perspiration[pə:spə'reiʃən]汗水、出汗                 

如何变：直接把[pə:spə'reiʃən]谐音过去→泼四伯”瑞婶（叫瑞的大婶）  

句子：“有坏人用汗水泼四伯”瑞婶说 

 

undertake[ʌndə'teik]着手做、从事、承担 

如何变：undertake=under+take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用做过多解释 

 

analysis[ə'næləsis]分析、分解                   

如何变：在 ə 前加 w，即从[ə'næləsis]→[wə'næləsis]→我奶乐西施（奶指奶奶，乐指嘲笑） 
句子：我奶乐西施是因为那么简单的分析（分解）题都做不出 

 

obvious['ɔbviəs]显然的、明显的                    

如何变：直接把['ɔbviəs]谐音过去→敖伯为饿死（敖伯指的是姓敖的伯伯）  

句子：敖伯为饿死的人祷告，显然是想超度他们 

 

within[wi'ðin]在。。。里面、在。。。范围之内 

如何变：within=with+in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用做过多解释 

 

quote[kwəut]隐语、引文、引号                     

如何变：直接把[kwəut]谐音过去→寇他  

句子：（引文中有一句话：“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却要寇他一顶资产阶级帽子”） 

 

agriculture['ægrikʌltʃə]农学、农业                

如何变：直接把['ægrikʌltʃə]谐音过去→艾贵靠扯（姓艾名贵） 

句子：艾贵靠扯一些农学（农业）知识在农村中混口饭吃 

 

gravity['grævəti]重力、引力、地心力                     

如何变：直接把['grævəti]谐音过去→怪我踢  

句子：那个研究重力（引力、地心引力）的专家怪我踢到了他的狗 

 

radioactivity[reidiəuæk'tivəti]放射性、放射现象、放射线              

如何变：在 æ 前加 l，即从[reidiəuæk'tiviti]→[reidiəulæk'tivəti]→瑞丢来客，替我踢 

        （丢指把东西丢出去，“丢”是动词。来客指家里来的客人） 

句子：（甲：瑞丢来客，替我踢她一脚   

 乙：难道她丢的是放射性的东西吗？） 

 

curious['kjuriəs]好奇的、好求知的、爱打听隐私的  



如何变：把 k 换成 l，即从['kjuriəs]→['ljuriəs]→刘瑞娥是（姓刘名瑞娥） 

句子：刘瑞娥是个对什么事都很好奇的人，而且很爱打听别人的隐私 

 

branch[brɑ:ntʃ]（学科）分科、树枝、支流、支线、分支机构                   

如何变：直接把[brɑ:ntʃ]谐音过去→薄然吃（姓薄名然）  

句子：薄然吃过饭后去了他们的分支机构 

 

debate[di'beit]辩论、争论                  

如何变：直接把[di'beit]谐音过去→弟背他（背指背着）  

句子：我弟背他去与人辩论（争论） 

 

biologist[bai'ɔlədʒist]生物学家                

如何变：把 t 换成 g，即从[bai'ɔlədʒist]→[bai'ɔlədʒisg]→白熬了这四个（这在此念 zhei）
句子：（生物学家：白熬了这四个孩子爱喝的煲汤） 

 

scan[skæn]浏览、细看、反复察看                  

如何变：直接把[skæn]谐音过去→是看  

句子：我是看了一遍，但只是浏览着看，并未细看 

 

boundary['baundəri]分界线、边界、界限              

如何变：直接把['baundəri]谐音过去→邦德：瑞（邦德 007）  

句子：（邦德：瑞去边界（分界线）了吗？） 

 

promising['prɔmisiŋ]有前途的、有希望的             

如何变：把 p 换成 b，即从['prɔmisiŋ]→['pbɔmisiŋ]→婆抱米星（婆在河南指姥姥）  

句子：我婆抱米星，边走边说：“我们米星是最有前途的，最有希望的” 

 

graduate['grædʒueit]大学毕业生、毕业生              

如何变：在 e 前加 g，即从['grædʒueit]→['grædʒugeit]→怪舅给他 

句子：怪舅给他的表妹找了一个大学毕业生当老公（怪指埋怨，表妹是舅舅的女儿） 

 

incurable[in'kjurəbl]医不好的、不可救药的、无法补救的              

如何变：把 k 换成 n，即从[in'kjurəbl]→[in'njurəbl]→尹牛若抱（姓尹名牛，尹相杰的尹）
句子：尹牛若抱那个医不好的（不可救药的）人，你就让他抱一抱 

 

engage[in'geidʒ]使订婚、约定、雇佣、使从事                

如何变：把 g 换成 l，即从[in'geidʒ]→[in'leidʒ]→因雷志（姓雷名志，雷老虎的雷）  

句子：因雷志之前与我约定好了，给孩子雇用一个保姆，所以你不用怪我找保姆了 

 

research[ri'sə:tʃ]探索、调查、研究/调查、研究               

如何变：把 s 换成 d，即从[ri'sə:tʃ]→[ri'də:tʃ]→瑞的尺 

句子：那个搞探索（调查、研究）的人捡到了瑞的尺 

 

exploration[eksplə'reiʃən]探究、考察、勘探            

如何变：把 r 换成 g，即从[eksplə'reiʃən]→[eksplə'geiʃən]→ 哎！可是伯乐给婶 

句子：哎！可是伯乐给婶的探究（考察、勘探）报告是真的就好了 

 

wheelchair['wi:l'tʃeə]轮椅 

如何变：1、wheelchair=wheel 轮+chair 椅 

        2、wheel+chair≈where+chair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disable[dis'eibl]丧失能力的  



如何变：把 k 换成 l，即从['kjuriəs]→['ljuriəs]→刘瑞娥是（姓刘名瑞娥） 

句子：刘瑞娥是个对什么事都很好奇的人，而且很爱打听别人的隐私 

 

branch[brɑ:ntʃ]（学科）分科、树枝、支流、支线、分支机构                   

如何变：直接把[brɑ:ntʃ]谐音过去→薄然吃（姓薄名然）  

句子：薄然吃过饭后去了他们的分支机构 

 

debate[di'beit]辩论、争论                  

如何变：直接把[di'beit]谐音过去→弟背他（背指背着）  

句子：我弟背他去与人辩论（争论） 

 

biologist[bai'ɔlədʒist]生物学家                

如何变：把 t 换成 g，即从[bai'ɔlədʒist]→[bai'ɔlədʒisg]→白熬了这四个（这在此念 zhei）
句子：（生物学家：白熬了这四个孩子爱喝的煲汤） 

 

scan[skæn]浏览、细看、反复察看                  

如何变：直接把[skæn]谐音过去→是看  

句子：我是看了一遍，但只是浏览着看，并未细看 

 

boundary['baundəri]分界线、边界、界限              

如何变：直接把['baundəri]谐音过去→邦德：瑞（邦德 007）  

句子：（邦德：瑞去边界（分界线）了吗？） 

 

promising['prɔmisiŋ]有前途的、有希望的             

如何变：把 p 换成 b，即从['prɔmisiŋ]→['pbɔmisiŋ]→婆抱米星（婆在河南指姥姥）  

句子：我婆抱米星，边走边说：“我们米星是最有前途的，最有希望的” 

 

graduate['grædʒueit]大学毕业生、毕业生              

如何变：在 e 前加 g，即从['grædʒueit]→['grædʒugeit]→怪舅给他 

句子：怪舅给他的表妹找了一个大学毕业生当老公（怪指埋怨，表妹是舅舅的女儿） 

 

incurable[in'kjurəbl]医不好的、不可救药的、无法补救的              

如何变：把 k 换成 n，即从[in'kjurəbl]→[in'njurəbl]→尹牛若抱（姓尹名牛，尹相杰的尹）
句子：尹牛若抱那个医不好的（不可救药的）人，你就让他抱一抱 

 

engage[in'geidʒ]使订婚、约定、雇佣、使从事                

如何变：把 g 换成 l，即从[in'geidʒ]→[in'leidʒ]→因雷志（姓雷名志，雷老虎的雷）  

句子：因雷志之前与我约定好了，给孩子雇用一个保姆，所以你不用怪我找保姆了 

 

research[ri'sə:tʃ]探索、调查、研究/调查、研究               

如何变：把 s 换成 d，即从[ri'sə:tʃ]→[ri'də:tʃ]→瑞的尺 

句子：那个搞探索（调查、研究）的人捡到了瑞的尺 

 

exploration[eksplə'reiʃən]探究、考察、勘探            

如何变：把 r 换成 g，即从[eksplə'reiʃən]→[eksplə'geiʃən]→ 哎！可是伯乐给婶 

句子：哎！可是伯乐给婶的探究（考察、勘探）报告是真的就好了 

 

wheelchair['wi:l'tʃeə]轮椅 

如何变：1、wheelchair=wheel 轮+chair 椅 

        2、wheel+chair≈where+chair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disable[dis'eibl]丧失能力的  



 

 

 

geographer[dʒi'ɔgrəfə]地理学家           

如何变：把 f 换成 h，即从[dʒi'ɔgrəfə]→[dʒi'ɔgrəhə]→这敖哥若和（这在此念 zhei，敖哥

指李敖大哥或姓敖的大哥）  

句子：这敖哥若和那个地理学家有仇，我们就帮敖哥教训一下那个地理学家 

 

heaven['hevən]天、天空                

如何变：直接把['hevən]谐音过去→海文（姓海名文，海是海大富的海）  

句子：海文痴痴地望着天空 

 

intelligent[in'telidʒənt]理解力强的、有才智的           

如何变：直接把[in'telidʒənt]谐音过去→因泰立占他（姓泰名立）  

句子：因泰立占他那理解力强的（有才智的）女同学的便宜，校方决定给他记大过处分 

 

patient['peiʃənt]忍耐的、容忍的、有耐心的              

如何变：直接把['peiʃənt]谐音过去→陪婶她  

句子：能陪婶她姐的人一定很有耐心，很能忍耐（容忍） 

 

experiment[iks'perimənt]进行实验、进行试验  

如何变：1、experiment=experi+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iks'peri]谐音过去→易柯：是白瑞（姓易名柯，易中天的易。姓白名瑞，

白居易的白） 

句子：（易柯：是白瑞在那里进行实验） 

 

 

 

 

 

 

 

 

 

 

 

 

 

 

 

 

 

 

 

 

 

 

 

 

 

 

 

  



 

 

 

第二单元 

 

media['mi:diə]宣传工具、新闻媒体、传媒         

如何变：把 m 换成 n，即从['mi:diə]→['ni:diə]→你爹  

句子：你爹认为新闻媒体是宣传工具 

 

reliable[ri'laiəbl]可靠的、可信赖的、确实的        

如何变：1、reliable=reli+able≈rely+able 

        2、直接把[ri'laiəbl]谐音过去→瑞赖二宝（赖是动词）  

句子：瑞赖二宝把一个不可靠的人带到了家中 

 

fire['faiə]解雇、开除/开枪、射击           

如何变：把 a 隐藏起来，即从['faiə]→['fiə]→飞蛾 

句子：他因开枪射击一只飞蛾而被老板解雇（开除） 

 

difficulty['difikəlti]困难、难事      

如何变：直接把['difikəlti]谐音过去→狄飞：口蹄（姓狄名飞，狄仁杰的狄）  

句子：（狄飞：口蹄疫是一种怪病，治起来确实有些困难） 

 

nosy['nəuzi]爱管闲事的          

如何变：把 n 换成 m，即从['nəuzi]→['məuzi]→某贼  

句子：某贼打了一个爱管闲事的人 

 

editor['editə]编辑、编者         

如何变：直接把['editə]谐音过去→爱弟特  

句子：我爱弟特想当编辑（编者） 

 

reason['ri:zən]原因、动机、理性、道理         

如何变：直接把['ri:zən]谐音过去→瑞怎  

句子：（甲：瑞怎么没来？    

乙：她没来一定有她的原因） 

 

elect[i'lekt]选举、推选          

如何变：直接把[i'lekt]谐音过去→咦！莱克他（莱克是英国人）  

句子：咦！莱克他怎么没选择（推选）任何人呢？ 

 

injure['indʒə]损害、伤害、使蒙受损失         

如何变：直接把['indʒə]谐音过去→尹哲（雄） 

        （《奥！必胜奉顺英》中的两个主演，即尹哲雄与奉顺英） 

句子：尹哲雄伤害了奉顺英 

 

rumour['ru:mə]谣言、传闻       

如何变：直接把['ru:mə]谐音过去→入魔 

句子：他听说了谣言（传闻）后变得走火入魔 

 

inform[in'fɔ:m]通知、告诉       

如何变：在 ɔ 后加 ŋ，即从[in'fɔ:m]→[in'fɔŋ:m]→因方牧（姓方名牧）  

句子：因方牧没有即时通知（告诉）大家，导致不良后果的发生，他是有责任的 

 

informed[in'fɔ:md]有知识的、见识广的、了解情况的      



如何变：在 ɔ 后加 ŋ，即从[in'fɔ:md]→[in'fɔŋ:md]→因方牧的（姓方名牧）  

句子：因方牧的学历最高，在我村他是最有知识的，见闻最广的，所以大家选他当村长 

 

relate[ri'leit]有关、涉及         

如何变：1、relate=re 又+late 晚了 

2、把 l 换成 g，即从[ri'leit]→[ri'geit]→瑞给他  

句子：瑞给他一份有关金融危机的报纸 

 

talent['tælənt]天资、天赋、才能          

如何变：直接把['tælənt]谐音过去→ 泰兰她（姓泰名兰） 

句子：泰兰她姐姐真的很有天赋（天资） 

 

talented['tæləntid]有才能的、天资高的         

如何变：直接把['tæləntid]谐音过去→泰兰提的（姓泰名兰）  

句子：泰兰提的营养品是给那个有才能的（天资高的）人买的 

 

switch[switʃ]转变、改变            

如何变：直接把[switʃ]谐音过去→四位吃  

句子：四位吃过饭后想法有何转变（改变）？ 

 

interviewee[intəvju: ə]被接见者、被采访者、被面试者     

如何变：把 v 换成 l，即从[intəvju:ə]→[intəlju:ə]→因他留 

句子：因他留意了一下那个被接见者（被采访者、被面试者），发现他的人品并不合格 

 

present['prezənt]呈现、描述、介绍、赠送       

如何变：1、present=pre+sent 

2、在 e 后加 i，即从['prezənt]→['preizənt]→婆：瑞怎她（婆在河南指姥姥。怎
的意思同咱）  

句子：（婆：瑞怎她娘的描述不出来了呢？） 

 

reflect[ri'flekt]反映、表现、反射、映出、反省          

如何变：直接把[ri'flekt]谐音过去→瑞扶莱克他（莱克是英国人）  

句子：瑞扶莱克他爸到床上休息，莱克他爸对这个未过门的儿媳的表现很满意 

 

truthfully['tru:θfuli]说真话地、诚实地       

如何变：直接把['tru:θfuli]谐音过去→处死付丽（姓付名丽）  

句子：付丽很诚实，敢说真话，我真的不想处死付丽 

 

effort['efət]努力、艰难的尝试、努力的成果          

如何变：直接把['efət]谐音过去→艾凤儿特（姓艾名凤儿）  

句子：艾凤儿特努力 

 

passion['pæ ʃən]激情、热情、热爱        

如何变：直接把['pæʃən]谐音过去→派婶 

句子：派婶去接那个充满激情（热情），十分热爱祖国的老华侨 

 

spiritual['spiritʃuəl]精神上的、心灵的       

如何变：直接把['spiritʃuəl]谐音过去→是比瑞丑  

句子：她长的是比瑞丑，但她心灵的美丽是无与伦比的 

 

fulfillment[ful'filmənt]满足、履历、实践、完成 

如何变：fulfillment= ful+fill+ment≈ful+will+ment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seldom['seldəm]很少、不常、难得       

如何变：把 s 换成 h，即从['seldəm]→['heldəm]→海鸥的墓（海鸥就是大家熟知的海鸥）

句子：海鸥的墓大家一定很少见（不常见、难得见） 

 

addict[ə'dikt]使沉溺、使入迷、使醉心         

如何变：直接把[ə'dikt]谐音过去→哦，迪克他（迪克指的是迪克牛仔）  

句子：哦，迪克他娘的又使谁沉溺于网络了 

 

social['səuʃəl]社会的、社交的          

如何变：把 s 换成 h，即从['səuʃəl]→['həuʃəl]→猴瘦 

句子：那个长的猴瘦的人在社会的影响力是非同小可的，而且其社交的能力超强 

 

ignore[ig'nɔ:]不顾、不理、忽视         

如何变：直接把[ig'nɔ:]谐音过去→一个脑  

句子：一个脑袋有问题的家长，对孩子不理不顾，很忽视，社会应该予以关注 

 

attention[ə'tenʃən]注意、专心、留心       

如何变：把 t 换成 h，即从[ə'tenʃən]→[ə'henʃən]→娥恨婶（小娥是对人的称呼）  

句子：小娥恨婶不注意（留心、专心）照看她的孩子 

 

tolerate['tɔləreit]忍受、容忍         

如何变：直接把['tɔləreit]谐音过去→掏了瑞她  

句子：小偷掏了瑞她爸爸的口袋，被她爸察觉了。最后，瑞的爸爸在也不能容忍此种事情
在发生在他身上 

 

critical['kritikəl]批评（性）的、评论（性）的、爱 挑剔的、关键的、危急的         

如何变：直接把['kritikəl]谐音过去→奎提口（《刘老根》中刘老根的大儿子叫大奎）  

句子：大奎提口大锅正路过此处，发现他们村那个爱挑剔的人正在念批判性的文章 

 

source[sɔ:s]根源、来源、源头          

如何变：直接把[sɔ:s]谐音过去→缫丝（缫念 sao）  

句子：请问缫丝来源与哪国？是不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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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tral['nju:trəl]中立的、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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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这个处事公平、一项中立的人也认为二狗家的牛丑极了 

  



telegram['teligræm]电报         

如何变：直接把['teligræm]谐音过去→泰立怪母（姓泰名立）  

句子：泰立怪母亲把他的电报弄丢了 

locate[ləu'keit]使坐落于、指出某物（人）的准确位置或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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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kəm'pli:t]完成、结束/完整的、全部的 

如何变：直接把[kəm'pli:t]谐音过去→康坡立他（姓康名坡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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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əuvə'si:(z)]国外的、海外的/到海外、在国外  

如何变：overseas=over+sea+s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attitude['ætitju:d]态度、看法、姿态          

如何变：把 t 换成 q，即从['ætitju:d]→['ætiqju:d]→爱踢球的  

句子：我对那个爱踢球的青年没什么看法，但我对他的认真态度表示赞赏 

 

bore[bɔ:]使厌烦            

如何变：直接把[bɔ:]谐音过去→豹  

句子：这个豹的叫声使人厌烦 

 

troublemaker['trʌblmeikə]惹是生非者、闹事者、麻烦制造者 

如何变：troublemaker=trouble+make+r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disappoint[disə'pɔint]使失望、使（计划等）受挫折        

如何变：把 ə 隐藏起来，即从[disə'pɔint]→[dis'pɔint]→迪斯跑因特（迪斯是美国人） 

句子：（迪斯跑因特公司去求职，他也认为他的表现会使那里的老板失望的） 

 

guard[gɑ:d]守卫、警戒、看守、哨兵            

如何变：直接把[gɑ:d]谐音过去→嘎的（《小兵张嘎》的嘎）  

句子：张嘎的爸爸是个守卫（警戒、看守、哨兵） 

 

responsible[ris'pɔnsəbl]有责任的、可靠的、负责的       

如何变：把 s 换成 d，即从[ris'pɔnsəbl]→[ris'pɔndəbl]→瑞：是邦德抱  

句子：（瑞：是邦德抱你回来的，他还真是个既可靠又负责任的男人） 

 

caring[keəriŋ]表示或感到关怀和关心的 

如何变：caring=car 汽车+ing≈care+ing  

句子：他对他的汽车表示关心 

 

citizen['sitizn]公民、市民、居民           

如何变：直接把['sitizn]谐音过去→习题怎  

句子：（这个公民（市民、居民）说：“这道习题怎么这么眼熟呢”） 

 

demonstrate['demənstreit]进行示威游行（或集会）、示范      

如何变：直接把['demənstreit]谐音过去→戴曼是吹她（戴曼是人名，吹指的是吹牛）   



句子：戴曼是吹她自己在进行示威游行时，表现的多么多么勇敢来着 

 

 

polluter[pə'lu:tə]造成污染者、污染源          

如何变：直接把[pə'lu:tə]谐音过去→破路特  

句子：这条破路特难走，到处是垃圾，我真想修理一下那群造成污染者 

 

arm[ɑ:m]武装、用武器装备/武器、兵器              

如何变：直接把[ɑ:m]谐音过去→阿牧（《灌篮高手》中的海神牧）  

句子：阿牧用武器装备武装自己的部队 

 

comparison[kəm'pærisn]比较、对照       

如何变：直接把[kəm'pærisn]谐音过去→看派瑞森（瑞森是美国人）  

句子：瑞克与瑞森比较一下，你看派瑞森去是不是更稳妥一些 

 

update[ʌp'deit]更新、改造、使现代化、为。。。提供最新消息 

如何变：update=up+d+ate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checklist['tʃeklist]（对现有的或已处理的项目进行查点的）清单           

如何变：直接把[kəm'pærisn]谐音过去→柴克、李斯特（两人都是大人物）  

句子：柴克、李斯特两个人分别给我一张（对现有的或已处理的项目进行查点的）清单 

 

 

 

 

 

 

 

 

 

 

 

 

 

 

 

 

 

 

 

 

 

 

 

 

 

 

 

 

 

 

  



 

 

 

第三单元 

 

architecture['ɑ:kitektʃə]建筑学、建筑业、建筑物、建筑风格      

如何变：把 k 换成 y，即从['ɑ:kitektʃə]→['ɑ:yitektʃə]→阿姨抬客车  

句子：那个教建筑学的阿姨抬客车干什么？ 

 

architect['ɑ:kitekt]建筑师、设计师         

如何变：把 k 换成 y，即从['ɑ:kitekt]→['ɑ:yitekt]→阿姨抬嗑她 

句子：阿姨抬嗑她瓜子那设计师（建筑师）的脚时，发现。。。  

 

preference['prefərəns]偏爱、喜好、优生        

如何变：直接把['prefərəns]谐音过去→派凤儿任市（凤儿是对人的称呼）  

句子：我优先考虑派凤儿任市里的市长 

  

design[di'zain]设计、计划 

如何变：在 n 后加 s，即从[di'zain]→[di'zains]→弟在恩师  

句子：我弟在恩师的帮助下圆满的完成了这次设计 

 

furniture['fə:nitʃə]家具         

如何变：直接把['fə:nitʃə]谐音过去→凤儿：你车（凤儿是对人的称呼）  

句子：（凤儿：你车上是新买的家具吗？） 

 

taste[teist]爱好、鉴赏力、味道、味觉             

如何变：把 t 换成 w，即从[teist]→[weist]→卫士特（卫士如大内卫士）  

句子：这个卫士特喜欢打球，这也是他唯一的爱好 

 

sofa['səufə]（长）沙发             

如何变：1、sofa=so+fa 

        2、直接把['səufə]谐音过去→搜凤儿（凤儿是对人的称呼）  

句子：搜凤儿的房间时，我们忘了搜沙发下面 

 

heater['hi:tə]加热器           

如何变：把 hi 与 tə 调换位置，即从['hi:tə]→['tə: hi]→特黑   

句子：请不要把加热器刷特黑的油漆 

 

honey['hʌni]蜜蜂、花蜜、宝贝儿            

如何变：直接把['hʌni]谐音过去→哈！你  

句子：哈！你的宝贝儿会吃蜂蜜了 

 

modern['mɔdn]现代的、时髦的、现代派的           

如何变：在 d 后加 u，即从['mɔdn]→['mɔdun]→ 矛盾/茅盾 

句子：1、现代的人民和政府之间多少有点矛盾   

2、茅盾是个很讲时髦的现代派 

 

convenient[kən'vi:niənt]方便的、近便的        

如何变：把 n 换成 m，即从[kən'vi:niənt]→[kən'vi:miənt]→砍魏民他（姓魏名民）  

句子：他们在方便的时候会去砍魏民他哥的 

 

block[blɔk]大建筑物、一排房屋、街区、大块（木料、石料或金属）             

如何变：直接把[blɔk]谐音过去→薄老可（姓薄的受人尊敬的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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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strʌktʃə]结构、构造、建筑物  

如何变：把 ʌ 换成 u，即从['strʌktʃə]→['struktʃə]→是楚柯扯（姓楚名柯。扯指的是撕扯） 
句子：是楚柯扯了那张建筑物的结构图（构造图） 

belong[bi'lɔŋ]属于、是。。。成员 

如何变：belong=be 是+long 长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paint[peint]在（某物上）涂颜料或油漆、用颜料绘画           

如何变：直接把[peint]谐音过去→陪恩特（姓恩名特）/裴恩特（姓裴名恩，裴念 pei） 

句子：1、我陪恩特去买颜料（涂料），然后在（某物上）涂颜料或油漆 

      2、裴恩特想买这种颜料（涂料） 

 

aside[ə'said]在旁边、在一边、到（或向）旁边 

如何变：aside=a 一+side 边  

句子：在一边 

 

workshop['wə:kʃɔp]车间、作坊、创作室、研讨会 

如何变：workshop=work 工作+shop 商店 

句子：我上午在商店工作，下午在车间（作坊、创作室、研讨会）工作 

 

rent[rent]租用、出租            

如何变：直接把[rent]谐音过去→忍他  

句子：我的房子租用（出租）给他，他一直不给我租金，我真的很生气，说真的我已忍他

好久了 

 

development[di'veləpmənt]发展、生长      

如何变：1、development=develop+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 把 v 换成 m，即从[di'veləp]→[di'meləp]→弟买了破 

句子：我弟买了破刷子一把，放在了那束正在生长的花儿旁边 

 

teahouse['ti:haus]茶馆、茶室 

如何变：teahouse=tea 茶+house 房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第四单元 

 

poem['pəuim]诗、韵文、诗体文       

如何变：把 p 换成 t，即从['pəuim]→['təuim]→头（目） （头指领导） 

        头（目）指的就是领导  

句子：我们头（目）会写诗（韵文、诗体文）   

 

poetry['pəuitri]诗、诗篇      

如何变：把 p 换成 t，即从['pəuitri]→['təuitri]→偷一吹 

句子：他是一个会写诗的小偷，曾偷一吹好的大气球 

 

poet[pəuit]诗人        

如何变：把 p 换成 t，即从[pəuit]→[təuit]→偷一塔  

句子：那个诗人曾偷一塔，据说是托塔李天王手上托的塔 

 

intention[in'tenʃən]意图、目的、打算     

如何变：把 e 换成 a，即从[in'tenʃən]→[in'tanʃən]→因谭婶（姓谭的大婶，谭咏麟的谭）
句子：因谭婶来此的目的（意见）不纯，所以我打算不见他 

 

recite[ri'sait]背诵、朗诵       

如何变：把 r 换成 b，即从[ri'sait]→[bi'sait]→比赛他  

句子：尽管诗朗诵比赛他输了，但是。。。 

 

limerick['limərik]五行打油诗     

如何变：直接把['limərik]谐音过去→李莫瑞可（姓李名莫瑞）  

句子：李莫瑞可真有才，他写的五行打油诗无与伦比 

 

mad[mæd]疯狂的、精神错乱的        

如何变：直接把[mæd]谐音过去→买的  

句子：我买的《疯狂英语》送给了那个精神错乱的人 

 

pattern['pætən]型、模式、方式      

如何变：把 t 换成 h，即从['pætən]→['pæhən]→派很  

句子：派很出色的人去学习外国的运作模式（方式） 

 

dialogue['daiəlɔg]（文字、喜剧、电影中的）对话、对白     

如何变：在 ə 前加 w，即从['daiəlɔg]→['daiwəlɔg]→带我老哥  

句子：带我老哥去念（文字、喜剧、电影中的）对白 

 

fantasy['fæntəsi]想像、幻想、幻想出来的东西      

如何变：直接把['fæntəsi]谐音过去→范特西（周杰伦专辑的名字，也可指人名）  

句子：范特西经常幻想，很想把幻想出来的东西拍成电影 

 

loneliness['ləunlinis]孤独、寂寞 

如何变：1、loneliness=lone+li+ness 名词后缀 

        2、lone 孤独与 one 一个  

句子：有一个感到孤独、寂寞的人，在昨晚自杀了 

 

sadness['sædnis]悲伤、难过 

如何变：1、sadness=sad 悲伤+ness 名词后缀   



        2、bad 床与 sad 悲伤一起记忆 

句子：我躺在床上，但怎么也忍不住我内心无比的悲伤 

 

grammar['græmə]语法、语法学     

如何变：直接把['græmə]谐音过去→怪么  

句子：语法老师这人你觉得怪么？ 

 

glory['glɔ:ri]光荣、荣誉、荣耀的事        

如何变：直接把['glɔ:ri]谐音过去→葛老：瑞(姓葛的受人尊敬的老人家)  

句子：（葛老：瑞获得了很多荣誉，她自己也身感光荣） 

 

sonnet['sɔnit]十四行诗       

如何变：直接把['sɔnit]谐音过去→嫂：你他  

句子：（大嫂：你他娘的写完那十四行诗了吗？） 

 

absence['əbsens]不在、缺席、缺乏     

如何变：把 b 换成 f，即从['əbsens]→['əfsens]→艾弗森是（艾弗森是 NBA 的篮球明星）
句子：艾弗森是缺席（不在、缺乏锻炼）了 

 

district['distrikt]地区、区域      

如何变：把 k 换成 g，即从['distrikt]→['distrigt]→弟是吹葛特（姓葛名特。吹指吹牛） 

（姓葛名特。吹指的是为别人宣传，替别人吹）  

句子：我弟是吹葛特所在地区（区域）多么多么盛产黄金来着 

 

isle[ail]岛、小岛      

如何变：直接把[ail]谐音过去→ 哎！欧 

句子：哎！欧洲人真可怜，全都住在小岛上 

 

atmosphere['ætməsfiə]气氛、情绪、大气、大气层  

如何变：直接把['ætməsfiə]谐音过去→爱他么，史飞娥 

（问史飞娥到底爱他否。姓史名飞娥）  

句子：（甲：你爱他么，史飞娥？         

史：我最近情绪不好，不爱他） 

 

introduction[intrə'dʌkʃən]序言、介绍、引进    

如何变：直接把[intrə'dʌkʃən]谐音过去→尹绰：大课甚（姓尹名绰，尹相杰的尹） 

        （姓尹名绰。大课指几个班一起上的课。甚的意思是很）  

句子：（尹绰：大课甚是枯燥，我没听老师讲课，只看完了书上的序言） 

 

translate[træns'leit]翻译、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表达        

如何变：直接把[træns'leit]谐音过去→‘穿’字”雷特（姓雷名特，雷老虎的雷）  

句子：“我不会写‘穿’字”雷特对他做翻译的妹妹说 

 

translation[træns'leiʃən]翻译、译文       

如何变：直接把[træns'leiʃən]谐音过去→船是雷婶（姓雷的大婶，雷老虎的雷）  

句子：船是雷婶丈夫的，说起她丈夫，她丈夫很善长翻译，翻译的译文十分棒 

 

embrace[im'breis]拥抱        

如何变：直接把[im'breis]谐音过去→因薄瑞死（姓薄名瑞）  

句子：因薄瑞死前只拥抱过我，所以我一定要参加她的葬礼 

 

tale[teil]故事、传闻           

如何变：把 i 隐藏起来，即从[teil]→[tel]→抬藕   



句子：他边抬藕边给我们讲故事（传闻） 

 

 

shade[ʃeid]（色彩的）浓淡深浅、暗部、荫、阴凉处          

如何变：直接把[ʃeid]谐音过去→谁的  

句子：阴凉处那幅画是谁的？ 

 

extraordinary[iks'trɔ:dnri]特别的、不平常的、惊人的    

如何变：把 n 换成 ŋ，即从[iks'trɔ:dnri]→[iks'trɔ:dŋri]→易柯是抄邓瑞 

（易柯与邓瑞是好朋友） 

句子：在那不平常的一天，易柯是抄邓瑞的作业来着，特别是数学作业 

 

idiom['idiəm]习语、成语、语言习惯用法          

如何变：在 m 后加 a，即从['idiəm]→['idiəma]→ 咦！爹妈 

句子：咦！爹妈啥时候会讲习语（成语）了 

 

dust[dʌst]灰土、尘土、粉尘           

如何变：直接把[dʌst]谐音过去→大四的  

句子：大四的小华不知从哪回来，满身灰尘（尘土、粉尘） 

 

crow[krəu]鸦、乌鸦         

如何变：直接把[krəu]谐音过去→可肉/扣  

句子：可肉被乌鸦吃了        

扣肉被乌鸦吃了 

 

hemlock['hemlɔk]铁杉、铁杉树  

如何变：把 k 换成 g，即从['hemlɔk]→['hemlɔg]→爱慕老哥  

句子：爱慕老哥的姑娘坐在铁杉树制成的木椅上 

 

mood[mu:d]心境、情绪、语气 

如何变：直接把[mu:d]谐音过去→母的  

句子：公的语气重了点，母的就闹情绪 

 

rue[ru:]后悔、悲叹          

如何变：直接把[ru:]谐音过去→如  

句子：如他所言，他事后果然后悔（悲叹）不已 

 

apart[ə'pɑ:t]相隔、相距、出去、单独地          

如何变：在 ə 前加 w，即从[ə'pɑ:t]→[wə'pɑ:t]→我怕她  

句子：我怕她与我相隔（相距）太远，不能经常来看我 

 

insane[in'sein]精神错乱的、疯狂的        

如何变：1、insane=in+sane≈in+same 

        2、把 s 换成 l，即从[in'sein]→[in'lein]→因雷恩（姓雷名恩，雷老虎的雷） 

句子：因雷恩考上了清华大学，所以有点精神错乱的（疯狂的）行为也是正常的 

 

essay['esei]论说文、散文、随笔        

如何变：essay 与 I say 的发音很像，一起记忆为佳  

句子：（我说：“此议论文（散文、随笔）写的太好了”） 

 

recommend[rekə'mend]推荐、介绍、建议    

如何变：把 r 换成 l，即从[rekə'mend]→[lekə'mend]→莱克瞒的（莱克是英国人）  

句子：我建议莱克瞒着他，莱克瞒的果然滴水不漏  



 

 

 

contribute[kən'tribju:t]作出贡献、捐献、投稿     

如何变：把 b 换成 n，即从[kən'tribju:t]→[kən'trinju:t]→ 看，吹牛他 

句子：你看，吹牛他最在行吧，而你让他作出贡献（捐献、投稿）比登天还难 

 

 

 

 

 

 

 

 

 

 

 

 

 

 

 

 

 

 

 

 

 

 

 

 

 

 

 

 

 

 

 

 

 

 

 

 

 

 

 

 

 

 

 

 

 

 

  



 

 

 

第五单元 

 

county['kaunti]郡、县      

如何变：直接把['kaunti]谐音过去→ 抗体 

句子：我们郡县的科学家对抗体很有研究 

 

consist[kən'sist]由。。。组成、由。。。构成      

如何变：直接把[kən'sist]谐音过去→看西施她（西施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句子：看西施她能不能猜出此物由何构成（组成） 

 

state[steit]国家、政府、州、状态        

如何变：直接把[steit]谐音过去→是得他  

句子：那个国家（政府、州）是得他亲自考查一下 

 

powerful['pauəful]强有力的、强大的、权力大的、强健的    

如何变：在 ə 前加 l，即从['pauəful]→['pauləful]→跑了否  

句子：你那强有力的一拳把那强大的（权力大的、强健的）对手打跑了否？ 

 

mistaken[mis'teikən]错误的、弄错的     

如何变：mistaken=mis+take+n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narrow['nærəu]狭的、狭窄的、狭隘的       

如何变：直接把['nærəu]谐音过去→ 奶：肉（奶指奶奶） 

句子：（奶：肉放在狭窄的走廊上了） 

 

unknown[ʌn'nəun]未知的、不出名的 

如何变：unknown=un+know+n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diversity[dai'və:səti]差异、多样性      

如何变：把 s 换成 h，即从[dai'və:səti]→[dai'və:həti]→带我合体（合体即合身）  

句子：带我合体（合体即合身）的衣服出门旅游，并不是为了应对不同地区温度的差异性 

 

republic[ri'pʌblik]共和国、共和政体    

如何变：直接把[ri'pʌblik]谐音过去→瑞怕薄利克（姓薄名利克）  

句子：瑞怕薄利克这个共和国（共和政体）的总统 

 

Europe['juərəp]欧洲 

如何变：直接把['juərəp]谐音过去→油若泼  

句子：油若泼到那个欧洲人就不太好了 

 

form[fɔ:m]形成、构成、组成 

如何变：from 从与 form 形成一起记忆  

句子：从此便形成。。。 

 

Atlantic[ət'læntik]大西洋（沿岸的）/大西洋 

如何变：1、Atlantic= At+lantic  这个词只需记住后半部分即可  

        2、把 t 换成 q，即从[læntik]→[lænqik]→兰奇可（姓兰名奇，或萨马兰奇的兰奇） 
句子：兰奇可不想掉进大西洋里喂鱼  



 

 

 

general['dʒenərəl]一般的、普通的      

如何变：把 n 隐藏起来，即从['dʒenərəl]→['dʒeərəl]→翟娥揉（姓翟名娥）  

句子：翟娥是个很普通的（一般的）人。一天，翟娥下班已觉很累，翟娥揉着她酸痛的肩
膀不停地叹息 

 

influence['influəns]影响、作用、努力/影响、对。。。有作用      

如何变：直接把['influəns]谐音过去→因俘虏恩师（俘虏是动词）  

句子：因俘虏恩师的那个人在当地也很有影响，所以我们未轻举妄动 

 

basis['beisis]基础、根据、基本原则 

如何变：直接把['beisis]谐音过去→背西施（背指背诵。西施指古代的大美女）  

句子：背西施给他的那本《基本原则》，因为里面的知识比较基础 

 

inland['inlənd]内地的、内陆的/在内地、向内地       

如何变：1、inland=in+l+and 

        2、直接把['ʌgli]谐音过去→尹兰的（姓尹名兰，尹相杰的尹）  

句子：尹兰的爸爸在内地很有名气 

 

conquer[kɔŋkə]征服、克服、得胜      

如何变：直接把[kɔŋkə]谐音过去→康柯（姓康名柯）  

句子：康柯克服艰难险阻，征服了所有国家 

 

upper['ʌpə]较高的、较上的、上院的、北部的        

如何变：直接把['ʌpə]谐音过去→阿婆  

句子：阿婆住在北部的小山村，她在当地有较高的地位 

 

union['ju:njən]联合、合并、团结、联邦、协会        

如何变：直接把['ju:njən]谐音过去→由您  

句子：由您代表我们联邦（协会）去联合国开会 

 

judge[dʒʌdʒ]判断、判决、评价/法官、裁判员         

如何变：直接把[dʒʌdʒ]谐音过去→榨汁  

句子：如果法官判断正确，判决公正，我就送他一台榨汁机 

 

queen['kwi:n]女王、王后、女酋长、女神        

如何变：直接把['kwi:n]谐音过去→奎恩（姓奎名恩，这个姓很少见）  

句子：奎恩喜欢那个女王（王后、女酋长、女神） 

 

cigarette[sigə'ret] 纸烟、香烟、卷烟 

如何变：把 r 换成 h，即从[sigə'ret]→[sigə'het]→喜哥还他（喜来乐的喜）  

句子：喜哥还他娘的卖纸烟（香烟、卷烟）呢？ 

 

proof[pru:f]证据、证物、证明     

如何变：直接把[pru:f]谐音过去→泼汝父（汝父是文言文，意思是我的父亲）  

句子：泼汝父的那个人已被抓住，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此事是他干的 

 

own[əun]拥有/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东西（或人） 

如何变：own≈w+on  

句子：这个词只有三个字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foot[fut]英尺 

如何变：直接把[fut]谐音过去→福特（英国人）  

句子：福特给自己立了一个 10 英尺高的塑像 

employ[im'plɔi]雇用、利用    

如何变：直接把[im'plɔi]谐音过去→因泼老姨/因泼劳役 

句子：因泼老姨（因泼劳役）而被雇用 

 

namely['neimli]即、那就是 

如何变：namely 那就是=name 名字+ly  

句子：那就是我的名字 

 

sheet[ʃi:t]被单、床单、薄板      

如何变：直接把[ʃi:t]谐音过去→谁他（谁在此读 shei）  

句子：谁他娘的拿了我的被单（床单、薄板） 

 

grain[grein]谷物、谷类植物     

如何变：直接把[grein]谐音过去→葛瑞恩/桂恩  

句子：葛瑞恩（桂恩）家种的全是谷类植物 

 

westwards['westwədz]向西 

如何变：westwards=west 西+ward 向+s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approach[ə'prəutʃ]向。。。靠近、接近、与。。。打交道、着手问题/靠近、接近、入门、途
径、（处理问题的）方法     

如何变：1、直接把[ə'prəutʃ]谐音过去→鄂坡肉吃（姓鄂名坡） 

        2、在 ə 前加 w，即从[ə'prəutʃ]→[wə'prəutʃ]→我婆肉吃（我婆在河南指我姥姥） 
句子：1、在宴席上，鄂坡很善长与人打交道。而且在宴席上，鄂坡肉吃的还真不少 

      2、在宴席上，我婆很善长与人打交道。而且在宴席上，我婆肉吃的还真不少 

 

historical[his'tɔ:rikl]历史的、有关历史的、按年代顺序的     

如何变：把 l 隐藏起来，即从[his'tɔ:rikl]→[his'tɔ:rik]→嘿！是到瑞克（瑞克是美国人） 

句子：嘿！是到瑞克家去偷有关历史的资料去了吧！ 

 

council['kaunsl]委员会、（商讨、讨论、顾问等）会议、社团       

如何变：在 s 后加 h，即从['kaunsl]→['kaunshl]→看守  

句子：我们委员会（社团）在举行会议时不需要看守 

 

 

 

 

 

 

 

 

 

 

 

 

 

 

 

  



 

 

 

第六单元 

 

prediction[pri'dikʃən]预言、预报、预告     

如何变：直接把[pri'dikʃən]谐音过去→泼迪克审（迪克指的是迪克牛仔）  

句子：那个预言家泼迪克审的那个坏人 

 

exact[ig'zækt]正确的、精确地、严谨的         

如何变：把 k 换成 h，即从[ig'zækt]→[ig'zæht]→易柯：在和他（姓易名柯，易中天的易） 
句子：（易柯：在和他算一遍，答案可能就更精确（正确）了） 

 

forecast['fɔ:kɑ:st]预测、预报 

如何变：1、forecast=for+e+cast  

        2、把 f 换成 d，即从['fɔ:kɑ:st]→['dɔ:kɑ:st]→到卡斯特（罗） 

句子：到卡斯特罗家看天气预报 

 

glimpse[glimps]一瞥、一看       

如何变：直接把[glimps]谐音过去→ 葛林坡死（姓葛林坡名） 

句子：我这么一看，发现葛林坡死了 

 

trend[trend]倾向、趋势、时尚 

如何变：：直接把[trend]谐音过去→ 蠢的 

句子：蠢的人不懂得什么是趋势（走向），什么是时尚 

 

contemporary[kən'tempərəri]当代的、现代的、同时期（代）的  

如何变：把 r 换成 h，即从[kən'tempərəri]→[kən'tempəhəri]→看谭坡和瑞（姓谭名坡，
谭咏麟的谭）    

句子：你们看谭坡和瑞能不能成为当代的（现代的）走红人物？ 

 

indicate['indikeit]表明、象征、预示        

如何变：直接把['indikeit]谐音过去→尹迪剋他（姓尹名迪，尹相杰的尹。剋念 kei，意思
是打）  

句子：尹迪剋他并不表明尹迪很恨他 

 

urban['ə:bən]城市的、都市的         

如何变：直接把['ə:bən]谐音过去→二本  

句子：我在我们城市的（都市的）二本院校读书 

 

ensure[in'ʃuə]保证、担保、保护          

如何变：直接把[in'ʃuə]谐音过去→尹硕（姓尹名硕，尹相杰的尹）  

句子：尹硕向保证，担保她不会出事，会保护好她 

 

system['sistəm]系统、网、制度、体制          

如何变：把 t 换成 d，即从['sistəm]→['sisdəm]→西施的墓（西施是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句子：我们在西施的墓旁讨论有关制度（体制）的问题 

 

consumer[kən'sju:mə]消费者、用户、客户       

如何变：直接把[kən'sju:mə]谐音过去→ 砍休谟（休谟是美国人） 

句子：不知道那个消费者（用户、客户）为什么砍休谟 

 

reform[ri'fɔ:m]改革、改良、改造          



如何变：在 ɔ 后加 ŋ，即从[ri'fɔ:m]→[ri'fɔŋ:m]→瑞放牧  

句子：瑞放牧的时候还在想改革（改良、改造）方案 

  

 

E-commerce[i:'kɔmə:s]电子商业、电子贸易 

如何变：1、E-commerce=E+commerce 

        2、直接把['kɔmə:s]谐音过去→ 考莫斯（姓莫名斯，莫少聪的莫） 

句子：考莫斯一道题即电子贸易的区别 

 

necessity[ni'sesəti]必需品、需要、必要（性）        

如何变：把 s 换成 b，即从[ni'sesəti]→[ni'besəti]→你：白色剃  

句子：（你：白色剃须刀是你的必须品吗？） 

 

crowded['kraudid]拥挤的、装满的、密集的        

如何变：把 r 换成 l，即从['kraudid]→['klaudid]→可老弟的  

句子：可老弟的家却使我有拥挤的感觉 

 

goods[gudz]商品、货物           

如何变：直接把[gudz]谐音过去→谷子  

句子：谷子也是商品（货物） 

 

mall[mɔ:l]步行街、室内购物中心      

如何变：直接把[mɔ:l]谐音过去→帽  

句子：我到步行街（室内购物中心）买帽子 

 

purchase['pə:tʃəs]购买、购置物/购买、购置     

如何变：直接把['pə:tʃəs]谐音过去→破车是  

句子：这辆破车是我最近购买（购置）的 

 

tiny['taini]极小的、微小的           

如何变：直接把['taini]谐音过去→太腻  

句子：尽管是极小的肥肉，我吃到嘴里也感觉太腻 

 

chip[tʃip]芯片、微小的东西、集成电路片           

如何变：把 t 隐藏起来，即从[tʃip]→[ʃip]→谁泼 

        （自己在勾画时，可把 chip 随音标的变化而变化到 ship）   

句子：谁泼湿了我的集成电路（芯片、微小的东西） 

 

cash[kæʃ]现金、现款、现付（款）           

如何变：直接把[kæʃ]谐音过去→开始  

句子：开始我就打算付现金（现款、现付款） 

 

remain[ri'mein]保持不变、仍是、剩下、逗留         

如何变：直接把[ri'mein]谐音过去→瑞：美恩（人名） 

句子：（瑞：美恩（人名）对我的态度仍是保持不变） 

 

importance[im'pɔ:təns]重要性、重大     

如何变：把 t 换成 h，即从[im'pɔ:təns]→[im'pɔ:həns]→因炮很是  

句子：因炮很是危险，所以只在重大（重要）的节日才用 

 

regular['regjulə]有规律的、定期的、习惯性的           

如何变：把 g 换成 l，即从['regjulə]→['reljulə]→ 瑞流了 

句子：瑞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可就在那一天，她不小心撞破了头，瑞流了很多血  



 

 

 

medical['medikl]医学的、医疗的、内科的         

如何变：直接把['medikl]谐音过去→麦蒂口（麦蒂是 NBA 的篮球明星）  

句子：麦蒂口吐白沫，我建议他的家人带她去看内科医生 

 

deal[di:l]对付、处理、分配           

如何变：直接把[di:l]谐音过去→丢  

句子：他弄丢了我们的宝物，我们该如何对付（处理）他？ 

 

smallpox['smɔ:lpɔks]天花      

如何变：small+pox≈small 小+box 箱子 

句子：小箱子里有一个患有天花的婴儿 

 

physician[fi'ziʃən]医生、内科医生     

如何变：直接把[fi'ziʃən]谐音过去→飞贼审/飞贼肾  

句子：1、飞贼审那个医生（内科医生）   

2、飞贼肾有毛病，那个医生（内科医生）正在为其医治 

 

cure[kjuə]治疗           

如何变：把 k 换成 l，即从[kjuə]→[ljuə]→刘娥（姓刘名娥）  

句子：只要是刘娥治疗过的病人，没有一个不被治愈好的  

 

genetics[dʒə'netiks]遗传学          

如何变：把 k 换成 h，即从[dʒə'netiks]→[dʒə'netikds]→这奶提的是 

(这奶指的是这个奶奶，这在此念 zhei)  

句子：这奶提的是一箱有关遗传学的书 

 

biochemistry['baiəu'kemistri]生物化学      

如何变：1、biochemistry=bio+chemistry ≈big+chemistry  记忆后半部分即可 

        2、把 k 换成 h，即从['kemistri]→['hemistri]→嗨！米斯吹（姓米名斯） 

句子：嗨！米斯吹自己是研究生物化学的专家，你也信啊！ 

 

educator['edʒukeitə]教育家、教育工作者、教育行政官员          

如何变：直接把['edʒukeitə]谐音过去→二舅剋她（剋念 kei，意思是打）  

句子：二舅剋她身为教育家（教育工作者、教育行政官）的朋友 

 

distance['distəns]远处、远方、距离          

如何变：在 n 后加 ŋ，即从['distəns]→['distənŋs]→迪斯等四（迪斯是美国人）  

句子：迪斯等四个来自远方的朋友 

 

lifelong['laiflɔŋ]毕生的、终身的           

如何变：lifelong=life+long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hopeful['həupful]有希望的、怀有希望的            

如何变：1、hopeful=hope+ful 

        2、直接把['həup]谐音过去→侯坡（姓侯名坡，侯耀文的侯）  

句子：（那个对侯坡仍怀有希望的老实说：“外面的是侯坡否？”） 

 

well-prepared[pri'peəd]做好准备的  

如何变：1、well-prepared= well+prepare+d  



        2、把 p 换成 b，即从[pri'peəd]→[pri'beəd]→泼白娥的（姓白名娥，白居易的白） 
句子：准备泼白娥的坏人已做好准备 

 

cheat[tʃi:t]欺骗、骗取/欺骗行为             

如何变：把 t 隐藏起来，即从[tʃi:t]→[ʃi:t]→谁他  

句子：谁他都不怕，就怕那个欺骗过他的人 

 

wrist[rist]腕、腕部、腕关节             

如何变：直接把[rist]谐音过去→瑞是他  

句子：瑞是他的女朋友，这几天她的腕关节（腕部）有些疼痛 

 

require[ri'kwaiə]要求、需要           

如何变：在 ə 前加 l，即从[ri'kwaiə]→[ri'kwailə]→瑞快乐  

句子：瑞快乐的很，对组织上没什么要求 

 

identify[ai'dentifai]认出、鉴定、（使）等同于           

如何变：把 d 换成 f，即从[ai'dentifai]→[ai'fentifai]→艾芬踢飞 

（姓艾名芬。在此，大家可能对 fai 直接谐音过去有些难以接受，但这不是问题，
我们可以把 fai 与 fei 谐音至如飞） 

句子：艾芬踢飞那个认出他（给他做鉴定）的人 

 

programme['prəugræm]使按计划工作、把。。。列入节目单、为。。。制定计划（或规划）      

如何变：把 æ 换成 a，即从['prəugræm]→['prəugram]→ 婆：肉挂木（婆在河南指姥姥） 

句子：（婆：肉挂木板的钉子上，以使我们有时间按计划工作） 

 

old-fashioned[əuld'fæʃənd]老式的、过时的、守旧的  

如何变：1、old-fashioned=old+fashion+ed 

        2、把 æ 换成 i，即从['fæʃən]→['fiʃən]→费婶（姓费的大婶，费翔的费）  

句子：费婶是个守旧的人，平时总穿着老式过时的衣服 

 

reality[ri'æləti]现实、实际存在的事物           

如何变：直接把[ri'æləti]谐音过去→ 瑞：挨了踢 

句子：（瑞：挨了踢之后，你的想法是不是变得更现实了） 

 

imitate['imiteit]模仿、仿效、仿制           

如何变：把 t 换成 g，即从['imiteit]→['imigeit]→易米给他（姓易名米，易中天的易） 

句子：易米给他一双仿制的鞋 

 

virtual['və:tjuəl]实质上的、实际上的           

如何变：直接把['və:tjuəl]谐音过去→我抽  

句子：我抽一支烟就晕，实际上抽一条也不晕 

 

absurd[əb'sə:d]荒谬的、荒唐的、不合理的           

如何变：直接把[əb'sə:d]谐音过去→二伯（鄂伯）色的（鄂伯即姓鄂的伯伯） 

句子：二伯（鄂伯）色的很，而且经常做出一些荒谬的事 

 

lifelike['laiflaik]栩栩如生的、逼真的 

如何变：lifelike=life+like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definition[defi'niʃən]定义、解释、限定、分辨率、清晰度         

如何变：直接把[defi'niʃən]谐音过去→戴飞：你婶（姓戴名飞）  

句子：（戴飞：你婶对分辨率的解释很正确）  



 

 

 

第七单元 

 

deadly['dedli]致命的、极有害的           

如何变：1、deadly=dead+ly 

        2、直接把['dedli]谐音过去→戴德(姓戴名德)  

句子：戴德认为极有害的东西也是致命的东西 

 

imaginary[i'mædʒinəri]想像中的、假想的、幻想的        

如何变：把 i 隐藏起来，即从[i'mædʒinəri]→[i'mædʒnəri]→“咦！麦芝呢？”瑞（姓麦芝名） 
句子：“咦！麦芝呢？”瑞问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了”他说 

      “他是你想像中的那么优秀吗？”瑞又问 

       “不是”他回答道 

 

narrative['nærətiv]叙事、叙事体/叙述的         

如何变：1、把 r 换成 g，即从['nærətiv]→['nægətiv]→哪个替我  

2、直接把['nærətiv]谐音过去→奶若替我（奶指奶奶） 

句子：1、你们哪个替我取回那本叙事体的小说    

2、奶若替我把那本叙事体小说拿来，我就不麻烦各位了 

 

quiz[kwiz]竞赛、比赛             

如何变：直接把[kwiz]谐音过去→盔子/葵(花)籽  

句子：比赛（竞赛）获胜者将得到盔子一个（葵花籽一包） 

 

false[fɔ:ls]错误的、假的、伪造的           

如何变：把 l 换成 ŋ，即从[fɔ:ls]→[fɔ:ŋs]→方思（姓方名思）  

句子：（方思说：“那个伪造的产品还真挺像真的，其实是假的”） 

 

infect[in'fekt]传染、感染、败坏            

如何变：把 f 换成 l，即从[in'fekt]→[in'lekt]→因莱克他（莱克是英国人）  

句子：因莱克他哥患有传染病，而且其伤口感染，所以莱克决定推迟审判 

 

infection[in'fekʃən]感染、传染病          

如何变：把 f 换成 l，即从[in'fekʃən]→[in'lekʃən]→因莱克审（莱克是英国人）  

句子：因莱克审的人患有传染病，而且其伤口感染，所以莱克决定推迟审判 

 

inject[in'dʒekt]注射、注入、引入            

如何变：直接把[in'dʒekt]谐音过去→因翟柯他（姓翟柯名柯）  

句子：因翟柯他一直高烧不退，医院决定给其注射新药物 

 

virus['vaiərəs]病毒            

如何变：把 a 隐藏起来，即从['vaiərəs]→['viərəs]→魏娥若死（姓魏名娥）  

句子：魏娥若死于病毒性感冒，那说明此病毒已变异，毒性变得更强了 

 

transmit[trænz'mit]传播、感染、传送 

如何变：：把 z 换成 s，即从[trænz'mit]→[træns'mit]→船是米特（姓米名特）  

句子：船是米特运送物资的，不是用来传送（传播）信息的 

 

via[vaiə]凭借、通过、经过、经由 

如何变：1、在 ə 前加 l，即从[vaiə]→[vailə]→崴了（估计大家都有把脚崴过的经历）  



        2、把 v 换成 b，即从[vaiə]→[baiə]→白鹅  

句子：1、经过那里时，他不小心崴了脚 

      2、有一只白鹅在此经过 

route[ru:t]途径、道路、路线 

如何变：直接把[ru:t]谐音过去→如他  

句子：如他所言，此道路（路线）已被封锁 

 

blood[blʌd]血液、血流、血统 

如何变：1、直接把[blʌd]谐音过去→薄拉的（姓薄名拉，叫拉的如张娜拉） 

        2、把 b 换成 p，即从[blʌd]→[plʌd]→泼辣的 

句子：1、薄拉的血液很红 

2、泼辣的人不喜欢把自己弄的血流不止 

 

prevention[pri'venʃən]预防、阻止、妨碍 

如何变：直接把[pri'venʃən]谐音过去→婆问婶（婆在河南指姥姥）  

句子：婆问婶如何预防疾病 

 

persuade[pə'sweid]说服、劝说、使某人相信  

如何变：直接把[pə'sweid]谐音过去→泼四位的  

句子：泼四位的那个人被我劝服（说服）了 

 

heroin['herəuin]海洛因  

如何变：1、heroin=her+o 英雄+in 里面 

2、直接把['herəuin]谐音过去→海洛因  

句子：1、在众多英雄里，有很多人吸食海洛因 

      2、海洛因就是海洛因 

 

immune[i'mju:n]免疫的、有免疫力的 

如何变：把 m 换成 l，即从[i'mju:n]→[i'lju:n]→咦！刘恩（姓刘名恩）  

句子：咦！刘恩的免疫力怎么这么强啊！ 

 

defenceless[di'fenslis]无防备的 

如何变：直接把[di'fenslis]谐音过去→弟烦死李四  

句子：我弟烦死李四了，而且总在李四无防备的情况下打李四 

 

illness['ilnis]病、疾病、身体不适 

如何变：illness=ill 病+ness 名词后缀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treatment['tri:tmənt]治疗、疗法、对待、处理 

如何变：1、treatment=treat+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tri:t]谐音过去→捶他（捶念 chui，意思是打）  

句子：（甲：你打算如何对待（处理）他？   

乙：先捶他一顿再说） 

 

unprotected['ʌnprə'tektid]无保护的、无防卫的、无掩护的 

如何变：1、unprotected=un+protect+ed 

        2、直接把['prə'tekt]谐音过去→泼泰柯他（姓泰名柯）  

句子：泼泰柯他爸的那个人以前保护过他爸 

 

sex[seks]性、性别/性的、与性有关的 

如何变：直接把[seks]谐音过去→赛可是  

句子：比赛可是不分性别的  



  

 

 

transfusion[træns'fju:ʒən]输血、输液、渗透、感染 

如何变：把 j 隐藏起来，即从[træns'fju:ʒən]→[træns'fu:ʒən]→船是夫人  

句子：船是夫人用来给感染病毒的人输液的地方 

  

contract['kɔntrækt]染上、（立约）确立、（使）承包、（使）缩小 

如何变：把 k 换成 g，即从['kɔntrækt]→['kɔntrægt]→看踹葛特（姓葛名特，李云龙的儿
子叫李特）  

句子：看踹葛特的这个坏蛋能不能承包到那块地吧！ 

  

lack[læk]缺乏、没有、缺少的东西/缺乏、短少 

如何变：直接把[læk]谐音过去→莱克（莱克是英国人）/来客  

句子：莱克（来客）什么都没有 

  

proper['prɔpə]合适的、适当的 

如何变：把 r 换成 l，即从['prɔpə]→['plɔpə]→破老婆  

句子：我那破老婆对我越来越不好，我一定在合适的（适当的）时候向她提出离婚的要求 

 

available[ə'veiləbl]可利用的、可达到的、有效的 

如何变：在 ə 前加 w，即从[ə'veiləbl]→[wə'veiləbl]→我为了抱  

句子：我这个有肺结核，怕传染给我的家人，我为了抱一抱我的小孙子，不知吃了多少有

效的药物，才治好了我的病 

  

discourage[dis'kʌridʒ]使泄气、使失去信心 

如何变：1、discourage=dis+courage 

        2、直接把['kʌridʒ]谐音过去→卡，瑞芝（瑞芝全名是李瑞芝）  

句子：（甲：别失去信心（泄气），你的卡一定会找到的      

 乙：太好了！你的卡，瑞芝捡到了，一会就给你送来） 

  

cheer[tʃiə]（使）感到振奋、（使）感到高兴 

如何变：把 i 隐藏起来，即从[tʃiə]→[tʃə]→吃鹅     

句子：听说今天吃鹅，他们都感到很高兴 

  

network['netwə:k]网络、网状系统、广播（或电视）网 

如何变：network=net+work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specialist['speiʃəlist]专家、专科医生 

如何变：直接把['speiʃəlist]谐音过去→四伯舍李斯特 

（伯在此念 bai。舍在此的意思是舍給。李斯特这个名字大家一定不陌生）  

句子：四伯舍李斯特这个专家（内科医生）一包香烟 

  

curable['kjuərəbl]可治愈的 

如何变：1、curable=cur+able≈car+able 

        2、把 k 换成 l，即从['kjuərəbl]→['ljuərəbl]→刘娥若保（姓刘名娥。保指保释） 

句子：刘娥若保他出来的话，让他去治病，他的病是可治愈的 

  

meaningful['mi:niŋful]意味深长的、富有意义的 

如何变：1、meaningful=mean+ing+ful 

        2、直接把['mi:n]谐音过去→敏/民 

句子：李敏（李民）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fierce[fiəs]激烈的、凶猛的、强烈的 

如何变：直接把[fiəs]谐音过去→飞蛾是/费娥是(姓费名娥，费翔的费)  

句子：（飞蛾是）费娥是怕凶猛的怪物 

  

defensive[di'fensiv]防御的、防卫的、防守的 

如何变：直接把[di'fensiv]谐音过去→弟分析我  

句子：我弟分析我问什么会在防御战中失败 

  

invisible[in'vizəbl]看不见的、不可见的、无形的 

如何变：把 v 换成 h，即从[in'vizəbl]→[in'vizhəbl]→因为这包 

句子：因为这包里是“皇帝的新衣”，所以一般人是看不见的 

  

stranger['streindʒə]陌生人、陌生事物、新来的 

如何变：直接把['streindʒə]谐音过去→准这个（准的意思是允许。这在此念 zhei）  

句子：皇帝是准这个陌生人（新来者）可自由出入皇宫来着 

  

diagnose['daiəgnəuz]诊断（疾病）、断定/诊断、判断 

如何变：把 n 换成 h，即从['daiəgnəuz]→['daiəghəuz]→带猴子/带个猴子  

句子：1、带猴子去诊断病疾 

      2、带个猴子去诊断病疾 

  

sample['sæmpl]样品、式样、范例 

如何变：sample 样品与 same 相同的一起记忆  

句子：相同的样品 

  

cell[sel]细胞、小房间、单人牢房 

如何变：cell 与 tell 一起记忆  

句子：我告诉他观察细胞只能用显微镜 

  

disrupt[dis'rʌpt]打扰、破坏、使分裂 

如何变：把 r 换成 d，即从[dis'rʌpt]→[dis'dʌpt]→迪斯打破他（迪斯是美国人）  

句子：他总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生态环境，而且想尽一切办法使国家分裂，气的迪斯打破
他的头 

 

contagious[kən'teidʒəs]（指疾病）接触（传）染的、（情绪等）感染性的 

如何变：把 t 换成 l，即从[kən'teidʒəs]→[kən'leidʒəs]→看雷哲是 

（姓雷名哲，雷老虎的雷）  

句子：你看雷哲是不是看了感染性的文章呢？ 

 

radiation[reidi'eiʃən]放射、发射、辐射、放射物 

如何变：在 e 前加 g，即从[reidi'eiʃən]→[reidi'geiʃən]→瑞递给婶  

句子：瑞递给婶一块放射物 

  

strength[streŋθ]力量、力气、强度、实力 

如何变：直接把[streŋθ]谐音过去→是赚四  

句子：那个有实力（力量、气力）的人这一年是赚四万块 

  

recover[ri'kʌvə]恢复、重新找到、弥补 

如何变：把 k 换成 d，即从[ri'kʌvə]→[ri'dʌvə]→瑞：打我  

句子：（瑞：打我的那个人已被抓住了，我也恢复了健康）  



  

 

 

fighter['faitə]战士、奋斗者、战斗机 

如何变：把 a 隐藏起来，即从['faitə]→['fitə]→非他  

句子：这个开战斗机的女战士非他不嫁 

  

contrary['kɔntrəri]相反的、相对的、对抗的 

如何变：直接把['kɔntrəri]谐音过去→康绰瑞（姓康名绰瑞）  

句子：康绰瑞提出了相反的建议 

  

category['kætəgəri]种类、类别、范畴 

如何变：直接把['kætəgəri]谐音过去→开他葛瑞（姓葛名瑞）  

句子：开他葛瑞姐的车去取一本关于生物种类的书 

    凯特：各位能分别说出“种类”、““类别”、“范畴”的意思是什么吗？ 

 

 

 

 

 

 

 

 

 

 

 

 

 

 

 

 

 

 

 

 

 

 

 

 

 

 

 

 

 

 

 

 

 

 

 

 

 

  



 

 

 

第八单元 

 

aid[eid]援助、救助、助手/援助、资助、救助  

如何变：在 e 前加 l，即从[eid]→[leid]→雷德（姓雷名德，雷老虎的雷）  

句子：雷德是我的助手 

 

drown[draun]溺死/使淹死、淹没  

如何变：直接把[draun]谐音过去→赵恩（姓赵名恩）  

句子：赵恩是被溺死的 

 

bleed[bli:d]出血、流血  

如何变：直接把[bli:d]谐音过去→薄立的/玻璃的  

句子：（1、薄立的哥哥说：“男儿流血不流泪”）   

2、玻璃的很容易把我们的手划破，使我们流血（出血）不止 

 

choke[tʃəuk]窒息、呛住、哽住/使窒息、（水、烟等）呛  

如何变：直接把[tʃəuk]谐音过去→抽棵  

句子：抽棵烟不至于让你窒息吧 

 

ink[iŋk]墨水、油墨  

如何变：直接把[iŋk]谐音过去→尹柯（姓尹名柯，尹相杰的尹）/印可(印指印章)  

句子：1、尹柯买了一瓶墨水（油墨）    

2、印可别掉进墨水里 

 

wire['waiə]电缆、电线、金属丝  

如何变：在 ə 前加 p，即从['waiə]→['waipə]→外婆  

句子：外婆捡到一条电缆（电线）金属线 

 

container[kən'teinə]容器、集装箱  

如何变：把 t 换成 m，即从[kən'teinə]→[kən'meinə]→看煤呢  

句子：（甲：你正在看什么呢？   

乙：看煤呢，我把煤装进此容器（保温箱）中了） 

 

electrical[i'lektrikl]电的、与电有关的  

如何变：把 k 换成 t，即从[i'lektrikl]→[i'lektritl]→咦！莱克垂头（莱克是英国人）  

句子：（甲：咦！莱克垂头丧气的，他到底怎么了？   

乙：他那与电有关的发明没人家做的好呗！） 

  

upside['ʌp'said]上边、上部 

如何变：upside=up+side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scream[skri:m]尖叫、（机器、汽笛等）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风）呼啸 

如何变：直接把[skri:m]谐音过去→是奎牧（姓奎名牧，这个姓氏确实少见）    

句子：是奎牧在那里尖叫 

 

witness['witnis]目睹、目击、为。。。作证/证据、目击者 

如何变：witness=wit+ness≈with+ness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calm[kɑ:m]宁静的、镇静的 

如何变：把 k 换成 f，即从[kɑ:m]→[fɑ:m]→伐木  

句子：一个在什么情况下都很镇静的人在宁静的小山村伐木 

panic['pænik]十分惊慌/惊慌、恐慌  

如何变：把 k 换成 g，即从['pænik]→['pænig]→ 派你哥 

句子：派你哥去劝慰那名十分惊慌的男子 

 

ambulance['æmbjuləns]救护车、流动医院  

如何变：把 b 换成 l，即从['æmbjuləns]→['æmljuləns]→俺留兰斯（姓兰名斯）   

句子：俺留兰斯吃饭，她说要去修救护车，她必须得走 

 

response[ris'pɔns]作答、回答、响应  

如何变：直接把[ris'pɔns]谐音过去→瑞是帮四  

句子：瑞是帮四个朋友回答了问题，但回答的并不准确 

 

conscious['kɔnʃəs]神志清醒的、意识到的、有意的  

如何变：直接把['kɔnʃəs]谐音过去→康射死  

句子：尔康射死那个神志清醒的人（《还珠格格》中的福尔康）   

  

unconscious[ʌn'kɔnʃəs]失去知觉的、不知道的、无意识的 

如何变：直接把[ʌn'kɔnʃəs]谐音过去→安康射死（姓安名康，安在旭的安）  

句子：安康射死那个失去知觉，已无意识、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airway['eəwei]呼吸道、航道、（矿井的）风道 

如何变：airway=air+way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tip[tip]使倾斜、使翻倒、轻击 

如何变：直接把[tip]谐音过去→ 踢破 

句子：我轻击他一下，使其倾斜（翻倒），他却踢破我的头 

 

slight[slait]轻微的、少量的、纤细的  

如何变：1、slight=s+light 

        2、直接把[slait]谐音过去→是莱特（莱特是英国人） 

句子：1、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2、是莱特用车撞断了她女友那纤细的腰 

 

circulate['sə:kjuleit]（血液等）循环、环流/使（血液等）循环、使环形 

如何变：把 k 换成 l，即从['sə:kjuleit]→['sə:ljuleit]→色，刘雷他（姓刘名雷）  

句子：这个人又坏又色，刘雷他哥就暴打了他一顿，结果打得他血液不能循环他 

  

circulation[sə:kju'leiʃən]循环、环流、环形、（货币、消息等的）流通、 

传播、（报刊等的）发行 

如何变：把 s 隐藏起来，即从[sə:kju'leiʃən]→[ə:kju'leiʃən]→阿 Q：雷婶 

       （《阿 Q 正传》的阿 Q。雷婶是姓雷的大婶，雷是雷老虎的雷）  

句子：（阿 Q：雷婶不知道什么是血液循环） 

 

pulse[pʌls]脉搏、有节奏的跳动 

如何变：直接把[pʌls]谐音过去→跑四  

句子：跑四万米后，他的脉搏仍能有节奏的跳动 

  

wound[wu:nd]创伤、伤口 

如何变：wound 创伤与 would 将要一起记忆  



句子：我将要为他抚平创伤 

 

 

revive[ri'vaiv]使苏醒、使复活 

如何变：把 v 换成 m，即从[ri'vaiv]→[ri'maiv]→瑞买五  

句子：瑞买五瓶能使自己苏醒（复活）的仙丹 

 

recovery[ri'kʌvəri]复原、痊愈、恢复、重获  

如何变：把 r 换成 v，即从[ri'kʌvəri]→[vi'kʌvəri]→喂！卡我瑞（卡如饭卡、银行卡等） 

句子：喂！卡我瑞姐找到了，还有，你的伤痊愈了吗？ 

 

chin[tʃin]下巴  

如何变：直接把[tʃin]谐音过去→趁  

句子：趁他无防备，打了他下巴一拳 

 

blanket['blæŋkit]毛毯、毡子、毛毯似的东西  

如何变：直接把['blæŋkit]谐音过去→布朗剋他（英国首相布朗。剋念 kei，意思是打） 

句子：布朗剋他是因为他把布朗家的毛毯（毡子）烧了 

 

motorcycle['məutəsaikl]摩托车  

如何变：把 s 换成 h，即从['məutəsaikl]→['məutəhaikl]→摩托，海口  

句子：这种款式的摩托，海口人最喜欢骑 

 

weave[wi:v]织、编  

如何变：直接把[wi:v]谐音过去→魏武（姓魏名武）/为五  

句子：魏武也会编织（为五个朋友编织衣物） 

 

sudden['sʌdn]突然（发生）的、意外的  

如何变：直接把['sʌdn]谐音过去→撒旦（魔鬼撒旦）  

句子：撒旦使他发生意外事故 

 

bite[bait]咬、叮、被咬（或叮）的伤痕、咬伤  

如何变：直接把[bait]谐音过去→白塔  

句子：白塔里的蚊虫不停地叮咬我，把我咬伤 

 

tap['tæp]（自来水、煤气等的）旋塞、龙头、龙头中流出的液体  

如何变：直接把['tæp]谐音过去→太婆/太破  

句子：（太婆：这个旋塞（龙头）实在太破了) 

 

loose[lu:s]松的、松散的  

如何变：直接把[lu:s]谐音过去→鲁斯（姓鲁名斯，鲁迅的鲁）  

句子：鲁斯喜欢穿比较松的衣服 

 

bandage['bændidʒ]绷带、包扎带  

如何变：直接把['bændidʒ]谐音过去→班迪只（姓班名迪，班固的班）  

句子：班迪只拿来了一卷绷带 

 

explanation[eksplə'neiʃən]解释、说明、阐述  

如何变：把 n 换成 g，即从[eksplə'neiʃən]→[eksplə'geiʃən]→哎！可是伯乐给婶  

句子：哎！可是伯乐给婶的《司法解释》一书当中不包括这一条 

 

kit[kit]工具袋、用品箱  

如何变：直接把[kit]谐音过去→ 剋他（剋念 kei，剋意思是打）  



句子：用工具袋（用品箱）里的工具剋他 

 

 

thermometer[θə'mɔmitə]温度计、体温表  

如何变：把 θ 换成 h，即从[θə'mɔmitə]→[hə'mɔmitə]→和毛密特（姓毛名密）  

句子：和毛密特要好的朋友去买温度计（体温表） 

 

flashlight['flæʃlait]手电筒、（灯塔、机场等的）闪光信号灯  

如何变：1、flashlight=flash+light 

        2、直接把['flæʃlait]谐音过去→付莱是赖他（姓付名莱。赖是指把责任推别人身上）
句子：付莱是赖他偷了他的手电筒 

 

 

 

 

 

 

 

 

 

 

 

 

 

 

 

 

 

 

 

 

 

 

 

 

 

 

 

 

 

 

 

 

 

 

 

 

 

 

 

 

 

  



 

 

 

第九单元 

 

ecology[i:'kɔlədʒi]生态、生态学  

如何变：直接把[i:'kɔlədʒi]谐音过去→依靠了这/姨烤了这(这在此念 zhei)  

句子：1、她从此就依靠了这个生态学家    

2、姨烤了这个生态学家最喜欢吃的羊肉串 

 

coal[kəul]煤  

如何变：直接把[kəul]谐音过去→抠  

句子：从石头缝中抠出一块煤 

 

issue['isju:,'iʃju:]问题、争议、发行/发行、分配  

如何变：直接把['isju:,'iʃju:]谐音过去→遗书（艺术）  

句子：在遗书（艺术）问题上发生争议 

 

environmentalist[invairən'mentlist]环境论者、研究环境污染问题的专家  

如何变：直接把[invairən'mentlist]谐音过去→因为人们偷李斯特（李斯特是大家熟知的名
字）  

句子：（环境论者：因为人们偷李斯特的书而被抓） 

 

summarise['sʌməraiz]概括、总结  

如何变：把 r 换成 h，即从['sʌməraiz]→['sʌməhaiz]→撒莫：孩子（姓撒名莫，撒贝宁的
撒 ）  

句子：(撒莫：孩子对此文章概括总结的很好) 

 

content['kɔntent, kən'tent]内容、目录、容量  

如何变：把 t 换成 w，即从[kən'tent]→[kən'went]→康文特（姓康名文）  

句子：康文特聪明。目录上的内容看一遍，他就能倒背如流 

 

representative[repri'zentətiv]代表、典型、议员  

如何变：representative= repre+sent+a+tive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句子：分解记忆为佳 

 

sustainable[sə'steinəbl]能持续的、能维持的、能承受的  

如何变：把 n 换成 h，即从[sə'steinəbl]→[sə'steihəbl]→色，是得和宝（宝是人名）  

句子：那个人又坏又色，是得和宝子一起教训他一下，当然是在他能承受的范围内 

 

killer['kilə]杀人者、造成灾难的事物  

如何变：直接把['kilə]谐音过去→剋了（剋念 kei，剋的意思是打）  

句子：剋了那个杀人者一顿 

 

contaminate[kən'tæmineit]弄脏、污染、毒害  

如何变：把 n 换成 g，即从[kən'tæmineit]→[kən'tæmigeit]→ 看泰米给婶（姓泰名米） 

句子：看泰米给婶的是不是一件已被弄脏的衣服 

 

sanitation[sæni'teiʃən]公共卫生、环境卫生、卫生设备  

如何变：把 s 换成 b，即从[sæni'teiʃən]→[bæni'teiʃən]→白妮忒神（姓白名妮。忒的意思

是很、非常）  

句子：白妮忒神了，她能算出一千年后的环境（公共卫生）状况将是一个怎样的局面 

  



 

 

 

access['ækses]接近、进入  

如何变：直接把['ækses]谐音过去→艾柯：塞子（姓艾名柯）/哎！可塞子  

句子：（1、艾柯：塞子我已经扔了，但又被一个进入此地的人捡走了）     

2、哎！可塞子已被刚进入此地的那个人捡走了 

 

rural['rurəl]农村的、乡村的  

如何变：直接把['rurəl]谐音过去→柔/揉     

句子：1、柔柔（女孩的名字）是农村的（乡村的）俊姑娘 

      2、那个农村的（乡村的）老汉揉揉自己酸痛的肩膀 

 

poverty['pɔvəti]贫穷、贫困、；贫乏  

如何变：直接把['pɔvəti]谐音过去→泡我提 

句子：泡我提回来的茶叶给那位贫穷的（贫困的）人喝 

 

violence['vaiələns]暴力、侵犯、猛烈、强烈  

如何变：在 ə 前加 l，即从['vaiələns]→['vailələns]→崴了兰斯（姓兰名斯。崴了指的是把
脚折了） 

句子：这个坏人要对兰斯使用暴力，想侵犯她，兰斯就拼命地跑，当经过凹地时，就崴了
兰斯的脚 

 

premier['premiə]总理、首相  

如何变：把 r 换成 h，即从['premiə]→['phemiə]→迫害米娥（姓米名娥）  

句子：总理（首相）派人迫害米娥  

 

stress[stres]着重、强调  

如何变：把 e 换成 u，即从[stres]→[strus]→此处是  

句子：我在强调一遍，此处是很危险的，你们要多加小心 

 

equality[i'kwɔləti]相等、平等  

如何变：把 t 换成 n，即从[i'kwɔləti]→[i'kwɔləni]→姨考了你  

句子：（甲：姨考了你一道什么题？    

乙：她问我‘相等’与‘平等’意思是否一样） 

 

fairness['feənis]公平、公正  

如何变：1、fairness=fair+ness 

2、在 e 后加 i，即从['feə]→['feiə]→费娥（姓费名娥，费翔的费）  

句子：费娥对人很公正（公平对人） 

 

responsibility[rispɔnsə'biliti]责任、责任心、职责  

如何变：把 s 换成 d，即从[rispɔnsə'biliti]→[rispɔndə'biliti]→瑞：是邦德毙了踢 

        （邦德指的是邦德 007.  毙指的是用枪打死）  

句子：（瑞：是邦德毙了踢你的那个坏人，说明他很负责任，对你很有责任心） 

 

cooperation[kəu,ɔpə'reiʃən]合作、配合  

如何变：直接把[kəu,ɔpə'reiʃən]谐音过去→抠，敖坡、瑞婶/寇，敖坡、瑞婶  

        （抠指抠门。寇指贼寇。 敖坡是姓敖名坡。 瑞婶是指名瑞的大婶） 

句子：1、他这个人特抠，敖坡、瑞婶都想与他合作 

      2、他是个倭寇，敖坡、瑞婶都想与他合作 

 

prosper['prɔspə]兴旺、繁荣、成功   



如何变：把 p 换成 b，即从['prɔspə]→['brɔspə]→薄娆：四伯（姓薄名娆）  

句子：（薄娆：四伯的事业挺成功（兴旺、繁荣）） 

  

willingness['wiliŋnis]愿望、心甘情愿 

如何变：willingness=will 将+ing+ness  

句子：我将告诉他我到底许的是什么愿望 

 

harmony['hɑ:məni]协调、和谐、和睦 

如何变：直接把['hɑ:məni]谐音过去→哈！摸你  

句子：哈！摸你一下也不至于使我们两家不和睦吧！  

 

wipe[waip]擦 

如何变：直接把[waip]谐音过去→外婆  

句子：外婆正在擦桌子 

 

per[pə:,pə]每、每一、按照 

如何变：直接把[pə:,pə]谐音过去→泼  

句子：按照风俗习惯，苗族每年都过泼水节 

 

alternative[ɔ:l'tə:nətiv]两者（或两者以上）择一的、供选择的/两者取一、 

可供选择的办法（或方案）  

如何变：直接把[ɔ:l'tə:nətiv]谐音过去→奥特（曼）呢，替我（曼是辅助记忆的字）  

句子：奥特（曼）呢，替我想几个可供选择的办法（这是在给大家分派任务） 

 

car-pooling[ka'pu:liŋ]合伙用车  

如何变：1、car-pooling=car-pooling 

        2、直接把[ka'pu:liŋ]谐音过去→卡，蒲玲（姓蒲名玲，蒲松龄的蒲）  

句子：你的那张卡，蒲玲忘在她们的合伙用车上了 

 

defend[di'fend]为。。。辩护（答辩）、防卫  

如何变：：直接把[di'fend]谐音过去→狄芬的（姓狄名芬，狄仁杰的狄）  

句子：狄芬的哥哥为我辩护 

 

incorrect[inkə'rekt]不正确的、不妥当的、不真实的  

如何变：把 r 换成 l，即从[inkə'rekt]→[inkə'lekt]→尹柯：来客他（姓尹名柯，尹相杰的尹） 
句子：（尹柯：来客他是一个也不招呼，我认为她这么做是不正确的） 

 

affect[ə'fekt]影响、感动、（疾病）侵袭  

如何变：把 f 换成 l，即从[ə'fekt]→[ə'lekt]→讹莱克他（莱克是英国人。讹念 e，指讹人）
句子：讹莱克他爸的人不仅影响到了莱克，也影响到了莱克家的正常生活 

 

advise[əd'vaiz]劝告、向。。。提供意见/提供意见、建议、商量  

如何变：把 v 换成 h，即从[əd'vaiz]→[əd'haiz]→饿得孩子  

句子：饿得孩子无心情去听任何人的劝告 

 

 

 

 

 

 

 

 

  



 

 

 

第十单元 

 

frightening['fraitniŋ]引起恐惧的、惊恐的的、可怕的  

如何变：1 frightening=f+right+en+ing 

2 把 a 隐藏起来，即从['fraitniŋ]→['fritniŋ]→付瑞她拧（姓付名瑞）  

句子：付瑞她拧开瓶盖后，看见了十分可怕的怪物 

 

hurricane['hʌ:rikən]飓风  

如何变：直接把['hʌ:rikən]谐音过去→哈！瑞看  

句子：哈！瑞看到传说中的飓风了 

 

threat[θret]威胁、恐吓、构成威胁的人（或事）  

如何变：在 e 后加 i，即从[θret]→[θreit]→石蕊她（姓名）/史瑞她（姓名） 

句子：石蕊她姐（史瑞她姐）不想受到任何人的威胁（恐吓） 

 

terrify['terifai]使恐惧、使惊恐、恐吓  

如何变：把 a 隐藏起来，即从['terifai]→['terifi]→ 泰瑞非（姓泰名瑞） 

句子：泰瑞非要做一件使人惊恐（恐惧）的事不可 

 

erupt[i'rʌpt]（火山、喷泉等）喷发  

如何变：把 r 换成 d，即从[i'rʌpt]→[i'dʌpt]→姨打破他  

句子：姨打破他的头的同时，我们听见了火山喷发的声音 

 

eruption[i'rʌpʃən]火山爆发、（战争等）爆发、（疾病等）发作  

如何变：把 r 换成 d，即从[i'rʌpʃən]→[i'dʌpʃən]→姨打破婶  

句子：姨打破婶的头的同时，我们听见了火山喷发的声音 

 

bury['beri]埋葬、掩藏  

如何变：直接把['beri]谐音过去→白瑞（姓白名瑞，白居易的白）  

句子：白瑞被埋葬了 

 

ash[æʃ]灰、灰烬  

如何变：直接把[æʃ]谐音过去→ 碍事 

句子：门前的那堆灰真的很碍事 

 

mud[mʌd]泥、烂泥、泥浆  

如何变：直接把[mʌd]谐音过去→妈的/马德（姓马名德）  

句子：1、妈的！谁给我弄了一身烂泥   

2、马德掉进烂泥（泥浆）里 

 

rise[raiz]升起、上升、起床、上涨  

如何变：把 r 换成 h，即从[raiz]→[haiz]→孩子  

句子：孩子每天都按时起床，去看那升起的红太阳 

 

spot[spɔt]少量、点、斑点、污渍、污点、地点/认出、发现  

如何变：直接把[spɔt]谐音过去→石宝他（姓石名宝）/史宝他（姓史名宝）  

句子：石宝他（史宝他）发现自己身上有点污渍 

 

dirt[də:t]泥土、污垢（如烂泥、灰尘等）  

如何变：直接把[də:t]谐音过去→的他   



句子：（女子说：“我的他从不知从哪弄来了一身泥土（污垢）”） 

  

 

sight[sait]情景、视觉、视野 

如何变：直接把[sait]谐音过去→赛他  

句子：这里视野开阔，挺适合赛他们新买的赛车的 

 

courage['kʌridʒ]勇气、胆量 

如何变：直接把['kʌridʒ]谐音过去→卡，瑞芝（名叫瑞芝） 

句子：你的卡，瑞芝从小偷手中夺回来了，你说他是不是很有勇气和胆量 

 

flee[fli:]逃走、逃避  

如何变：直接把[fli:谐音过去→付丽（姓付名丽）/府里   

句子：付丽从府里逃走了 

 

urge[ə:dʒ]催促、力劝、强烈要求/迫切愿望、强烈要求  

如何变：直接把[ə:dʒ]谐音过去→遏制  

句子：我只想催促（遏制）他一下 

 

arrival[ə'raivəl]到达、抵达  

如何变：1、arrival=arrive+al  只记前半部分即可 

        2、把 a 隐藏起来，即从[ə'raiv]→[ə'riv]→鄂瑞五（姓鄂名瑞）  

句子：鄂瑞五年来游山玩水，但从未到达过南极 

 

bath[bɑ:θ]浴缸、浴、浴室  

如何变：直接把[bɑ:θ]谐音过去→拔丝 

句子：把拔丝冰棍儿倒在浴缸里 

 

bathe[beið]洗澡、沐浴、（使）浸没  

如何变：直接把[beið]谐音过去→杯子  

句子：洗澡（沐浴）后，我喝了一杯子牛奶 

 

pillow['piləu]枕头  

如何变：把 ə 换成 a，即从['piləu]→['pilau]→疲劳  

句子：这个枕头能减轻疲劳 

  

daylight['deilait]日光、白昼、黎明 

如何变：daylight=day+light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sulphur['sʌlfə]硫磺 

如何变：直接把['sʌlfə]谐音过去→扫凤儿（凤儿是对人的称呼）  

句子：扫凤儿的房间时，我闻见一股硫磺味 

 

immediately[i'mi:djətli]立刻、马上、直接地  

如何变：把 t 换成 p，即从[i'mi:djətli]→[i'mi:djəpli]→易米爹破例（姓易名米，易中天的
易）  

句子：听说易米爹破例给大家表演个节目，我们立刻就有精神了 

fresh[freʃ]新的、刚经历的、新鲜的  

如何变：在 e 后加 i，即从[freʃ]→[freiʃ]→付瑞是（姓付名瑞） 

句子：付瑞是买了一条新鲜的鱼 

  

farewell[feə'wel]再会、再见、祝你好运、一路平安  



如何变：farewell=f+are+well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web[web]网、错综复杂的事物或网络 

如何变：把 b 换成 p，即从[web]→[wep]→外婆  

句子：外婆搞不懂网上那些错综复杂的事务 

 

inch[intʃ]英尺、少量  

如何变：直接把[intʃ]谐音过去→因吃  

句子：因吃了少量的毒药而毒发身亡 

 

board[bɔ:d]船舷、木板、边缘  

如何变：直接把[bɔ:d]谐音过去→抱得  

句子：我抱得是一块木板 

 

steamship['sti:mʃip]汽船、轮船  

如何变：直接把['sti:mʃip]谐音过去→四弟：墓谁破（谁在此念 shei）  

句子：（四弟：墓谁破坏的？   

三弟：是那个开汽船（轮船）的撞坏可） 

 

barometer[bə'rɔmitə]气压计、气压表 

如何变：1、直接把[bə'rɔmitə]谐音过去→伯饶米特（姓米名特） 

        2、把 m 换成 n，即从[bə'rɔmitə]→[bə'rɔnitə]→薄娆：你特  

句子：1、米特把大伯的气压计和气压表摔了。我求情道：“大伯饶米特这一回吧” 

      2、薄娆：你特想买个气压计（气压表）吧 

 

unbelievable[ʌnbi'li:vəbl]不可相信的、难以置信的  

如何变：1、unbelievable=un+believe+able  只记忆中间部分即可 

        2、直接把[bi'li:v]谐音过去→比李武（姓李名武） 

句子：真难以置信，那个人居然比李武还要高 

 

crash[kræʃ]破裂（声）、崩溃  

如何变：直接把[kræʃ]谐音过去→可瑞士 /快使 

句子：1、可瑞士小伙精神上并没有崩溃呀！   

2、快使用字典查出“崩溃”“破裂”在字典中的意思 

 

ton[tʌn]吨、吨位  

如何变：ten 与 ton 一起记忆  

句子：十吨 

 

deck[dek]甲板、舱面、桥面  

如何变：直接把[dek]谐音过去→带壳  

句子：甲板（舱面、桥面）上有一个带壳的熟鸡蛋 

  

waterfall[i'rʌpʃən]瀑布 

如何变：waterfall=water 水+fall 往下落  

句子：往下落的水是瀑布吗？ 

 

uncomfortable[ʌn'kʌmfətəbl]不舒服的、不自在的 

如何变：1、uncomfortable=un 否定前缀+comfort+able 形容词后缀   

记 comfortable 即可 

        2、直接把['kʌmfətəbl]谐音过去→康凤儿：她抱（姓康名凤儿） 

句子：（康凤儿：她抱孩子的姿势不对，怪不得孩子会感到不舒服）  



 

 

 

aloud[ə'laud]大声地、高声地  

如何变：直接把[ə'laud]谐音过去→鄂老的（姓鄂的受人尊敬的老人家）  

句子：鄂老的嗓门很大，每天都不停地在山顶大声地（高声地）歌唱 

 

reading['ri:diŋ]（仪器上的）读数、阅读、读物  

如何变：1、reading=read+ing 

        2、直接把['ri:d]谐音过去→瑞的  

句子：瑞的阅读速度很快 

 

puff[pʌf]一阵、一股、噗的一声  

如何变：直接把[pʌf]谐音过去→怕浮  

句子：怕浮在水面上的尸体一般（一阵）难闻的恶臭 

 

swear[sweə]发誓、起誓、宣誓、咒骂  

如何变：在 ə 前加 l，即从[sweə]→[swelə]→是崴了（崴了脚指把脚给折了，崴念 wai） 

句子：她上台宣誓时还好好的，现在怎么一瘸一拐的，她下台时是不是崴了脚啊 

 

 

 

 

 

 

 

 

 

 

 

 

 

 

 

 

 

 

 

 

 

 

 

 

 

 

 

 

 

 

 

 

 

  



 

 

 

高二下 

第十一单元 

 

solar['səulə]太阳的、日光的  

如何变：直接把['səulə]谐音过去→馊了  

句子：太阳的光很强烈，天气也很热，把我包中的馒头都热馊了 

 

giant['dʒaiənt]巨大的/巨人、巨物  

如何变：直接把['dʒaiənt]谐音过去→翟恩特（姓翟名恩）  

句子：翟恩特想战胜那个巨人（巨物）  

 

leap[li:p]跳、跳跃  

如何变：直接把[li:p]谐音过去→李坡（姓李名坡）  

句子：李坡很善长跳跃 

  

mankind[mæn'kaind]人类 

如何变：mankind=man 人+kind 类  

句子：人类就是人类 

 

constitution[kɔnsti'tju:ʃən]宪法 

如何变：把 t 换成 l，即从[kɔnsti'tju:ʃən]→[kɔnsti'lju:ʃən]→康斯迪留婶（姓康名斯迪）
句子：康斯迪留婶吃饭，并想求教几个关于宪法的问题 

 

eureka[ju'ri:kə]我找到了！我发现了！  

如何变：直接把[ju'ri:kə]谐音过去→由瑞克（瑞克是美国人）  

句子：（由瑞克替我喊一声：我找到了！） 

  

man[mæn]操纵、给。。。配备人员 

如何变：man 也有男人的意思  

句子：这个男人很擅长操纵机器 

 

hi-tech[hai'tek]高科技、高技术 

如何变：直接把[hai'tek]谐音过去→ 嗨！泰柯（姓泰名柯） 

句子：嗨！泰柯原来是研究高科技的专家啊！要不什么都知道 

 

support[sə'pɔ:t]支持、支撑、供养  

如何变：把 s 换成 w，即从[sə'pɔ:t]→[wə'pɔ:t]→我泡她 

句子：我泡她最喜欢喝的茶给他喝，他才同意跟我一起支持革命武装 

  

daily['deili]每日（的） 

如何变：day 变 y 为 i 加 ly  

句子：这个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achieve[ə'tʃi:v]获得、实现  

如何变：把 i 隐藏起来，即从[ə'tʃi:v]→[ə'tʃ:v]→鄂驰五（姓鄂名驰）  

句子：鄂驰五年来一直期望的梦想终于得到实现 

  

likely['laikli]可能的、预期的 

如何变：likely=like+ly  

句子：这个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economic[i:kə'nɔmik]经济的、经济学的、有实用价值的 

如何变：直接把[i:kə'nɔmik]谐音过去→易柯挠米柯（姓易名柯，易中天的易。姓米名柯） 

句子：易柯挠米柯是他不对，我会让其的家长给你适当的经济补偿的 

 

zone[zəun]区、区域、地带  

如何变：直接把[zəun]谐音过去→粽  

句子：他在那个区域（区、地带）卖粽子 

  

private['praivit]私人的、私立的、非公开的 

如何变：把 r 换成 h，即从['praivit]→['phaivit]→ 迫害为他 

句子：迫害为他工作的私人助理 

  

institute['institju:t]学会、协会、研究机构  

如何变：把 t 换成 l，即从['institju:t]→['instilju:t]→因四弟留他  

句子：因四弟留他学会（协会、研究机构）的小王吃饭，所以家里多做了几个菜 

 

grasp[græsp]抓住、抓牢、理解  

如何变：直接把[græsp]谐音过去→怪四伯  

句子：怪四伯没有抓牢（理解他的意思/抓住他的手） 

 

master['mɑ:stə]硕士、主人、能手  

如何变：直接把['mɑ:stə]谐音过去→马思德（姓马名思德）  

句子：马思德不仅是个硕士，他也是我的主人 

 

arrange[ə'reindʒ]安排、筹划、整理、布置  

如何变：直接把[ə'reindʒ]谐音过去→讹云植（姓云名植。讹念 e，指讹人）  

句子：讹云植的那伙人在之前早都筹划安排好了  鄂云只不过帮他们筹划安排好了 

 

perfect['pə:fikt]理想的、完美的、绝对的   

如何变：直接把['pə:fikt]谐音过去→泼费柯他（姓费名柯，费翔的费）  

句子：泼费柯他哥的那个姑娘绝对是个完美的、所有男人理想中的那种女子 

 

rely[ri'lai]依靠、信赖、指望  

如何变：直接把[ri'lai]谐音过去→瑞来  

句子：瑞来此是想找一个她能依靠和信赖的男人 

  

failure['feiliə]失败、失败的人 

如何变：直接把['feiliə]谐音过去→费玲儿（姓费名玲儿，费翔的费）  

句子：费玲儿认为自己是个失败的人失败 

 

silicon['silikən]硅  

如何变：直接把['silikən]谐音过去→喜立看（姓喜名立，喜来乐的喜）  

句子：喜立看到地上有块硅，他便捡了起来 

 

valley['væli]山谷、溪谷、低凹处  

如何变：直接把['væli]谐音过去→外力  

句子：山谷（溪谷、地凹处）也承受不了长久的外力冲击 

 

base[beis]基地、根据地、底部  

如何变：直接把['beri]谐音过去→背四   



句子：背四个小朋友来到我们基地（根据地） 

 

 

mark[mɑ:k]标志、表示、做记号、打分数  

如何变：直接把[mɑ:k]谐音过去→马可（姓马名可）  

句子：马可对那个标志表示喜欢 

 

agency['eidʒənsi]机构、代理  

如何变：1、把 i 隐藏起来，即从['eidʒənsi]→['edʒənsi]→爱甄希（姓甄名希，甄子丹的甄）
     2、在 e 前加 m，即从['eidʒənsi]→['meidʒənsi]→美珍洗(姑娘的名字叫美珍) 

句子：1、我们机构的王代理很爱甄希   

2、美珍洗我们机构的王代理的衣服 

 

organ['ɔ:gən]器官  

如何变：直接把['ɔ:gən]谐音过去→奥！干  

句子：奥！干什么非换器官不可呢！ 

 

forward['fɔ:wəd]向前  

如何变：1、forward=for+ward  记后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wəd]谐音过去→我的 

句子：我的步伐永远是向前的 

 

rejuvenate[ri'dʒu:vəneit]（使）恢复（青春）活力、（使）返老还童  

如何变：把 n 换成 m，即从[ri'dʒu:vəneit]→[ri'dʒu:vəmeit]→ 瑞：祝我妹她 

句子：（瑞：祝我妹她丈夫早日恢复青春活力（返老还童）） 

 

breakthrough['breikθru:]重大突破、突围 

如何变：1、breakthrough=break+through  

        2、直接把['breikθru:]谐音过去→薄瑞克是入（姓薄名瑞克） 

句子：薄瑞克是入了民进党，但他在科研方面并没有什么重大突破 

 

impressive[im'presiv]给人深刻印象的  

如何变：把 r 换成 h，即从[im'presiv]→[im'phesiv]→因迫害西五（西五指的是西边第五个
宿舍楼）  

句子：他因迫害西五住的王教授很快被抓，他可算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了 

 

march[mɑ:tʃ]行军、进行  

如何变：直接把[mɑ:tʃ]谐音过去→马吃/马驰（姓马名驰）  

句子：1、在行军时，马吃草    

2、马驰晕倒在行军的路上 

 

aim[eim]瞄准、对准 

如何变：aim 与 I'am 很像  

句子：我是一名正在瞄准打靶的军人 

 

announce[ə'nauns]宣布、宣告  

如何变：把 n 换成 k，即从[ə'nauns]→[ə'kauns]→讹康斯（姓康名斯）  

句子：讹康斯的人当众宣布（宣告）他以后不在讹人了 

 

genome['dʒi:nɔm]基因组、染色体组  

如何变：把 n 换成 b，即从['dʒi:nɔm]→['dʒi:bɔm]→这保姆（这自此念 zhei）  

句子：这保姆不知道什么是基因组（染色体组） 

  



evolution[i:və'lu:ʃən]发展、展开 

如何变：直接把[i:və'lu:ʃən]谐音过去→咦！我陆婶（陆婶姓陆的大婶）  

句子：咦！我陆婶的发展路线还是比较科学的嘛！ 

byte[bait]字节、比特 

如何变：直接把[bait]谐音过去→白特（姓白名特，白居易的白）  

句子：白特记住了所有字节 

 

humanoid['hju:mənɔid]具有人的形状或特点的、类人的 

如何变：把 h 换成 x，即从['hju:mənɔid]→['xju:mənɔid]→休谟挠姨的（姓休名谟）  

句子：休谟挠姨的后背时，刚好被那个具有人的形状或特点的（类人的）怪物看到 

  

element['elimənt]元素、要素、组成部分  

如何变：1、element=ele+ment 

        2、把 l 换成 n，即从['elimənt]→['enimənt]→哎！你们他  

句子：哎！你们他娘的真没有那个会背元素周期表的小孩聪明 

 

battle['bætl]战斗、战役/斗争、奋斗  

如何变：直接把['bætl]谐音过去→白头  

句子：白头老汉是参加过各种战役（战斗）的老兵了 

 

strategy['strætədʒi]战略、战略  

如何变：直接把['strætədʒi]谐音过去→是踹他这（这在此念 zhei）  

句子：这个战略家是踹他这个不孝之人一脚 

 

 

 

 

 

 

 

 

 

 

 

 

 

 

 

 

 

 

 

 

 

 

 

 

 

 

 

 

 

  



 

 

 

第十二单元 

 

fiction['fikʃən]小说  

如何变：直接把['fikʃən]谐音过去→费柯审（姓费名柯，费翔的费）  

句子：费柯审的是一位会写小说的人物 

 

belief[bi'li:f]信念、信心、信仰  

如何变：直接把[bi'li:f]谐音过去→比李福（姓李名福）  

句子：比李福还有信心（信仰、信念） 

 

league[li:g]里格、联盟、社团  

如何变：直接把[li:g]谐音过去→李哥（姓李的大哥）  

句子：李哥是我们社团（联盟）的人 

 

balloon[bə'lu:n]气球  

如何变：直接把[bə'lu:n]谐音过去→ 布鲁恩（布鲁诺的兄弟布鲁恩） 

句子：布鲁诺买了一个气球给布鲁恩 

 

bulb[bʌlb]电灯泡、球状物、球茎  

如何变：直接把[bʌlb]谐音过去→鲍伯（鲍伯是美国男孩）  

句子：鲍伯买了一个电灯泡 

 

botany['bɔtəni]植物学  

如何变：直接把['bɔtəni]谐音过去→ 包特：你（姓包名特，包青天的包） 

句子：（包特：你学过生物学吗？） 

 

apply[ə'plai]应用、运用/申请、请求  

如何变：在 ə 前加 w，即从[ə'plai]→[wə'plai]→我婆来（婆在河南指姥姥）  

句子：我婆来钱强烈要求（请求）家人教他如何应用电脑 

 

applied[ə'plaid]应用的、实用的  

如何变：在 ə 前加 w，即从[ə'plaid]→[wə'plaid]→我婆来的（婆在河南指姥姥）  

句子：我婆来的真是时候，我家前几天才买的实用的笔记本电脑，正好让我婆练练手 

 

foundation[faun'deiʃən]基础、建立  

如何变：把 d 换成 m，即从[faun'deiʃən]→[faun'meiʃən]→防梅婶（姓梅的大婶，梅兰芳
的梅）/ 方梅审（姓方名梅） 

句子：1、防梅婶来破坏我们刚刚建立好的关系 

2、方梅审那个数学基础较好的小偷 

 

servant['sə:vənt]仆人、公务员、雇员  

如何变：把 s 换成 w，即从['sə:vənt]→['wə:vənt]→我吻他/我问他  

句子：1、我吻他的仆人 

2、我问他是不是一名公务员（雇员） 

 

whale[weil]鲸、巨大的人（物）  

如何变：直接把[weil]谐音过去→微藕  

句子：微藕汤给那个巨大的人喝，就是因为他杀掉了那条食人鲸 

  

hunter['hʌntə]猎人、搜索者  



如何变：直接把['hʌntə]谐音过去→喊他  

句子：猎人喊他的狗 

 

collision[kə'liʒən]碰撞、（利益、意见等）冲突  

如何变：直接把[kə'liʒən]谐音过去→可李仁（姓李名仁）  

句子：可李仁并没有因为碰撞而其发生冲突啊！ 

  

companion[kəm'pænjən]同伴、同伙 

如何变：直接把[kəm'pænjən]谐音过去→看派您  

句子：您看派您的同伴（同伙）去怎么样！ 

 

overboard['əuvəbɔ:d]从船上落（或抛）入水中、向船外  

如何变：overboard=over+board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submarine['sʌbməri:n]潜水艇  

如何变：直接把['sʌbməri:n]谐音过去→撒伯：瑞恩（撒伯是姓撒的伯伯，撒贝宁的撒。瑞
恩是《拯救大兵瑞恩》中的瑞恩） 

句子：（撒伯：瑞恩买了一架潜水艇） 

 

permanent['pə:mənənt]永久的、固定的   

如何变：把 ə 换成 a，即从['pə:mənənt]→['pə:mənant]→婆：磨难她（婆在河南指姥姥）
句子：（婆：磨难她倒是经历不少，但她也认为那是永久的财富） 

 

guest[gest]客人、旅客、客座教授  

如何变：直接把[gest]谐音过去→翟思特（姓翟名思）   

句子：翟思特想与那位客人（旅客、客座教授）照张相 

 

voyage['vɔiidʒ]航海、航空、航行  

如何变：1、在 ɔ 后加 ŋ，即从['vɔiidʒ]→['vɔŋiidʒ]→王易只（姓王名易） 

        2、把 ɔ 换成 l，即从['vɔiidʒ]→['lɔiidʒ]→老姨只 

句子：王易只（老姨只）研究航海（航空、航行） 

 

iron['aiən]铁  

如何变：在 ə 前加 r，即从['aiən]→['airən]→爱人  

句子：我爱人有些贫血，她很可能缺铁 

 

aboard[ə'bɔ:d]在船（或飞机、车）上、上船、登机  

如何变：在 ə 前加 w，即从[ə'bɔ:d]→[wə'bɔ:d]→ 我抱的 

句子：我抱的孩子也需买票，要么不让其上船（登机） 

 

lamp[læmp]灯  

如何变：直接把[læmp]谐音过去→兰坡（姓兰名坡）  

句子：兰坡打开了灯 

 

dislike[dis'laik]不喜欢、讨厌 

如何变：dislike=dis+like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prisoner['priznə]俘虏、失去自由的人  

如何变：直接把['priznə]谐音过去→婆：瑞子呢（瑞子是个姑娘）  

句子：（婆：瑞子呢？     

瑞子妈：被那个俘虏（犯人、失去自由的人）抓走了）  



 

 

 

gentle['dʒentl]温和的、温柔的、文雅的  

如何变：直接把['dʒentl]谐音过去→ 剪头（指理发） 

句子：给我剪头（理发）的是个既温柔（温和）又文雅的姑娘 

 

iceland['aislənd]冰岛（欧洲岛国） 

如何变：iceland=ice+land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layer['leiə]层、地层  

如何变：1、在 ə 前加 l，即从['leiə]→['leilə]→累了 

     2、直接把['leiə]谐音过去→雷娥（姓雷名娥，雷老虎的雷） 

句子：1、刚爬到第九层，我就觉得累了   

2、雷娥：我对地层很有了解 

 

marble['mɑ:bl]大理石、大理石制品  

如何变：直接把['mɑ:bl]谐音过去→麻包  

句子：麻包里装的全是大理石（制品） 

 

shore[ʃɔ:]岸、滨  

如何变：直接把[ʃɔ:]谐音过去→少  

句子：少去海岸（滨） 

 

luggage['lʌgidʒ]行李  

如何变：把 gi 与 dʒ 对调位置，即从['lʌgidʒ]→['lʌdʒgi]→蜡纸给  

句子：把蜡纸给我放进行李箱里 

 

brilliant['briljənt]聪明的、杰出的、耀眼的  

如何变：直接把['briljənt]谐音过去→薄瑞连塔（姓薄名瑞）  

句子：既聪明耀眼又杰出的薄瑞连塔都没见过！ 

 

phenomenon[fə'nɔminən]现象、奇迹  

如何变：直接把['briljənt]谐音过去→凤儿挠米楠（凤儿与米楠是好朋友）  

句子：凤儿挠米楠后居然会主动道歉，这还真是个奇迹 

 

labour[leibə]努力、（体力）劳动  

如何变：直接把[leibə]谐音过去→雷博（姓雷名博，雷老虎的雷）  

句子：雷博努力劳动就是为了早日出狱 

 

hesitate['heziteit]踌躇、犹豫  

如何变：把 h 换成 g，即从['heziteit]→['geziteit]→该贼忒他  

句子：该贼忒他娘的怂，干什么都犹豫踌躇 

 

creation[kri'eiʃən]创造、产生  

如何变：在 e 前加 g，即从[kri'eiʃən]→[kri'geiʃən]→奎给婶/可瑞给婶  

句子：1、大奎给婶一幅他新创作的作品 

2、可瑞给婶的确实是他新创作的作品 

 

horror['hɔrə]恐惧、恐怖  

如何变：直接把['hɔrə]谐音过去→好弱  

句子：她身体好弱，根本看不了恐怖的事物  



 

 

 

horrible['hɑ:əbl]可怕的、令人恐惧的  

如何变：在 ə 前加 g，即从['hɑ:əbl]→['hɑ:gəbl]→好个包（包青天的包）  

句子：好个包大头，又拿令人恐惧的故事来吓我 

 

grave[greiv]墓穴、坟墓  

如何变：直接把[greiv]谐音过去→桂武（姓桂名武，桂阑珊的桂）  

句子：桂武的墓穴（坟墓） 

 

butcher['butʃə]屠夫、屠杀者  

如何变：直接把['butʃə]谐音过去→不扯（扯指扯淡）  

句子：（屠夫：不扯了，回家做饭去了） 

 

curtain['kə:tn]窗帘、门窗、（舞台上的）幕  

如何变：在 t 后加 ʃ，即从['kə:tn]→['kə:tʃn]→磕碜  

句子：多么磕碜的窗帘啊 

 

lip[lip]嘴唇、唇状物  

如何变：直接把[lip]谐音过去→ 李坡（姓李名坡） 

句子：李坡的嘴唇十人干裂 

 

brainstorm['breinstɔ:m]献计献策/头脑风暴、突然想到的好主意  

如何变：直接把['breinstɔ:m]谐音过去→薄瑞恩是盗墓（姓薄名瑞恩）  

句子：薄瑞恩是盗墓高手，也经常向我献计献策 

 

 

 

 

 

 

 

 

 

 

 

 

 

 

 

 

 

 

 

 

 

 

 

 

 

 

  



 

 

 

第十三单元 

 

cube[kju:b]块、立方体 

如何变：把 k 换成 l，即从[kju:b]→[lju:b]→刘伯（姓刘的大伯）  

句子：刘伯把块状的立方体扔在了地上 

 

sailor['seilə]海员、水手  

如何变：把 s 换成 h，即从['seilə]→['heilə]→黑了  

句子：黑了水手（海员）一大笔钱 

 

mariner['mærinə]水手  

如何变：直接把['mærinə]谐音过去→麦瑞呢（麦瑞是美国人）  

句子：（水手：麦瑞呢？） 

 

benefit['benifit]使。。。受益、得意  

如何变：直接把['benifit]谐音过去→白妮非他（姓白名妮，白居易的白）  

句子：白妮非他不嫁是因为嫁给他后，她的公司可以从中获益 

 

transport[træns'pɔ:t]运输、运送  

如何变：直接把[træns'pɔ:t]谐音过去→船是包特（姓包名特，包青天的包）  

句子：船是包特用来搞运输（运送）用的 

  

property['prɔpəti]特性、性质、财产 

如何变：把 r 换成 l，即从['prɔpəti]→['plɔpəti]→ 破老婆替 

句子：我那破老婆替我去检验此物的特性（性质） 

 

range[reindʒ]变动、变化 

如何变：直接把[reindʒ]谐音过去→云植（姓云名植，云飞扬的云） 

句子：云植的计划并无变化（变动） 

  

plankton['plæŋktən]浮游生物 

如何变：直接把['plæŋktən]谐音过去→朴朗可淡（姓朴名朗）  

句子：今天朴朗可淡了一些关于浮游生物的问题，前几天他却一字未提 

 

molecule['mɔlikju:l]分子  

如何变：把 k 换成 q，即从['mɔlikju:l]→['mɔliqju:l]→毛利求（姓毛名利）  

句子：毛利求分子的质量 

 

unique[ju:'ni:k]唯一的、独特的  

如何变：直接把[ju:'ni:k]谐音过去→呦！你可  

句子：呦！你可千万不要认为你是我唯一的对手 

 

hydrogen['haidrədʒən]氢  

如何变：直接把['haidrədʒən]谐音过去→海卓真（姓海名卓，海大富的海）  

句子：海卓真的没拿你那瓶氢气 

 

atom['ætəm]原子  

如何变：把 t 换成 b，即从['ætəm]→['æbəm]→哎！伯母  

句子：哎！伯母真不幸，他那研究原子的儿子前两天出车祸死掉了 

  



oxygen['ɔksidʒən]氧、氧气   

如何变：直接把['ɔksidʒən]谐音过去→敖柯茜真（姓鳌名柯茜，鳌拜的鳌）  

句子：鳌柯茜真的买了一瓶氧气吗？ 

relative['relətiv]相对的、比较而言的  

如何变：把 r 换成 h，即从['relətiv]→['helətiv]→害了替我  

句子：相比较而言，害了替我跑腿的小鬼也比害了自家人好吧 

 

solid['sɔlid]固体/固体的、密实的、坚固的  

如何变：直接把['sɔlid]谐音过去→扫李德（姓李名德）  

句子：扫李德的房间时，我发现一块看起来很坚固的固体 

 

freezing['fri:ziŋ]冰冻的、极冷的/冰点  

如何变：把 z 换成 b，即从['fri:ziŋ]→['fri:biŋ]→付瑞：冰（姓付名瑞）  

句子：（付瑞：冰天雪地的北极是极冷的地方） 

 

salinity[sə'linəti]含盐量  

如何变：把 n 换成 l，即从[sə'linəti]→[sə'liləti]→色，李乐替（姓李名乐） 

句子：这个人又坏又色，李乐替大家教训了他一顿，大家替李乐测含盐量 

 

dissolve[di'zɔlv]使溶解、除去、消除  

如何变：直接把[di'zɔlv]谐音过去→弟造五  

句子：我弟造五种能除去污垢的消毒剂 

 

pure[pjuə]纯净的、纯粹的  

如何变：把 p 换成 l，即从[pjuə]→[ljuə]→刘娥（姓刘名娥）  

句子：刘娥纯粹是想买一瓶纯净的水喝 

 

gramme[græm]（重量单位）克  

如何变：把 m 换成 w，即从[græm]→[græw]→怪物  

句子：这只怪物重 0.03 克 

 

density['densəti]密度、浓度  

如何变：把 d 换成 f，即从['densəti]→['fensəti]→粉色，替  

句子：我喜欢粉色，替我买一杯浓度比较深的粉红色奶茶 

 

relationship[ri'leiʃənʃip]关系、联系、亲属关系 

如何变：1、relationship=relation+ship≈relation+shop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ri'leiʃən]谐音过去→瑞：雷婶（姓雷德的大婶，雷老虎的雷）  

句子：（瑞：雷婶和我没什么关系，但我们常联系，我们并不是你想象中的亲属关系） 

 

mass[mæs]质量、（聚成一体的）团、块、大量   

如何变：直接把[mæs]谐音过去→买四  

句子：买四个质量都为 10 斤的西瓜 

 

volume['vɔljum]体积、容量  

如何变：把 ɔ 换成 a，即从['vɔljum]→['valjum]→哇！柳木  

句子：哇！柳木制成的家具看起来也蛮漂亮的吗，就是体积小了点，容量小了点 

 

cubic['kju:bik]立方的、立方形的  

如何变：把 k 隐藏起来，即从['kju:bik]→['ju:bik]→油笔可（油笔就是圆珠笔）  

句子：油笔可不可以画一个立方形的事物？ 

 

  



 

 

 

kilogramme['kiləgræm]千克、公斤 

如何变：1、kilogramme=kilo+gramme 

        2、把 m 换成 w，即从['kiləgræm]→['kiləgræw]→剋了怪物（剋念 kei，意思是
打）  

句子：这只怪物重一万公斤，但我们还是剋了怪物一顿 

 

float[fləut]（使）漂浮   

如何变：把 ə 换成 a，即从[fləut]→[flaut]→父老特  

句子：乡亲父老特想知道漂浮在湖面的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decrease[di:'kri:s]变小、减少  

如何变：直接把[di:'kri:s]谐音过去→弟窥视  

句子：我弟窥视那个会变大变小的孙悟空 

 

capacity[kə'pæsəti]容量、容纳、性能  

如何变：把 s 换成 w，即从[kə'pæsəti]→[kə'pæwəti]→可派我提  

句子：可派我提那个容量为 10000 毫升，重 1000 斤的油桶，我也是弄不动啊 

 

substance['sʌbstəns]物质、主旨  

如何变：直接把['sʌbstəns]谐音过去→撒伯是单词（姓撒的大伯，撒贝宁的撒）  

句子：撒伯是单词量很丰富的一个老人，他很重视精神生活物质上并没有什么渴求 

 

centigrade['sentigreid]摄氏温度计的  

如何变：在 e 前加 h，即从['sentigreid]→['shentigreid]→神踢鬼的  

句子：神踢鬼的时候，顺便看了一下摄氏温度计的温度 

 

absorb[əb'sɔ:b]吸收  

如何变：把 s 换成 l，即从[əb'sɔ:b]→[əb'lɔ:b]→鄂伯：老伯（姓鄂的伯伯）  

句子：（鄂伯：老伯的吸收功能减退） 

 

thus[ðʌs]如此、这样  

如何变：直接把[ðʌs]谐音过去→瓦斯  

句子：如此说来，瓦斯也是有毒的了 

 

stable['steibl]稳定的、稳固的  

如何变：1、stable=s+table 桌子 

        2、直接把['steibl]谐音过去→是得保（保指保释）  

句子：我们是得保他出来，不能让他住监牢了，我真希望他能过上稳定的生活 

 

dense[dens]浓度大的、稠的、密度大的  

如何变：在 n 后加 g，即从[dens]→[dengs]→等死  

句子：如果你喝了密度大的毒药，那你就等死吧！ 

 

sensitive['sensitiv]敏感的、灵敏的 

如何变：在 e 后加 h，即从['sensitiv]→['shensətiv]→ 深色，替我 

句子：（那个对事很敏感的人：“我喜欢深色，替我买件深色的吧”） 

 

motion['məuʃən]运动、移动  

如何变：在 n 后加 g，即从['məuʃən]→['məuʃəng]→某省  

句子：某省的省长很喜欢运动  



 

 

 

trust[trʌst]信任、相信  

如何变：把 ʌ 换成 u，即从[trʌst]→[trust]→处死  

句子：我信任（相信）被处死的那个人 

  

nursery['nə:səri] 

如何变：把 s 换成 h，即从['nə:səri]→['nə:həri]→呢，和瑞  

句子：院长呢，和瑞一起去保育室（育儿室）了 

 

reproduce[ri:prə'dju:s]繁殖、生殖  

如何变：直接把[ri:prə'dju:s]谐音过去→ 瑞坡丢四（姓瑞名坡） 

句子：瑞坡丢四只将要繁殖（生殖）的羊 

 

pollutant[pə'lu:tənt]污染物质  

如何变：把 t 换成 n，即从[pə'lu:tənt]→[pə'lu:nənt]→泼陆楠他（姓陆名楠）  

句子：泼陆楠他哥一身污染物质 

 

erosion[i'rəuʒən]侵蚀、腐蚀  

如何变：直接把[i'rəuʒən]谐音过去→易柔人（姓易名柔，易中天的易）  

句子：易柔人不错，但研究微生物如何腐蚀尸体的这个专家确实差点 

 

recreation[rekri'eiʃən]娱乐、消遣  

如何变：1、recreation=re+creation 创造  记忆后半部分即可 

        2、在 e 前加 g，即从[kri'eiʃən]→[kri'geiʃən]→可瑞给婶  

句子：可瑞给婶的那个供娱乐消遣的玩具并不是她创造的 

 

gallon['gælən]加仑  

如何变：直接把['gælən]谐音过去→ 该兰（兰是姓氏。该得意思是欠） 

句子：该兰小姐 3 加伦的油钱 

 

define[di'fain]下定义、解释  

如何变：直接把[di'fain]谐音过去→狄凡（姓狄名凡，狄龙的狄） 

句子：狄凡给词语等下定义（作义解释）（迪凡是人名） 

第十四单元 

 

freedom['fri:dəm]自由  

如何变：直接把['fri:dəm]谐音过去→付瑞的墓（姓付名瑞）  

句子：付瑞的墓是我获得自由后给她建的 

 

civil['sivl]公民的、国内的、文职的  

如何变：把 v 换成 z，即从['sivl]→['sizl]→洗澡  

句子：听说国内的（公民的）文职领导不爱洗澡 

 

murder['mə:də]谋杀  

如何变：1、把 d 换成 t，即从['mə:də]→['mə:tə]→模特 

     2、直接把['mə:də]谐音过去→默德（伟人的名字）/莫德（姓莫名德，莫少聪的
莫） 

句子：1、模特谋杀了一名导演     

2、穆罕默德不喜欢谋杀他人的坏蛋   

3、莫德被谋杀 

  



 

 

 

youth[ju:θ]青年们、青少年时期、青春  

如何变：直接把[ju:θ]谐音过去→忧思/又死  

句子：1、青少年时期的青少年们也充满忧思    

2、病毒泛滥，青年们又死了不少 

 

prison['prizn]监狱  

如何变：把 p 换成 b，即从['prizn]→['brizn]→薄瑞怎（姓薄名瑞）  

句子：薄瑞怎么也进监狱了 

 

revolution['revə'lu:ʃən]革命、彻底的改  

如何变：把 r 换成 g，即从['revə'lu:ʃən]→['gevə'lu:ʃən]→该我陆婶（该指轮到。陆婶指姓

陆的大婶）  

句子：该我陆婶领导这次革命的时候，她却病倒了 

 

slavery['sleivəri]奴隶制、蓄奴、奴隶身份  

如何变：直接把['sleivəri]谐音过去→是雷沃瑞（姓雷名沃瑞，雷老虎的雷）   

句子：是雷沃瑞取消了奴隶制，解放了蓄奴 

  

runaway['rʌnəwei]逃跑的、失控的/逃跑、逃跑者 

如何变：runaway=run 跑+away 远离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moulder['məuldə]腐朽、崩碎/使腐朽、使崩碎 

如何变：直接把['məuldə]谐音过去→某的   

句子：李某的统治十分腐朽 

 

soul[səul]灵魂、心灵、精神  

如何变：so 如此与 soul 灵魂一起记忆  

句子：如此多的灵魂叫我怎么抓的完呢！ 

 

chorus['kɔ:rəs]合唱、合唱队、合唱曲  

如何变：直接把['kɔ:rəs]谐音过去→靠！若是   

句子：靠！若是合唱队敢来参加演出，我就叫人打折他们的腿 

 

arrest[ə'rest]逮捕、拘留、扣留  

如何变：在 e 后加 i，即从[ə'rest]→[ə'reist]→鄂瑞是他（姓鄂名瑞）  

句子：鄂瑞是他派来的，所以我们也逮捕（拘留、扣留）了他 

 

separation[sepə'reiʃən]分离、隔离  

如何变：把 s 换成 t，即从[sepə'reiʃən]→[tepə'reiʃən]→太婆：瑞婶（叫瑞的大婶）  

句子：（太婆：瑞婶染上了传染性疾病，因此被隔离） 

 

race[reis]种族、人种、民族  

如何变：直接把[reis]谐音过去→瑞士  

句子：瑞士也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marriage['mæridʒ]结婚、婚姻  

如何变：直接把['mæridʒ]谐音过去→麦瑞只（麦瑞是美国人）  

句子：麦瑞只想早点结婚（结此婚姻） 

  



forbid[fə'bid]禁止、不许  

如何变：把 f 换成 h，即从[fə'bid]→[hə'bid]→和彼得（彼得大帝）  

句子：我和彼得闯入了不许（禁止）进入的军事重地 

vote[vəut]选举、投票、选举权  

如何变：把 v 换成 d，即从[vəut]→[dəut]→逗他  

句子：我和他都有选择权，在投票选举的时候我还逗他来着 

 

political[pə'litikl]政治的、政治上的  

如何变：把 t 换成 q，即从[pə'litikl]→[pə'liqikl]→破李奇，口/ 婆：李奇口（姓李名奇） 

句子：1、破李奇，口真臭，他怎么能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呢？   

2、婆：李奇口真臭，他怎么能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呢？ 

 

demand[di'mɑ:nd]要求  

如何变：直接把[di'mɑ:nd]谐音过去→狄曼的（姓狄名曼，狄龙的狄）  

句子：在狄曼的学习上我们必须严格要求 

 

boycott['bɔikət]抵制、联合抵制  

如何变：1、boycott=boy+cot+t 

        2、直接把['bɔikɔt]谐音过去→包姨考他（包姨指姓包的阿姨，包青天的包）  

句子：包姨考他的题目是——我们如何抵制不良文化？ 

 

lawyer['lɔ:jə]律师 

如何变：直接把['lɔ:jə]谐音过去→老爷  

句子：老爷以前是个律师 

  

demonstration['deməns'treiʃən]游行、集会、证明 

如何变：直接把['deməns'treiʃən]谐音过去→戴曼是追婶（姓戴名曼。追指追逐）  

句子：在游行集会时，戴曼是追婶的儿子来着 

 

racial['reiʃəl]种族的、种族间的、由种族引起的  

如何变：直接把['reiʃəl]谐音过去→瑞瘦   

句子：为了解决种族间的矛盾，瑞废寝忘食，现在瑞瘦了许多 

 

discrimination[diskrimi'neiʃən]歧视、区别  

如何变：把 m 换成 n，即从[diskrimi'neiʃən]→[diskrini'neiʃən]→迪斯：亏你那婶 

（迪斯是美国人。那在此念 nei） 

句子：（迪斯：亏你那婶从不歧视任何人，不认为人们之间有太大区别） 

 

act[ækt]法令、条例  

如何变：直接把[ækt]谐音过去→哎！可他   

句子：哎！可他并不知道那一法令（条例）啊！ 

 

bill[bil]议案  

如何变：直接把[bil]谐音过去→比尔（《杀死比尔》中的比尔）  

句子：比尔对此议案有意见 

 

politics['pɔlətiks]政治（学）  

如何变：把 t 换成 d，即从['pɔlətiks]→['pɔlədiks]→泡了迪克斯（迪克斯是美国人）  

句子：泡了迪克斯这个政治学权威最爱喝的茶 

 

religion[ri'lidʒən]宗教  

如何变：直接把[ri'lidʒən]谐音过去→瑞：李真（姓李名真）  

句子：（瑞：李真了解宗教历史）  



 

 

 

independence[indi'pendəns]独立、自主、自立  

如何变：在 n 后加 g，即从[indi'pendəns]→[indi'pendəngs]→尹迪：盆等此（姓尹名迪，

尹相杰的尹） 

句子：（尹迪：盆等此人用完了就会自主的送回来） 

 

unconditional[ʌnkən'diʃənl]无条件的、绝对的  

如何变：1、unconditional=un 否定前缀+condition+al  记住中间部分即可 

        2、直接把[kən'diʃən]谐音过去→看狄婶（姓狄名婶，狄龙的狄）  

句子：我看狄婶他们绝对不会无条件的投降 

 

abolish[ə'bɔliʃ]废除、废止  

如何变：在 ə 前加 w，即从[ə'bɔliʃ]→[wə'bɔliʃ]→我保李施（保指保释。李施是姓李名施）
句子：我保李施出来是想让他废除那条规定 

 

prejudice['predʒudis]偏见、成见  

如何变：把 r 换成 h，即从['predʒudis]→['phedʒudis]→迫害朱迪斯（姓朱名迪斯）  

句子：迫害朱迪斯是因为我对他有偏见（成见） 

 

regardless[ri'gɑ:dlis]不加理会、不顾  

如何变：把 g 换成 d，即从[ri'gɑ:dlis]→[ri'dɑ:dlis]→瑞打的李四 

句子：瑞打的李四遍体鳞伤，现在李四见到会不顾一切的逃跑 

 

chapter['tʃæptə]章、回、篇  

如何变：直接把['tʃæptə]谐音过去→柴坡特（姓柴名坡）  

句子：柴坡特喜欢读章回体小说 

 

ridiculous[ri'dikjuləs]可笑的、荒谬的   

如何变：把 k 换成 l，即从[ri'dikjuləs]→[ri'diljuləs]→瑞递刘乐思（姓刘名乐思）  

句子：瑞递刘乐思一本小说，里面的内容写的十分可笑（荒谬） 

 

viewpoint['vju:pɔ:int]观点  

如何变：1、viewpoint=view+point 

        2、把 v 隐藏起来，即从['vju:pɔ:int]→['ju:pɔ:int]→又跑因特  

句子：又跑因特公司去谈自己的狗屁观点 

 

 

 

 

 

 

 

 

 

 

 

 

 

 

 

  



 

 

 

第十五单元 

 

complaint[kəm'pleint]抱怨、投诉  

如何变：直接把[kəm'pleint]谐音过去→砍破雷恩她（姓雷名恩，雷老虎的雷）   

句子：他砍破雷恩她父亲的头，所以雷斯投诉他 

 

upset[ʌp'set]苦恼的、心烦的 

如何变：upset=up+set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airline['eəlain]航空公司、航线  

如何变：直接把['eəlain]谐音过去→爱尔兰  

句子：爱尔兰航空公司有 27 条航线 

 

fly[flai]苍蝇 

如何变：直接把[flai]谐音过去→付莱（姓付名莱）  

句子：付莱打死一只苍蝇 

 

itch[itʃ]渴望、痒  

如何变：直接把[itʃ]谐音过去→易驰（姓易名驰，易中天的易）  

句子：易驰渴望她早日给他买回个痒痒挠 

 

wanderlust['wɔndəlʌst]漫游癖  

如何变：直接把['wɔndəlʌst]谐音过去→王德：蜡是她（姓王名德）  

句子：（王德：蜡是她那个有漫游癖的朋友买的） 

 

stretch[stretʃ]展开、伸展、延伸  

如何变：直接把[stretʃ]谐音过去→是拽迟（迟是姓氏，迟增瑞的迟）  

句子：那个腿脚伸展不开的人是拽迟先生的衣袖来着 

 

lifestyle['laifstail]生活方式  

如何变：1、lifestyle=life 生活+style 方式  

        2、直接把['laifstail]谐音过去→来福是带藕（来福是人名） 

句子：（王）来福是带藕来看我了，但即使这样，我也要对其的生活方式加以—— 

  

downtown[daun'taun]城市商业区（的） 

如何变：downtown=down+town 城市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princess['prinses]公主、王妃 

如何变：把 p 换成 b，即从['prinses]→['brinses]→薄云：塞子（姓薄名云）  

句子：（薄云：塞子被公主（王妃）扔掉了） 

 

avenue['ævənju:]大街、通道  

如何变：直接把['ævənju:]谐音过去→哎！我牛（牛指家饲养的牛）  

句子：哎！我牛把大街上（街道里）的人撞翻了不少 

 

Carnival['ka:nivl]狂欢节、欢宴 

如何变：把 v 换成 t，即从['ka:nivl]→['ka:nitl]→卡你偷  

句子：在狂欢节的欢宴上，他问我—卡你偷到手了吗？  



 

 

 

paradise['pærədais]乐园、天堂  

如何变：把 r 换成 g，即从['pærədais]→['pægədais]→派个呆子  

句子：派个呆子去天堂乐园（游乐园名）接人 

 

skier['ski:ə]滑雪者  

如何变：直接把['ski:ə]谐音过去→是给讹（讹念 e，指讹人）  

句子：这个滑雪者是给讹他的坏人钱了吧 

 

altitude['æltitju:d]纬度  

如何变：把 t 换成 q，即从['æltitju:d]→['æltiqju:d]→ 奥！踢球的 

句子：奥！踢球的那个人连纬度都不知道是什么 

 

guarantee[gærən'ti:]保证、确保  

如何变：直接把[gærən'ti:]谐音过去→该人踢  

句子：该人踢了我一脚，被我收拾后，他便向我保证不在招惹我了 

 

resort[ri'zɔ:t]胜地、常去之地  

如何变：直接把[ri'zɔ:t]谐音过去→瑞早她  

句子：瑞早她娘的去胜地（常去之地）玩去了 

 

downhill['daunhil]快速下降滑雪的、下坡的、倾斜的 

如何变：downhill=down+hill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gather['gæðə]聚集、集合、收集  

如何变：father 爸爸与 gather 收集  

句子：我爸爸喜欢收集邮票 

 

feast[fi:st]享受、盛宴  

如何变：直接把[fi:st]谐音过去→费斯的（姓费名斯，费翔的费）  

句子：费斯的哥哥也想享受一次盛宴 

 

dip[dip]洗澡、游泳/浸、泡、蘸 

如何变：直接把[dip]谐音过去→狄坡（姓狄名坡，狄龙的狄）  

句子：狄坡喜欢游泳（洗澡） 

 

gym[dʒim]体育馆  

如何变：直接把[dʒim]谐音过去→这亩（这在此念 zhei）  

句子：这亩地上我打算建一座体育馆 

 

analyse['ænəlaiz]分析  

如何变：直接把['ænəlaiz]谐音过去→艾呢，来自（姓艾）  

句子：小艾呢，来自欧洲，她很善长分析高难问题 

 

chat[tʃæt]聊天、闲谈  

如何变：直接把[tʃæt]谐音过去→拆他  

句子：边闲谈（聊天）边拆他的电视机 

 

budget['bʌdʒit]预算、预算案  

如何变：直接把['bʌdʒit]谐音过去→爸，这塔   



句子：（儿子：爸，这塔若建起来，你预算要多少钱？） 

 

 

rate[reit]价格、费用、速度/评定、认为  

如何变：直接把[reit]谐音过去→瑞特  

句子：瑞特喜欢这件衣服，但一看价格，他又决定不卖了 

 

visa['vi:zə]鉴证  

如何变：直接把['vi:zə]谐音过去→魏泽（姓魏名泽）  

句子：魏泽已经办好了签证 

 

arrangement[ə'reindʒmənt]安排、准备工作、整理  

如何变：1、arrangement=arrange+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ə'reindʒ]谐音过去→讹云植（姓云名植，云飞扬的云。讹念 e，指讹人）

 句子：讹云植的那伙人事先早已安排好了 

 

passport['pɑspɔ:t]护照、过境通行证  

如何变：1、passport=pass+port 

        2、把 p 换成 m，即从['pɑspɔ:t]→['mɑspɔ:t]→马思抱他（姓马名思）  

句子：马思抱他的行李上船时，不小心把他的护照（过境通行证）掉进了水里 

 

cheque[tʃek]支票  

如何变：直接把[tʃek]谐音过去→柴克（姓柴名克）  

句子：柴克捡到了一张支票 

 

photocopy['fəutəukɔpi]复印（件）  

如何变：直接把['fəutəukɔpi]谐音过去→否投靠皮（姓皮，皮耶罗的皮）  

句子：帮我复印文件的那个小伙子是否投靠皮先生？ 

 

currency['kʌrənsi]货币、通货  

如何变：直接把['kʌrənsi]谐音过去→卡，任茜（姓任名茜，茜在此念 xi）  

句子：你的卡，任茜帮你找到了。你以后还是带货币吧，别带卡了，容易丢 

 

 

 

 

 

 

 

 

 

 

 

 

 

 

 

 

 

 

 

 

  



 

 

 

第十六单元 

 

entry['entri]进入许可、进入、词条  

如何变：直接把['entri]谐音过去→俺吹（吹指吹牛）  

句子：俺吹自己记下了十万个单词 

 

mental['mentl]脑力的、智力的、精神上的  

如何变：直接把['mentl]谐音过去→门头  

句子：北京门头沟小学有一个智力超群的小学生 

 

physical['fizikəl]身体的、物理的、物质的  

如何变：把 k 换成 t，即从['fizikəl]→['fizitəl]→飞贼偷  

句子：飞贼偷走所有的物质财富 

 

depression[di'preʃən]萧条（期）、降低、沮丧  

如何变：在 e 后加 i，即从[di'preʃən]→[di'preiʃən]→弟泼瑞婶（瑞婶指叫瑞的大婶）  

句子：我弟泼瑞婶后，瑞婶十分沮丧 

 

suffering['sʌfəriŋ]痛苦、折磨  

如何变：1、suffering=suffer+ing 

        2、直接把['sʌfə]谐音过去→撒凤儿（姓撒名凤儿，撒贝宁的撒）  

句子：撒凤儿忍住了所有折磨（痛苦） 

 

greedy['gri:di]贪婪的、渴望的、贪吃的  

如何变：直接把['gri:di]谐音过去→葛瑞的（姓葛名瑞。的在此念的哥的 di）  

句子：葛瑞的哥哥是个既贪婪又贪食的人 

 

greed[gri:d]贪心、贪婪、贪食  

如何变：直接把['gri:d]谐音过去→贵的  

句子：这个既贪心（贪婪）又贪食的人专拣贵的吃 

 

trader[treidə]商人、商船 

如何变：直接把[treidə]谐音过去→吹得  

句子：冷风把商人吹得直发抖 

unemployment[ʌnim'plɔimənt]失业（状态）、失业人数  

如何变：1、unemployment=un 否定前缀+employ+ment 名词后缀  

        2、直接把[im'plɔi]谐音过去→因泼老姨  

句子：这个人因泼老姨而被解雇，现在他已失业在家 

 

unrest[ʌn'rest]动乱、骚动、不安  

如何变：1、unrest=un 否定前缀+rest  记后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rest]谐音过去→瑞使他（re 的发音与 rei 很接近）  

句子：瑞使他不能休息，还是动乱（骚乱）使他不能休息？ 

  

sacrifice['sækrifais]牺牲/牺牲、奉献、把。。。做祭祀 

如何变：把 s 换成 t，即从['sækrifais]→['tækrifais]→泰奎非死（姓泰名奎） 

句子：泰奎非死不可吗？（换言之，泰奎非牺牲不可吗？） 

 

reconstruction[ri:kən'strʌkʃən]重建、重建   



柯）  

句子：瑞砍死楚柯审的那个人是因为那个人把重建物全部烧毁了 

 

mayor[meə]市长  

如何变：直接把[meə]谐音过去→买鹅  

句子：市长买鹅 

 

former['fɔ:mə]以前的、（两者中的）前者  

如何变：former=form+er≈from+er  

句子：前者来自英国 

 

reconstruction[ri:kən'strʌkʃən]重建、重建物  

如何变：把 k 换成 g，即从[ri:kən'strʌkʃən]→[ri:kən'strʌgʃən]→瑞：肯是抓葛婶/瑞：肯
是抓歌神   （肯是美国人。葛婶指姓葛的大婶。歌神就不多解释了）  

句子：（1、瑞：肯是抓葛婶的儿子了，因为她儿子把重建物给炸了） 

       2、瑞：肯是抓歌神的儿子了，因为她儿子把重建物给炸了 

 

economical[i:kə'nɔmikl]经济的、节约的  

如何变：把 l 隐藏起来，即从[i:kə'nɔmikl]→[i:kə'nɔmik]→易柯挠米柯（易柯、米柯是好
朋友）  

句子：易柯挠米柯这个经济学家，他真是不想活了 

 

segregation[segri'geiʃən]隔离、分离  

如何变：把 s 换成 b，即从[segri'geiʃən]→[begri'geiʃən]→白贵给婶（姓白名贵，白居易
的白）  

句子：白贵给婶的信中写道—我染上了非典，现在已被隔离 

 

injustice[in'dʒʌstis]不公平、非正义  

如何变：直接把[in'dʒʌstis]谐音过去→因炸死迪斯（迪斯是美国人）  

句子：因炸死迪斯的那个坏人被无罪释放，我才说这对迪斯太不公平了 

 

funeral['fju:nərəl]葬礼  

如何变：把 f 隐藏起来，即从['fju:nərəl]→['ju:nərəl]→油呢？肉  

句子：在葬礼上，我让你拿回来的油呢？肉呢？ 

 

vain[vein]徒劳的、徒然的  

如何变：直接把[vein]谐音过去→魏（恩）（姓魏名恩） 

句子：魏（恩）这次纯属徒劳之举 

 

eventually[i'ventjuəli]最后、终于  

如何变：直接把[dɔ:n]谐音过去→易文瞅李/易文手里（姓易名文，易中天的易） 

句子：1、最后，易文瞅李先生了一眼 

2、最后才知道，东西在易文手里 

 

dawn[dɔ:n]开端、黎明  

如何变：1、down 与 dawn 一起记忆  

        2、直接把[dɔ:n]谐音过去→赵恩（姓赵名恩） 

句子：赵恩并没有见到黎明前的日出 

 

financial[fai'nænʃəl]财务的、金融的、财政的  

如何变：把 a 隐藏起来，即从[fai'nænʃəl]→[fi'nænʃəl]→非难受  

句子：他若知道财政（的）赤字已达到无法弥补的状况，他非难受死不可 

  



overcome[əuvə'kʌm]战胜、克服 

如何变：overcome=over+come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insist[in'sist]坚持（做）  

如何变：直接把[in'sist]谐音过去→因西施她（西施是古代的大美女）  

句子：因西施她爹娘一直坚持做运动，所以老两口身体都不错 

 

Guinness['ginis]吉尼斯世界纪录  

如何变：直接把['ginis]谐音过去→吉尼斯  

句子：吉尼斯世界记录 

 

bison['baisn]北美野牛  

如何变：直接把['baisn]谐音过去→白森（姓白名森，白居易的白）  

句子：白森杀了一头北美野牛 

 

plain[plein]平原/清楚的、明白的、平易的  

如何变：直接把[plein]谐音过去→泼雷恩（姓雷名恩，雷老虎的雷）  

句子：泼雷恩的那个人以前住在平原，现在住在高原 

 

onwards['ɔnwədz]向前 

如何变：onwards=on+ward+s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resist[ri'zist]抵制、对抗  

如何变：直接把[ri'zist]谐音过去→瑞：贼是他  

句子：（瑞：贼是他抓住的，贼对抗不过他，而被其抓住） 

 

chief[tʃi:f]首领、上司/主要的、最高级别的  

如何变：把 t 隐藏起来，即从[tʃi:f]→[ʃi:f]→谁付  

句子：（首领：谁付了我的饭费？） 

 

afterwards['ɑ:ftəwədz]后来、随后 

如何变：afterwards=after+ward+s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 

widespread['waidspred]普遍的、分布广的 

如何变：widespread= wide 宽广的+sp 某地+read 读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rot[rɔt]腐烂、堕落  

如何变：直接把[rɔt]谐音过去→饶他  

句子：这个人很堕落，经常犯错，你也饶他一回吧   

 

wildlife['waildlaif]野生动物 

如何变：wildlife=wild+life≈will 将来+life 生活  

句子：很难想象野生动物将来的生活 

 

prairie['preəri]大草原、草地  

如何变：直接把['preəri]谐音过去→婆爱瑞（婆在河南指姥姥）  

句子：婆爱瑞这个来自大草原的小孙女 

 

supply[sə'plai]供给、供应  

如何变：把 s 换成 w，即从[sə'plai]→[wə'plai]→我婆来（婆在河南指姥姥） 

句子：我婆来了，但把供给给我家的东西拿走了  



 

 

 

chain[tʃein]链条、连锁、一连串  

如何变：把 e 换成 a，即从[tʃein]→[tʃain]→柴恩（姓柴名恩）  

句子：柴恩偷了我家的链条 

 

willing['wiliŋ]心甘情愿的、愿意的 

如何变：willing=will+ing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Jew[dʒu:]犹太人 

如何变：直接把[dʒu:]谐音过去→住  

句子：住犹太人家里 

 

 

 

 

 

 

 

 

 

 

 

 

 

 

 

 

 

 

 

 

 

 

 

 

 

 

 

 

 

 

 

 

 

 

 

 

 

 

  



 

 

 

第十七单元 

 

disability[disə'biliti]伤残、无能、无力 

如何变：把 s 换成 h，即从[disə'biliti]→[dihə'biliti]→弟和毕立提（姓毕名立，毕福剑的毕） 
句子：我弟和毕立提着那个伤残人的大箱子 

 

ability[ə'biliti]能力、才能、才智 

如何变：把 t 换成 q，即从[ə'biliti]→[ə'biliqi]→讹毕立奇（姓毕名立奇，毕福剑的毕） 

句子：讹毕立奇的那个人就是你说的那个很有能力（才干）的那个人 

 

obstacle['ɔbstəkl]障碍、妨碍物  

如何变：把 k 换成 t，即从['ɔbstəkl]→['ɔbstətl]→敖伯死的头（姓敖的伯伯）  

句子：敖伯死的头几天，我才找到了那块妨碍物 

  

sidewalk[saidwɔ:k]（美）人行道 

如何变：sidewalk=side+walk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了 

 

elevator['eliveitə]电梯、升降机 

如何变：直接把['eliveitə]谐音过去→艾丽为他（姓艾名丽）  

句子：艾丽为他买了自动扶梯 

 

escalator['eskəleitə]自动扶梯 

如何变：把 l 换成 w，即从['eskəleitə]→['eskəweitə]→哎！四哥为她  

句子：哎！四哥为她买了自动电梯，她都不满意，这个女人真是的！ 

 

waist[weist]腰（部） 

如何变：直接把[weist]谐音过去→胃是他  

句子：胃是他自己的，腰也是他自己的 

 

fair[feə]商品交易会、商品展览会/公平的、公正的  

如何变：1、fair=f+air 

        2、在 e 后加 i，即从[feə]→[feiə]→费娥（姓费名娥，费翔的费）  

句子：费娥认为商品交易会（商品展览会）的领导们那件事处理的很公平（公正） 

 

potential[pə'tenʃəl]潜力、可能性/可能的、潜在的、有潜力的  

如何变：把 t 换成 h，即从[pə'tenʃəl]→[pə'henʃəl]→ 婆很瘦（婆在河南指姥姥） 

句子：我婆很瘦，但却很有潜力 

 

guidance['gaidəns]指引、引导  

如何变：把 d 换成 w，即从['gaidəns]→['gaiwəns]→该文思（姓文名思，文天祥的文。该
得意思是欠）  

句子：该文思钱的那个人指引（引导）我们向前进 

 

gifted['giftid]有天赋的、有天资的  

如何变：1、直接把['giftid]谐音过去→这赋提题（题指题词，题是动词） 

        2、把 t 换成 q，即从['giftid]→['gifqid]→这夫妻的（这在此念 zhei） 

句子：1、那个有天赋的少年说：“这赋题的真不错”  

2 这夫妻的儿子是个很有天赋的（有天资的少年） 

  



assist[ə'sist]帮助、援助  

如何变：直接把[ə'sist]谐音过去→讹西施她（讹念 e，指讹人。西施是古代的大美女） 

句子：讹西施她哥的那个坏人也需要别人的帮助 

cooperate[kəu'ɔpəreit]合作、协作  

如何变：把 k 换成 t，即从[kəu'ɔpəreit]→[təu'ɔpəreit]→偷敖坡瑞她（姓敖名坡瑞） 

句子：偷敖坡瑞她爸的那张《合作计划书》 

 

recognition[rekəg'niʃən]接受、承认、认可  

如何变：在 e 后加 i，即从[rekəg'niʃən]→[reikəg'niʃən]→瑞克（哥）：你婶（瑞克是美国
人）  

句子：（瑞克（哥）：你婶承认自己的错误了吗？） 

 

sympathy['simpəθi]同情（心）、同感  

如何变：直接把['simpəθi]谐音过去→辛坡洗（姓辛名坡，辛弃疾的辛）  

句子：辛坡洗完衣服后听说四川地震了，他深表同情 

 

encouragement[in'kʌridʒmənt]鼓励、促进  

如何变：1、encouragement=en+courage+ment 名词后缀   记忆中间部分即可 

        2、直接把['kʌridʒ]谐音过去→卡，瑞芝（瑞芝是人名）  

句子：你的卡，瑞芝捡到了，一会她来还你，还有你以后要多鼓励她，少批评她 

 

productive[prə'dʌktiv]富有成效的、多产的、生产的  

如何变：把 k 换成 g，即从[prə'dʌktiv]→[prə'dʌgtiv]→婆：大哥替/婆：大个替 

（婆在河南指姥姥）  

句子：1、婆：大哥替我买的药是哪生产的？ 

      2、婆：大个替我买的药是哪生产的？ 

 

visual['viʒuəl]视觉的、视力的  

如何变：直接把['viʒuəl]谐音过去→喂肉 

句子：给那个视觉有问题的狮子喂肉吃 

 

impair[im'peə]损害、削弱  

如何变：在 ə 前加 d，即从[im'peə]→[im'pedə]→银牌的  

句子：银牌的得主名遇上受到损害 

 

motivate['məutiveit]使有动机、激发  

如何变：直接把['məutiveit]谐音过去→某体委特（体委指体育委员）  

句子：某体委特聪明，也善长激发自己的潜能 

 

adjust[ə'dʒʌst]调整、调节 

如何变：在 ə 前加 n，即从[ə'dʒʌst]→[nə'dʒʌst]→哪吒是他（哪吒三太子）  

句子：哪吒是他的好兄弟，他们都调整了作息时间 

  

candy['kændi]糖果 

如何变：直接把['kændi]谐音过去→看地 

句子：看地上的那块糖果 

 

niece[ni:s]侄女、外甥女  

如何变：直接把[ni:s]谐音过去→你死  

句子：你死去的侄女（外甥女）是个好孩子 

 

ceremony['seriməni]仪式、典礼  



句子：在典礼（仪式）上，海瑞摸你是因为他喜欢你 

 

 

victory['viktəri]胜利  

如何变：把 t 换成 h，即从['viktəri]→['vikhəri]→魏柯和瑞（姓魏名柯）  

句子：魏柯和瑞为这次胜利不知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汗水 

 

dignity['dignəti]尊严、尊贵、高贵  

如何变：直接把['dignəti]谐音过去→的哥呢，替（下面的句子是在分派任务）  

句子：这个的哥呢，替我接那位尊贵（高贵）的夫人 

 

shameful['ʃeimful]可耻的、丢脸的、不体面的  

如何变：把 ʃ 换成 h，即从['ʃeimful]→['heimful]→黑木否（黑木是日本人）  

句子：黑木否认自己干了那件既丢脸又可耻的（不体面的）事 

 

participate[pɑ:'tisipeit]参与、参加  

如何变：把 i 隐藏起来，即从[pɑ:'tisipeit]→[pɑ:'tispeit]→怕踢死陪他  

句子：怕踢死陪他一起参加舞会的那位善良的姑娘 

 

participant[pɑ:'tisipənt]参加者、参与者  

如何变：把 i 隐藏起来，即从[pɑ:'tisipənt]→[pɑ:'tispənt]→怕踢死喷他  

句子：怕踢死喷他一身水的那位参与者（参加者） 

 

self-confidence['self 'kɔnfidəns]自信  

如何变：1、self-confidence=self+confidence 记忆后半部分 

        2、把 ə 换成 a，即从['kɔnfidəns]→['kɔnfidans]→康飞单词（姓康名飞）  

句子：康飞单词无一认识，所以在英语方面他还是相当自信的 

 

facility[fə'siləti]设施、设备、便利  

如何变：把 t 换成 n，即从[fə'siləti]→[fə'siləni]→凤儿吸了你（凤儿是姑娘的名字）  

句子：凤儿吸了你给她的毒品，才为你提供设施（设备、便利）的吧！ 

 

conduct[kən'dʌkt]主持、领导、引导、控制 

如何变：把 k 换成 g，即从[kən'dʌkt]→[kən'dʌgt]→看大哥他  

句子：看大哥他到你能不能主持（领导）大局吧 

 

survey[sə:'vei]调查、鉴定、测量、测绘  

如何变：把 ə 隐藏起来，即从[sə:'vei]→[s:'vei]→四位  

句子：四位专家调查后写鉴定没有？ 

 

accessible[ək'sesəbl]可以使用（或得到）的、能进入的   

如何变：把 s 换成 b，即从[ək'sesəbl]→[ək'besəbl]→鄂柯：白色包（姓鄂名柯）  

句子：（鄂柯：白色包可以使用七八年） 

 

 

 

 

 

 

 

 

 

  



 

 

 

第十八单元 

 

edible['edibl]可以吃的  

如何变：直接把['edibl]谐音过去→艾迪包（姓艾名迪）   

句子：艾迪包中的食物全是可以吃的 

 

flavour['fleivə]味道  

如何变：直接把['fleivə]谐音过去→付雷：我（姓付名雷）   

句子：（付雷：我喜欢这个味道） 

 

laptop[læptɔp]笔记本电脑  

如何变：把 t 换成 l，即从[læptɔp]→[læplɔp]→赖坡老婆（姓赖名坡）  

句子：赖坡老婆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vest[vest]背心、马甲、内衣  

如何变：把 v 换成 h，即从[vest]→[hest]→害死他  

句子：就是那个穿马甲（背心、内衣）的人害死他的 

 

heel[hi:l]鞋跟、脚后跟  

如何变：直接把[hi:l]谐音过去→黑袄（黑色的皮袄）  

句子：他的黑袄破了，鞋跟也掉了 

 

inflatable[in'fleitəbl]可充气的、可膨胀的  

如何变：把 t 换成 d，即从[in'fleitəbl]→[in'fleidəbl]→因付瑞的包（姓付名瑞）  

句子：因付瑞的包是可充气的（可膨胀的），所以大家都觉得新鲜儿 

 

patent['pætnt]专利、专利权、专利证  

如何变：把 t 换成 g，即从['pætnt]→['pægnt]→派跟他  

句子：派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小李去取那张专证 

 

officer['ɔfisə]公务员、（政府）官员、军官  

如何变：把 f 换成 h，即从['ɔfisə]→['ɔhisə]→奥！黑色  

句子：奥！黑色的制服那些公务员（官员、军官）们会喜欢吗？ 

 

petrol['petrəl]汽油  

如何变：直接把['petrəl]谐音过去→排臭  

句子：烧汽油排臭气 

 

creative[kri(:)'eitiv]创造（性）的  

如何变：把 t 换成 d，即从[kri(:)'eitiv]→[kri(:)'eidiv]→可瑞的五（的在此念的哥的 di） 

句子：可瑞的五个朋友的那个具有创造性的发明哪里不好呢？ 

 

background['bækgraund]背景  

如何变：直接把['bækgraund]谐音过去→白柯逛的（姓白名柯，白居易的白）  

句子：白柯逛的很累了，已没心情什么背景音乐了 

 

rephrase[ri:'freiz]（给。。。）重新措辞、改用别的措辞表述  

如何变：把 r 换成 v，即从[ri:'freiz]→[vi:'freiz]→喂！付瑞自（姓付名瑞）  

句子：喂！付瑞自小就能改用别的措辞表述吗？ 

  



reject[ri'dʒekt]排斥、丢掉、抛弃  

如何变：直接把[ri'dʒekt]谐音过去→瑞：翟柯他（姓翟名柯）  

句子：（瑞：翟柯他是有些排斥我，而且多次想抛弃（丢弃）我） 

partial['pɑ:ʃəl]部分的、偏袒的  

如何变：直接把['pɑ:ʃəl]谐音过去→扒手  

句子：这个扒手偏袒他们那部分的人 

 

possibility[pɔsə'biləti]可能（性）、可能的事  

如何变：把 p 换成 h，即从[pɔsə'biləti]→[hɔsə'biləti]→好色，毕乐替（姓毕名乐，毕福剑
的毕）  

句子：这个人又坏又好色，毕乐替大家收拾他一下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perception[pə'sepʃən]观念、认识、感觉  

如何变：把 s 换成 d，即从[pə'sepʃən]→[pə'depʃən]→泼戴坡审（姓戴名坡）  

句子：泼戴坡审的那个人是什么感觉 

 

otherwise['ʌðəwaiz]不然、否则  

如何变：1、otherwise=other+wise 

        2、直接把['ʌðəwaiz]谐音过去→阿泽：外资（阿泽是对人的称呼）  

句子：（阿泽：外资要在 6 点前打过来，否则银行就要下班了） 

 

visible['vizəbl]可见的、看得见的  

如何变：直接把['vizəbl]谐音过去→魏泽抱（姓魏名泽）  

句子：魏泽抱的那个孩子现在什么都看得见了 

 

connection[kə'nekʃən]联系、关系、联结  

如何变：把 n 换成 l，即从[kə'nekʃən]→[kə'lekʃən]→可莱克审（莱克是英国人）  

句子：可莱克审的那个人与他是朋友，他们是朋友关系 

 

previous['pri:viəs]以前的、先的  

如何变：把 p 换成 b，即从['pri:viəs]→['bri:viəs]→薄瑞为饿死（姓薄名瑞）  

句子：以前的薄瑞为饿死的人超度，现在的她不用提了 

 

aware[ə'weə]意识到的、知道的  

如何变：1、aware=aw+are 

        2、在 ə 前加 l，即从[ə'weə]→[ə'welə]→娥崴了（娥是人名。崴念 wai，指把脚折
了）  

句子：小娥崴了脚后，没几天又住进了医院，这事我是知道的 

 

trial['traiəl]试、试验、审判  

如何变：直接把['traiəl]谐音过去→踹呕  

句子：踹呕吐我一身赃物的那个醉汉，结果他没被审判，我却被审判了 

 

relativity['relə'tivəti]相对的  

如何变：把 r 换成 h，即从['relə'tivəti]→['helə'tivəti]→害了替我提   

句子：我害了替我提箱子的那个人，法院对他的审判还算是相对公平的 

 

rider['raidə]骑手、骑马（或自行车）的人  

如何变：把 a 隐藏起来，即从['raidə]→['ridə]→瑞的  

句子：瑞的哥哥是个优秀的骑手 

 

desktop['desktɔp]台式电脑  

如何变：1、desktop=desk+top  



        2、把 t 换成 l，即从['desktɔp]→['desklɔp]→带四个老婆  

句子：带四个老婆去买台式电脑 

 

palmtop['pɑ:mtɔp]掌上电脑  

如何变：1、palmtop= palm+top 

2、直接把['pɑ:mtɔp]谐音过去→怕牟涛坡（姓牟名涛坡，牟念 mu） 

句子：怕牟涛坡弄破了我的掌上电脑 

 

dusty[dʌsti]满是灰尘的  

如何变：直接把[dʌsti]谐音过去→打四弟  

句子：打四弟的那个人就是那个满是灰尘的人 

 

pilot['pailət]飞行员  

如何变：直接把['pailət]谐音过去→拍了他  

句子：飞行员拍了他一下 

  

metaphor['metəfə]比喻的说法、隐喻 

如何变：把 t 换成 h，即从['metəfə]→['mehəfə]→卖何凤儿（姓何名凤儿）  

句子：卖何凤儿的书中专门介绍了隐喻的用法 

 

paste[peist]粘贴 

如何变：直接把[peist]谐音过去→呸！是他  

句子：呸！是他把你刚才粘贴好的画报撕掉了，还不让他给你粘贴好 

 

storage['stɔ:ridʒ]储存、贮藏 

如何变：直接把['stɔ:ridʒ]谐音过去→是到瑞芝（瑞芝是人名）  

句子：是到瑞芝那储存东西去了 

 

glue[glu:]胶水、胶 

如何变：直接把[glu:]谐音过去→葛路（姓葛名路）  

句子：葛路买了一瓶胶水 

 

electronics[ilek'trɔniks]电子学   

如何变：把 s 换成 d，即从[ilek'trɔniks]→[ilek'trɔnikd]→ 咦！莱克抄尼克的 

（莱克与尼克是同学，都是英国人） 

句子：咦！莱克抄尼克的电子学论文后去哪了？ 

 

typewriter['taipraitə]打字机  

如何变：把 i 隐藏起来，即从['taipraitə]→['taipritə]→太婆：瑞特  

句子：（太婆：瑞特想买台打字机） 

  

Eniac['i: niæk]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 

如何变：把 k 换成 g，即从['i: niæk]→['i:niæg]→易妮挨个（姓易名妮，易中天的易） 

句子：易妮挨个数新运进的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 

 

 

 

 

 

 

 

 

  



 

 

 

第十九单元 

 

merchant['mə:tʃənt]商人  

如何变：直接把['mə:tʃənt]谐音过去→摸陈特（姓陈名特）  

句子：商人摸陈特的手 

 

uneasy[ʌn'i:zi]不安的、忧虑的  

如何变：1、uneasy=un 否定前缀+easy   记忆后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i:zi]谐音过去→ 一贼 

句子：一贼说：“生活很简单，不要感到忧虑和不安” 

 

crown[kraun]王冠、皇冠  

如何变：在 n 后加 s，即从[kraun]→[krauns]→可饶恩师   

句子：只要恩师交出偷出的王冠（皇冠），皇帝说可饶恩师一死 

 

deny[di'nai]否认、拒绝给予  

如何变：直接把[di'nai]谐音过去→弟乃（乃的意思是“是”）  

句子：我弟乃王宫大臣，这我并不否认 

 

duke[dju:k]公爵  

如何变：直接把[dju:k]谐音过去→丢颗（丢就是往自己嘴里扔）  

句子：公爵丢颗葡萄到嘴里 

 

masterpiece['mɑ:stəpi:s]杰出、最佳作品 

如何变：1、masterpiece=master+piece 

        2、直接把['mɑ:stəpi:s]谐音过去→马思德劈死（姓马名思德）  

句子：马思德劈死那个写出最佳作品的杰出青年 

 

mercy['mə:si]怜悯、仁慈 

如何变：直接把['mə:si]谐音过去→摩西（《摩西世界》）  

句子：摩西很仁慈，也懂得怜悯 

 

revenge[ri'vendʒ]复仇、报复  

如何变：直接把[ri'vendʒ]谐音过去→瑞：文职  

句子：（瑞：文职工作挺适合那个想复仇的青年） 

 

enemy['enəmi]敌人  

如何变：把 m 换成 n，即从['enəmi]→['enəni]→艾呢，你（艾是姓氏）  

句子：小艾呢，你对付那个敌人 

 

reasonable['ri:znəbl]合乎情理的、讲理的  

如何变：1、reasonable=reason+able 

        2、把 n 换成 m，即从['ri:znəbl]→['ri:znməbl]→瑞怎么保（保指保释）  

句子：很讲道理的瑞怎么保他 （他指的是一个大坏蛋）出狱呢，这是不合乎情理的事 

 

weakness['wi:knis]软弱、弱点  

如何变：1、weakness=weak+ness 

        2、直接把['wi:knis]谐音过去→魏柯：你是（姓魏名柯）  

句子：（魏柯：你是有不少弱点，比如你很软弱） 

  



 

 

 

judgement['dʒʌdʒmənt]判决、判断  

如何变：1、judgement=judge+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dʒʌdʒ]谐音过去→榨汁  

句子：如果你判断准确，我就送你一台榨汁机 

 

ducat['dʌkət]古时候在欧洲通用的金币  

如何变：直接把['dʌkət]谐音过去→大客特（大客指大客车）  

句子：大客特拥挤，所以我不愿坐大客，于是我决定用古时候在欧洲通用的金币买一小汽
车 

 

gentleman['dʒentlmən]绅士  

如何变：1、gentleman=gentle+man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dʒentl]谐音过去→剪头（剪头就是理发）  

句子：一位绅士去发廊剪头 

 

greeting['gri:tiŋ]招呼、问候  

如何变：1、greeting=greet+ing 

        2、直接把['gri:tiŋ]谐音过去→鬼听  

句子：鬼听到他的问候（你也打招呼） 

 

envy['envi]妒忌、羡慕  

如何变：直接把['envi]谐音过去→安慰/安薇（姓安名薇）  

句子：1、安慰那个妒忌、羡慕我的人    

2、安薇并不妒忌、羡慕我 

  

troublesome['trʌblsəm]令人烦恼的、讨厌的  

如何变：troublesome= trouble 麻烦+some 一些  

句子：一些令人烦恼的麻烦 

 

accuse[ə'kju:z]指控、职责 

如何变：把 k 换成 l，即从[ə'kju:z]→[ə'lju:z]→讹刘孜（姓刘名孜。讹念 e，指讹人）  

句子：讹刘孜的人受到指控（指责） 

 

fate[feit]命运  

如何变：直接把[feit]谐音过去→非他  

句子：如果你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你就非他不嫁 

 

consequence['kɔnsikwəns]结果、后果、影响  

如何变：直接把['kɔnsikwəns]谐音过去→康熙困死（康熙指的就是康熙皇帝）  

句子：康熙困死了！打扰他睡觉的结果只有死路一条  

 

fortune['fɔ:tʃən]运气、机会、大笔的钱 

如何变：在 ɔ 后加 ŋ，即从['fɔ:tʃən]→['fɔŋ:tʃən]→方晨（姓方名晨）  

句子：方晨运气真不错 

 

merciful['mə:siful]仁慈的、宽大的  

如何变：直接把['mə:siful]谐音过去→摩西否（《摩西世界》）  

句子：摩西否认自己救过那位仁慈的老妇 

 

bargain['bɑ:gin]协议、交易、廉价货/讨价还价、谈判   



如何变：直接把['bɑ:gin]谐音过去→爸跟  

句子：我爸跟他做买卖，卖他一些廉价货。有时，他还讨价还价，最后我爸决定与他签一
份交易协议 

bless[bles]祝福、保佑  

如何变：直接把[bles]谐音过去→薄莱死（姓薄名莱）  

句子：薄莱死前经常祝福我，请求神明保护我 

 

legal['li:gəl]法律的、法定的  

如何变：直接把['li:gəl]谐音过去→李苟（姓李名苟）  

句子：李苟是个专门研究法律的专家 

 

deed[di:d]行动、所做之事  

如何变：直接把[di:d]谐音过去→弟的  

句子：我弟的这次行动一定会成功 

 

surgeon['sə:dʒən]外科医生  

如何变：把 sə 与 dʒən 调换位置，即从['sə:dʒən]→['dʒən:sə]→真色（真的很好色）  

句子：这个外科医生真色 

 

requirement[ri'kwaiəmənt]需要、规定  

如何变：1、requirement=require+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在 ə 前加 l，即从[ri'kwaiə]→[ri'kwailə]→瑞快乐  

句子：瑞快乐的时候不需要我，痛苦的时候才需要我 

 

declare[dik'leə]宣告、宣称  

如何变：在 ə 前加 l，即从[dik'leə]→[dik'lelə]→迪克来了（迪克指迪克牛仔）  

句子：迪克来了，他要向大家宣布要地震的消息 

 

court[kɔ:t]法庭  

如何变：直接把[kɔ:t]谐音过去→考他  

句子：考他一道关于法庭的问题 

 

scale[skeil]天平盘、秤盘  

如何变：直接把[skeil]谐音过去→是给藕  

句子：我是给藕削去皮后放在天平盘（称盘）上了 

  

justice['dʒʌstis]公正、正义 

如何变：直接把['dʒʌstis]谐音过去→炸死第四  

句子：炸死第四个出面维持公正（正义）的人 

 

therefore['ðeəfɔ:]因此、所以  

如何变：1、therefore=there+for+e 

        2、直接把['ðeəfɔ:]谐音过去→贼饿否  

句子：（甲：贼饿否？   

乙：你关心他干嘛！   

甲：我饿时，这个贼给我买过吃的，因此（所以）我想还他个人情） 

 

worthy['wə:ði]值得的、应得的、有价值的  

如何变：1、worthy=worth+y 

        2、直接把['wə:ði]谐音过去→我贼 

句子：我贼眉鼠眼的看着那件值得一看的有价值的宝物 

 

kindness['kaindnis]仁慈、和气、好意   



如何变：1、kindness=kind+ness 

        2、直接把['kaindnis]谐音过去→开你死  

句子：开你死去的朋友的车去接那个对人既仁慈又和气的老师 

punish['pʌniʃ]惩罚  

如何变：直接把['pʌniʃ]谐音过去→怕你使  

句子：这个东西是我爸的，我不能借你，怕你使坏了，他会惩罚我的 

  

punishment['pʌniʃmənt]惩罚 

如何变：1、punishment=punish+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pʌniʃ]谐音过去→开你死 

句子：开你死去的朋友的车去接那个对人既仁慈又和气的老师  

 

order['ɔ:də]命令、下令 

如何变：直接把['ɔ:də]谐音过去→敖德/熬得（姓敖名德）  

句子：敖德命令我熬得这锅粥 

 

sword[sɔ:d]剑、刀  

如何变：直接把[sɔ:d]谐音过去→扫的  

句子：主人说我地扫的很干净，他一高兴便奖励我一把刀和一把剑 

 

complex['kɔmpleks]错综复杂的、难解的  

如何变：直接把['kɔmpleks]谐音过去→康坡：莱克是（姓康名坡。莱克是英国人）  

句子：（康坡：莱克是被错综复杂的案情搞晕了） 

 

tragedy['trædʒidi]悲剧  

如何变：把 i 换成 ə，即从['trædʒidi]→['trædʒədi]→揣着弟  

句子：揣着弟弟送给他的那本书去剧场看悲剧去了 

 

 

 

 

 

 

 

 

 

 

 

 

 

 

 

 

 

 

 

 

 

 

 

 

 

  



 

 

 

第二十单元 

 

archaeology[ɑ:ki'ɔlədʒi]考古学  

如何变：把 k 换成 y，即从[ɑ:ki'ɔlədʒi]→[ɑ:yi'ɔlədʒi]→阿姨熬了这（这在此念 zhei） 

句子：阿姨熬了这个考古学家最喜欢喝的绿豆汤 

 

archaeological[ɑ:kiə'lɔdʒikl]考古学的  

如何变：把 k 换成 y，即从[ɑ:kiə'lɔdʒikl]→[ɑ:yiə'lɔdʒikl]→阿姨捞这口（这在此念 zhei） 

句子：阿姨捞这口大缸里的金鱼时，看到地上有一本关于考古学的书 

 

archaeologist[ɑ:ki'ɔlədʒist]考古学家  

如何变：把 k 换成 y，即从[ɑ:ki'ɔlədʒist]→[ɑ:yi'ɔlədʒist]→阿姨熬了这四个（这在此念 zhei）
句子：阿姨熬了这四个考古学家都喜欢喝的绿豆汤 

 

curiosity[kjuəri'ɔsəti]好奇心、古玩  

如何变：把 s 换成 g，即从[kjuəri'ɔsəti]→[kjuəri'ɔgəti]→求瑞熬个体  

句子：求瑞熬个体工商户都喜欢喝的汤，然后用汤去换工商户的古玩 

 

artifact['ɑ:tifækt]人工制品  

如何变：把 t 换成 y，即从['ɑ:tifækt]→['ɑ:yifækt]→阿姨非嗑他  

句子：阿姨非嗑他从超市买来的瓜子，然后把瓜子皮丢放在人工制品旁 

 

unearth[ʌn'ə:θ]（从地下）发掘、揭露  

如何变：1、unearth=un+earth 

        2、直接把[ʌn'ə:θ]谐音过去→俺饿死  

句子：俺饿死的兄弟死后不久，专家才揭露出真相 

 

spear[spiə]矛、枪、梭镖  

如何变：直接把[spiə]谐音过去→四比二  

句子：武术比赛中，我用枪，他用矛，最后比分四比二—我胜 

 

pot[pɔt]罐、锅、壶  

如何变：直接把[pɔt]谐音过去→泡他  

句子：泡他买回来的茶叶时，他不小心打碎了泡茶的壶（罐、锅） 

 

emperor['empərə]皇帝  

如何变：直接把['empərə]谐音过去→安坡若（姓安名坡）/俺婆若（婆在河南指姥姥） 

句子：安坡若（俺婆若）想见皇帝，必先经过何大人同意才行 

 

pin[pin]针  

如何变：直接把[pin]谐音过去→针  

句子：频繁的用针扎我 

 

clothing['kləuðiŋ]衣服、服装  

如何变：1、clothing=cloth+ing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kləuð]谐音过去→可娄子  

句子：那个卖衣服（服装）的小贩说：“可娄子不是我捅的啊！” 

 

popper['pɔpə]铜制的/铜  

如何变：把 p 换成 l，即从['pɔpə]→['lɔpə]→老婆   



句子：我老婆有一件铜制的笛子 

  

 

earring['iəriŋ]耳环 

如何变：earring=ear 耳朵+r+ing  

句子：耳朵上有个耳环 

 

distinction[dis'tiŋkʃən]差别、对比 

如何变：1、distinction=distinc+tion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dis'tiŋk]谐音过去→迪斯听课（迪斯是美国人）  

句子：迪斯听课从不与周围同学讲话，这一点与他父亲小时候没什么差别 

 

centimeter['sentimi:tə]厘米  

如何变：在 s 后加 h，即从['sentimi:tə]→['shentimi:tə]→身体”米特（姓米名特）  

句子：“您一定要注意身体”米特对老先生说  

“你应该多锻炼身体，在长上几厘米”老先生说   

 

clay[klei]黏土、泥土  

如何变：直接把[klei]谐音过去→可累  

句子：搬这点泥土（黏土）可累死我了 

 

arrow['ærəu]箭  

如何变：把 r 换成 y，即从['ærəu]→['æyəu]→哎呦  

句子：“哎呦！我被箭射中了”艾柔喊道 

 

dozen['dʌzn]（一）打、十二个  

如何变：把 z 换成 h，即从['dʌzn]→['dʌzhn]→打针  

句子：我打针时，发现地上有十二个硬币 

 

cushion['kuʃən]垫石、垫子、坐垫 

如何变：把 k 换成 d，即从['kuʃən]→['duʃən]→赌神  

句子：（赌神：陆婶买了一个坐垫（垫子））   

 

weapon['wepən]武器  

如何变：直接把['wepən]谐音过去→外喷  

句子：外喷式飞机是我军新研究的武器 

 

pottery['pɔtəri]（总称）陶器  

如何变：直接把['pɔtəri]谐音过去→跑她瑞  

句子：跑她瑞姐家去买陶器 

  

spare[speə]备用的、讹外的 

如何变：直接把[speə]谐音过去→四伯饿（伯在此念 bai）  

句子：四伯饿了，幸亏他还有备用的吃的 

 

tend[tend]倾向、趋向  

如何变：把 t 换成 b，即从[tend]→[bend]→笨的  

句子：笨的人也有自己的倾向（趋向） 

 

approximately[ə'prɔksimətli]近乎、接近   

如何变：1、approximately=approximate+ly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把 p 换成 b，即从[ə'prɔksimət]→[ə'brɔksimət]→讹薄娆，可惜模特（讹念 e，
指讹人。薄娆是姓薄名娆）   



句子：我想讹薄娆，可惜模特不让。其实我近乎得手，但我仍选择了放弃 

 

 

average['ævəridʒ]平均的、普通的  

如何变：直接把['ævəridʒ]谐音过去→爱我瑞芝（瑞芝的全名叫李瑞芝）  

句子：我姐夫是个很普通的人，但他却十分爱我瑞芝姐 

 

lorry['lɔri]卡车  

如何变：直接把['lɔri]谐音过去→捞瑞  

句子：捞瑞掉进河里的玩具卡车 

 

link[liŋk]连接、联系/环、关系、联系  

如何变：直接把[liŋk]谐音过去→林克（姓林名克）  

句子：林克把电话线连接好后，我就可以与他人通过电话联系了 

 

monument['mɔnjumənt]纪念碑、纪念馆、纪念物  

如何变：把 t 隐藏起来，即从['mɔnjumənt]→['mɔnjumən]→牦牛们  

句子：牦牛们都闯入了纪念碑对面的纪念馆 

  

homeland['həumlænd]祖国、国家 

 如何变：homeland=home+land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status['steitəs]地位、身份 

如何变：把 t 换成 h，即从['steitəs]→['steihəs]→是得合适  

句子：是得合适的时候在告诉她我现在的身份和地位 

 

remote[ri'məut]遥远的、偏远的、隔离的  

如何变：直接把[ri'məut]谐音过去→瑞某特（姓瑞的某人）  

句子：瑞某特想搬出这个偏远的山村，回到其遥远的故乡 

 

distant['distənt]遥远的  

如何变：1、把 ə 换成 a，即从['distənt]→['distant]→迪斯谈他（迪斯是美国人）  

        2、直接把[ri'məut]谐音过去→迪斯谈他（迪斯是美国人）  

句子：迪斯谈他是如何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的 

 

ivory['aivəri]象牙  

如何变：直接把['aivəri]谐音过去→爱我瑞  

句子：爱我瑞姐的那位男青年送她一对象牙 

 

site[sait]遗址、地方 

如何变：直接把[sait]谐音过去→赛他  

句子：去那个地方（遗址）赛他们的遥控赛车 

 

quantity['kwɔntəti]量、数量  

如何变：直接把['kwɔntəti]谐音过去→况特提（姓况名特，况天佑的况）  

句子：况特提的数量比我多 

 

mask[mæsk]面具  

如何变：直接把[mæsk]谐音过去→马思克（姓马名思克）  

句子：马思克买了一副面具 

 

accompany[ə'kʌmpəni]陪同、陪伴   



如何变：直接把[ə'kʌmpəni]谐音过去→尔康泼你（《还珠格格》中的尔康）  

句子：尔康泼你的朋友时，陪同（陪伴）我一起来的大力刚好看都 

 

vast[vɑ:st]巨大的、庞大的  

如何变：直接把[vɑ:st]谐音过去→哇！是他  

句子：哇！是他打败了那个巨大的（庞大的）怪物 

 

square[skweə]平方的、正方形的   

如何变：直接把[skweə]谐音过去→石怪饿（石怪指石头怪物）  

句子：石怪饿了，然后坐在正方形的坐垫上吃饭 

 

investigation[in'vesti'geiʃən]调查研究  

如何变：直接把[in'vesti'geiʃən]谐音过去→因为四弟给婶  

句子：因为四弟给婶的调查报告有误，所以婶让他重新调查 

 

triangle['traiæŋgl]三角形  

如何变：直接把['traiæŋgl]谐音过去→踹俺狗 （俺狗指俺的狗） 

句子：踹俺狗的小伙子正在地上画三角形 

 

 

 

 

 

 

 

 

 

 

 

 

 

 

 

 

 

 

 

 

 

 

 

 

 

 

 

 

 

 

 

 

 

 

  



 

 

 

高三 

第一单元 

 

beard[biəd]胡须、络腮胡子  

如何变：直接把[biəd]谐音过去→比鹅的 

句子：山羊的胡须比鹅的长 

 

cheetah['tʃi:eə]猎豹  

如何变：把 t 隐藏起来，即从['tʃi:eə]→['ʃi:eə]→谁挨饿（谁在此念 shei）  

句子：谁挨饿，猎豹都不会挨饿 

  

sailfish['seilfiʃ]旗鱼 

如何变：1、sailfish=sail+fish 鱼 

        2、把 s 换成 l，即从['seilfiʃ]→['leilfiʃ]→雷奥：fish（姓雷名奥，雷老虎的雷） 

句子：（雷奥：fish 有旗鱼和姥鲛等） 

 

voyager['vɔiidʒə(r)]航行者、航海者、航天者 

如何变：把 i 换成 ŋ，即从['vɔiidʒə(r)]→['vɔŋidʒə(r)]→王伊这儿（姓王名伊。这自此念 zhe）
句子：王伊这儿有位航行者（航海家、航天者）到访 

 

tight[tait]紧的、难解开的、紧密的  

如何变：直接把[tait]谐音过去→太他  

句子：这绳子系的太他娘的紧了，很难解开 

 

tightrope['taitrəup]绷紧的绳索或钢丝  

如何变：直接把['taitrəup]谐音过去→泰哥（他）揉破（姓泰的哥哥）  

句子：泰哥（他）揉破自己伤口的同时，看见绷紧的钢丝（或绳索）突然断掉了 

 

gorge[gɔ:dʒ]峡谷  

如何变：直接把[gɔ:dʒ]谐音过去→稿纸  

句子：在稿纸上画峡谷 

 

edition[i'diʃən]版本、版次  

如何变：直接把[i'diʃən]谐音过去→咦！狄婶（姓狄的大婶，狄龙的狄）  

句子：咦！狄婶不喜欢这个版本吗？ 

 

moustache['məstɑ:ʃ]八字胡、小胡子  

如何变：直接把['məstɑ:ʃ]谐音过去→摩丝，大使/莫斯：大师（姓莫名斯，莫少聪的莫） 

句子：1、你的摩丝，大使没有用在头发上，却用在了他那小胡子上 

      2、莫斯：大师的小胡子挺有趣 

 

brewery['bruəri]啤酒厂  

如何变：直接把['bruəri]谐音过去→不如鄂瑞（姓鄂名瑞）  

句子：你在啤酒厂上班的时候，你不如鄂瑞勤劳 

 

conclude[kən'klu:d]结束时说、相信、达成  

如何变：直接把[kən'klu:d]谐音过去→看刻录的  

句子：看刻录的那个小贩会在结束时说些什么 

 

hire[haiə]雇佣、租用   



如何变：直接把[haiə]谐音过去→还饿/海儿（人名）  

句子：1、租用我地方的那个人吃过饭后还饿    

2、海儿（人名）租用我的房屋 

feat[fi:t]技艺、功绩、伟业  

如何变：直接把[fi:t]谐音过去→非她 

句子：那个创下功绩的男人非她不取 

 

length[leŋθ]长度、长  

如何变：length=leng+th≈long 长+th  

句子：临行前，他才计算出那一物体的长度 

 

hectare['hekteə:]公顷  

如何变：把 h 换成 l，即从['hekteə:]→['lekteə:]→莱克太饿（莱克是英国人）  

句子：莱克太饿了，没气力在耕剩下的几公顷地了 

 

fade[feid]凋谢、褪色、变弱、（光纤等）变暗/使褪色  

如何变：直接把[feid]谐音过去→费德（姓费名德，费翔的费）  

句子：（费德：花儿凋谢后不会褪色） 

 

athletic[æθ'letik]运动员 

如何变：把 k 换成 g，即从[æθ'letik]→[æθ'letig]→艾斯：该体格（姓艾名斯，艾薇儿的艾）
句子：（艾斯：该体格健壮的运动员回答问题了） 

 

account[ə'kaunt]叙述、账目、账户  

如何变：直接把[ə'kaunt]谐音过去→尔康特（《还珠格格》中的尔康）  

句子：尔康特想知道是谁开了那个账户 

 

attempt[ə'tempt]尝试、努力/试图、企图  

如何变：直接把[ə'tempt]谐音过去→讹谭坡（姓谭名坡，谭咏麟的谭。讹念 e，指讹人） 

句子：讹谭坡他爸的坏人被送进监狱后，一直努力劳动改造，争取早日出狱 

 

suitable['sju:təbl]合适的、恰当的  

如何变：直接把['sju:təbl]谐音过去→修他包  

句子：在恰当的时候去修他包上的拉锁 

 

inspect[in'spekt]检查、视察、察看  

如何变：把 k 换成 h，即从[in'spekt]→[in'speht]→因四伯和他（伯自此念 bai）  

句子：因四伯和他都感到难受，所以二人决定去医院检查一下 

 

certificate[sə'tifikət]证（明）书  

如何变：把 s 换成 w，即从[sə'tifikət]→[wə'tifikət]→我替费柯他（姓费名柯，费翔的费）

句子：我替费柯他爸去领证（明）书 

 

confirm[kən'fə:m]证实、确认  

如何变：把 f 换成 b，即从[kən'fə:m]→[kən'bə:m]→看伯母  

句子：你看伯母会帮忙证实（确认）一下吗？ 

 

gradual['grædʒuəl]逐渐的、渐变的  

如何变：把 æ 换成 i，即从['grædʒuəl]→['gridʒuəl]→葛瑞州（姓葛名瑞州）  

句子：葛瑞州逐渐的苏醒过来 

 

blank[blæŋk]空白、空隙  

如何变：直接把[blæŋk]谐音过去→薄兰可（姓薄名兰）   



句子：薄兰可没有在空虚的时候在空白的纸上乱涂乱画 

 

 

enthusiastic[inθju:zi'æstik]热情的、热心的 

如何变：直接把[inθju:zi'æstik]谐音过去→尹秀：贼挨史迪克（姓尹名秀，尹相杰的尹。

史迪克是姓史名迪克） 

句子：（尹秀：贼挨史迪克一拳后，便跑了。史迪克是个很热情的（热心的）人，我们都很
喜欢他） 

 

bid[bid]出价、投标  

如何变：直接把[bid]谐音过去→彼得（彼得指彼得大帝）  

句子：彼得最先投标，而且出价最高 

 

decade['dekeid]十年  

如何变：把 k 换成 l，即从['dekeid]→['deleid]→带雷德（姓雷名德，雷老虎的雷）  

句子：带雷德去看望他十年前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 

 

committee[kə'miti]委员会  

如何变：在 m 后加 e，即从[kə'miti]→[kə'meiti]→可媒体  

句子：可媒体并没有曝光委员会的丑行啊！ 

 

fascinate['fæsineit]迷住、使神魂颠倒  

如何变：在 æ 后加 n，即从['fæsineit]→['fænsineit]→范希：那塔（姓范名希，范仲淹的

范。那在此念 nei） 

句子：（范希：那塔里有个美人，是个男人看到她就会被迷住） 

 

burst[bə:st]爆炸、爆破  

如何变：直接把[bə:st]谐音过去→博士特  

句子：博士特怕发生大爆炸 

  

underline['ʌndə'lain]在。。。下面划线、强调 

如何变：1、underline=under+line 

        2、直接把['ʌndə'lain]谐音过去→安德兰（姓安名德兰）  

句子：安德兰让我在字的下面划线，以表示强调 

 

globe[gləub]地球、地球仪、球体  

如何变：把 ə 换成 a，即从[gləub]→[glaub]→哥：老伯  

句子：（哥：老伯买了一个地球仪） 

 

spaceman['speismæn]宇航员、太空人  

如何变：1、spaceman=space+man 

        2、 直接把['speismæn]谐音过去→是贝斯曼（姓贝名斯曼） 

句子：那个宇航员（太空人）是贝斯曼 

 

skilful['skilful]有技巧的、熟练的  

如何变：1、skilful=skil+ful 形容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 直接把['skilful]谐音过去→是给呕 

句子：那个有技巧的人是给呕吐他一身脏物的那个人一片药吃了 

 

bush[buʃ]灌木、荒野  

如何变：直接把[buʃ]谐音过去→布什（美国总统布什）  

句子：“这个不是灌木”布什说 

  



ramp[ræmp]斜坡弯道  

如何变：把 r 换成 k，即从[ræmp]→[kæmp]→砍破  

句子：他在斜坡弯道处被坏人砍破了头 

skateboard['skeitbɔ:d]滑板  

如何变：直接把['skeitbɔ:d]谐音过去→是给包德（姓包名德，包青天的包）  

句子：是给包德买了一个滑板 

  

skateboarder['skeitbɔ:də]玩滑板的人 

如何变：直接把['skeitbɔ:də]谐音过去→ 是给包德 

句子：那个玩滑板的人是给包德买了一个滑板 

 

administration[ədminis'treiʃən]管理、行政（机关）、经营 

如何变：直接把[ədminis'treiʃən]谐音过去→ 饿得米妮是追（着）婶（姓米名妮） 

句子：（善长经营管理的人说：“那天饿得米妮是追（着）婶要吃的来着”） 

 

permission[pə(:)'miʃən]许可、同意   

如何变：直接把[pə(:)'miʃən]谐音过去→ 泼米婶（姓米的大婶） 

句子：他们用脏水泼米婶是经过上级许可同意的 

 

schoolmate['sku:lmeit]同学、校友  

如何变：1、schoolmate=school+mate≈school+late 

        2、直接把['sku:lmeit]谐音过去→四姑没他（四姑指四大姑） 

句子：四姑没他同学（校友）的电话号码 

 

ecently['ri:sntli]不久前、进来  

如何变：直接把['ri:sntli]谐音过去→瑞森他离（瑞森是美国人）  

句子：（甲：瑞森近来可好？    

乙：不太好！不久前，瑞森他离婚了，所以心情不太好） 

 

familiar[fə'miljə]熟悉的、常见的  

如何变：把 f 换成 h，即从[fə'miljə]→[hə'miljə]→和米玲儿（姓米名玲儿）  

句子：和米玲儿熟悉的人出去了 

 

capture['kæptʃə]吸引（注意力等）、俘获、占领   

如何变：直接把['kæptʃə]谐音过去→开破车  

句子：开破车去接占领地被俘获的敌人 

 

factor['fæktə]因素、要素 

如何变：把 æ 换成 i，即从['fæktə]→['fiktə]→费柯特（姓费名柯，费翔的费）  

句子：费柯特想知道什么才是起决定性的因素 

 

concentrate['kɔnsentreit]集中、全神贯注/集中、聚集、浓缩  

如何变：直接把['kɔnsentreit]谐音过去→康森追他（姓康名森。追指追求）  

句子：康森追他班上的那位女同学，导致那位女同学不能全神贯注的学习 

 

helmet['helmit]头盔、安全帽 

如何变：直接把['kæptʃə]谐音过去→海鸥”米特（姓米名特）  

句子：“天上有一只戴着头盔的海鸥”米特说  

 

teenage['ti:nidʒ]青少年们 

如何变：直接把['ti:nidʒ]谐音过去→体内只/踢那只（那在此念 nei）  

句子：1、青少年们体内只有。。。 

      2、青少年们踢那只小狗干嘛？  



  

 

 

truly['tru:li:]正真地、真实地、真诚地  

如何变：直接把['tru:li:]谐音过去→处理/橱里  

句子：他是真正地处理事情的高手，他顺手把衣服扔进了橱里 

 

delight[di'lait]给（某人）乐趣、使愉快/高兴、愉快 

如何变：delight=de+light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delighted[di'laitid]非常高兴的、愉快的 

如何变：delighted=de+light+ed   de 与 ed 对称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energetic[enə'dʒetik]精力充沛的、充满活力的 

如何变：把 f 换成 h，即从[enə'dʒetik]→[enə'dʒelik]→艾呢，摘李柯（艾是姓氏。李柯是
姓名）  

句子：小艾呢，摘李柯家树上的苹果，因为他是我们当中精力最充沛的一个（他们在分派
任务） 

 

cautious['kɔ:ʃəs]小心的、谨慎的 

如何变：直接把['kɔ:ʃəs]谐音过去→靠！射死  

句子：靠！射死别人还说是不小心，真不要脸 

 

outgoing['autgəuiŋ]外向的、直爽的 

如何变：outgoing=out+go+ing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register['redʒistə]登记、注册、记录  

如何变：在 e 后加 i，即从['redʒistə]→['reidʒistə]→瑞：这死的（这在此念 zhei）  

句子：（瑞：这死的动物是我登记注册前在马路上看到的） 

 

skim[skim]略读、浏览 

如何变：直接把[skim]谐音过去→是给牟（牟念 mu，牟洋的牟）  

句子：是给牟老师了一本书，但牟老师只微微略读（浏览）了此书 

 

 

 

 

 

 

 

 

 

 

 

 

 

 

 

 

  



 

 

 

第二单元 

 

evaluate[i'væljueit]评价、估计  

如何变：在 e 前加 l，即从[i'væljueit]→[i'væljuleit]→意外”刘雷他  

句子：“我估计这场交通事故纯属意外”刘雷他父亲说 

 

various['veəriəs]各种各样的、不同种类的  

如何变：在 ə 前加 p，即从['veəriəs]→['vepəriəs]→外婆：瑞饿死  

句子：（外婆：瑞饿死各种各样的（不同种类的）动物，是不争的事实） 

 

key[ki:]极重要的、关键性的  

如何变：key 也有钥匙的意思  

句子：极重要的钥匙 

 

origin['ɔridʒin]起点、来源、出身  

如何变：直接把['ɔridʒin]谐音过去→奥！瑞真  

句子：奥！瑞真的知道自己的出身了吗？ 

 

equip[i'kwip]配备、装备  

如何变：直接把[i'kwip]谐音过去→易奎颇（姓易名奎，易中天的易。颇的意思是非常） 

句子：易奎颇喜欢那些武器，也想用那些武器装备自己的部队 

 

endeavour[in'devə]努力、尽力  

如何变：直接把[in'devə]谐音过去→因带我  

句子：因带我出去打工的哥哥比我努力，所以他的工资比我多 

 

puzzle['pʌzl]难题、谜  

如何变：直接把['pʌzl]谐音过去→爬走  

句子：它是如何爬走的，至今仍是个谜 

 

wealthy['welθi]富有的、有财产的  

如何变：wealthy=wealth+y≈health 健康+y  

句子：在富有的人也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spice[spais]香料  

如何变：直接把[spais]谐音过去→四伯是（伯在此念 bai）  

句子：四伯是买了一包香料 

  

westernmost['westənməust]最西的 

如何变：westernmost=west 西+ ern 的+most 最=w+est+ern+most 

        est 大家并不陌生，是最高级的后缀，所以这词相当好记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African['æfrikən]非洲人/非洲的、非洲人的、非洲语言的 

如何变：直接把['æfrikən]谐音过去→艾凤儿啃（姓艾名凤儿）  

句子：艾凤儿啃那个非洲人送来的煮玉米 

 

ambassador[æm'bæsədə]大使、使节 

如何变：直接把[æm'bæsədə]谐音过去→俺白色的  

句子：（大使：俺白色的衣服从来不穿）  



 

 

 

empire['empaiə]帝国  

如何变：在 ə 前加 l，即从['empaiə]→['empailə]→俺拍了  

句子：俺拍了一部电影叫《帝国》 

 

rhinoceros[rai'nɔsərəs]犀牛  

如何变：把 n 换成 h，即从[rai'nɔsərəs]→[rai'hɔsərəs]→瑞：好色若是  

句子：（瑞：好色若是有罪的话，那么杀死一头犀牛是不是更有罪呢？） 

 

horn[hɔ:n]角、号  

如何变：直接把[hɔ:n]谐音过去→号  

句子：号角 

 

wander['wɔndə]漫游、游荡、流浪 

如何变：直接把['wɔndə]谐音过去→ 王德（姓王名德） 

句子：王德手机开了漫游/王德在外流浪（游荡） 

 

motherland['mʌðəlænd]祖国 

如何变：motherland=mother+land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awareness[ə'weənis]觉察、意识 

如何变：1 awareness=aw+are+ness 名词后缀≈as+are+ness 

        2、在 ə 前加 l，即从[ə'weə]→[ə'welə]→娥崴了（娥是人名。崴指把脚给折了） 

句子：在登山时，我走在小娥的前面，小娥崴了脚，我并没有察觉 

 

existence[ig'zistəns]存在、生存  

如何变：直接把[ig'zistəns]谐音过去→一个贼是胆子  

句子：有一个贼是胆子很小，但他也要生存，所以不得不放胆去偷 

  

accurate['ækjurit]准确的、精确的  

如何变：直接把['ækjurit]谐音过去→阿 Q：瑞特（鲁迅的《阿 Q 正传》）  

句子：（阿 Q：瑞特聪明，她的计算结果是非常准确的） 

 

navy['neivi]海军 

如何变：直接把['neivi]谐音过去→那位（那在此念 nei）  

句子：那位海军，我认识 

  

treasure['treʒə]财宝、财富 

如何变：在 ʒ 前加 d，即从['treʒə]→['tredʒə]→揣着  

句子：他像揣着财宝似得揣着《财富》那本书出门了 

  

fleet[fli:t]舰队、船队 

如何变：直接把[fli:t]谐音过去→付丽特（姓付名丽）  

句子：付丽特想加入这个舰队（船队） 

  

command[kə'mɑ:nd]命令、指挥、控制 

如何变：直接把[kə'mɑ:nd]谐音过去→客满的  

句子：我命令他把客满的旅店全部查封起来 

  

royal['rɔiəl]王室的、（英国）皇家的  



如何变：把 r 换成 l，即从['rɔiəl]→['lɔiəl]→老姨藕  

句子：（我：老姨藕好吃不？ 

老姨：这种做法真好吃呀！我们王室的（皇家的）厨师不会这种做法） 

embassy['embəsi]大使馆 

如何变：把 b 换成 p，即从['embəsi]→['empəsi]→俺婆媳  

句子：俺婆媳俩在等大使馆的车来接我们 

 

zebra['zi:brə]斑马 

如何变：把 r 换成 l，即从['zi:brə]→['zi:blə]→贼：伯乐  

句子：（贼：伯乐不仅识千里马，也识斑马） 

  

symbolic[sim'bɔlik]象征性的、符号的 

如何变：直接把[sim'bɔlik]谐音过去→辛宝立刻（姓辛名宝，辛弃疾的辛）  

句子：辛宝立刻把带有符号的图纸烧掉 

  

volunteer[vɔlən'tiə]志愿者/自愿地或无偿地提供 

如何变：在 ɔ 后加 ŋ，即从[vɔlən'tiə]→[vɔŋlən'tiə]→王兰替鄂（姓王名兰。鄂是姓氏） 

句子：王兰替鄂先生去请那个志愿者 

 

radium['reidiəm]镭  

如何变：在 m 后加 a，即从['reidiəm]→['reidiəma]→瑞爹妈（瑞爹妈指的就是瑞德爹妈） 

句子：瑞爹妈也发现了镭 

  

sum[sʌm]总数、金讹 

如何变：直接把[sʌm]谐音过去→撒牧（姓撒名牧，撒贝宁的撒）  

句子：（撒牧：中国的金牌总数世界第一） 

  

dam[dæm]堤、坝 

如何变：直接把[dæm]谐音过去→戴牧（姓戴名牧）  

句子：戴牧站在堤坝上 

  

horizon[hə'raizn]地平线 

如何变：把 a 隐藏起来，即从[hə'raizn]→[hə'rizn]→何瑞怎（姓何名瑞，何炅的何） 

句子：何瑞怎（么）没同你们看地平线呢？ 

  

navigation['nævi'geiʃən]航海、航空、驾驶 

如何变：直接把['nævi'geiʃən]谐音过去→哪位给婶  

句子：哪位给婶的航海图，请拿回去吧 

  

suggest[sə'dʒest]提议、建议、暗示 

如何变：把 s 换成 k，即从[sə'dʒest]→[kə'dʒest]→可翟思她（姓翟名思）  

句子：可翟思她爸并没有建议（暗示）我什么啊 

  

accomplish[ə'kɔmpliʃ]完成、实现 

如何变：直接把[ə'kɔmpliʃ]谐音过去→尔康泼历史（《还珠格格》中的尔康）  

句子：尔康泼历史老师是因为他耽误了他实现梦想 

 

sickness['siknis]疾病、晕机（车、船） 

如何变：1、sickness=sick+ness 

        2、直接把['sik]谐音过去→稀客 （不常来的客人） 

句子：来我家的那位稀客，不仅晕机，而且患有疾病 

  

unable['ʌn'eibl]不能的、不会的  



如何变：unable=un 否定前缀+able 能力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sacred['seikrid]神圣的、宗教的 

如何变：把 s 换成 w，即从['seikrid]→['weikrid]→魏奎的（姓魏名奎）  

句子：魏奎的朋友买了一本关于宗教的书 

  

Tibet['ti'bet]西藏 

如何变：直接把['ti'bet]谐音过去→替白特（姓白名特，白居易的白）  

句子：那个西藏的小姑娘替白特照看了一会儿小孩子 

 

honesty['ɔnəsti]诚实 

如何变：把 n 换成 b，即从['ɔnəsti]→['ɔbəsti]→敖博：四弟（姓敖名博）  

句子：（敖博：四弟是很诚实） 

  

dedication['dedi'keiʃən]忠诚、奉献 

如何变：直接把['dedi'keiʃən]谐音过去→戴迪剋婶（姓戴名迪。剋念 kei，意思是打） 

句子：戴迪剋婶这个对党忠诚、为人奉献一生的好人，那他纯粹是个混球 

  

ideal[ai'diəl]理想的、完美的 

如何变：直接把[ai'diəl]谐音过去→爱丢  

句子：这个有理想的又追求完美的青年居然爱丢东西 

  

refer[ri'fə:]提到、说到、查询 

如何变：直接把[ri'fə:]谐音过去→瑞凤儿（姓瑞名凤儿）  

句子：瑞凤儿说到（提到）了我们要查询的那个人 

  

technological[teknə'lɔdʒikl]技术的 

如何变：直接把[teknə'lɔdʒikl]谐音过去→泰柯（呢），捞这口（姓泰名柯。这在此念 zhei） 
句子：懂技术的泰柯（呢），捞这口大水缸的金鱼 

  

aircraft['eəkrɑ:ft]飞机、飞行器、飞艇 

如何变：直接把['eəkrɑ:ft]谐音过去→艾娥夸扶她（姓艾名娥）  

句子：艾娥夸扶她上飞机（飞艇、飞行器）的那个小姑娘 

  

arise['ərɑiz]起来、上升、出现 

如何变：把 ɑ 隐藏起来，即从['ərɑiz]→['əriz]→讹瑞子（瑞子是对人的称呼。讹念 e，指讹
人）  

句子：讹瑞子的那个家伙又出现了，我一拳把他击倒他爬起来就跑了 

  

evidence['evidəns]证据、证词 

如何变：在 n 后加 g，即从['evidəns]→['evidəngs]→艾薇等四（姓艾名薇）  

句子：艾薇等四点的时候在把证据证词拿给我看 

  

chairman['tʃeəmən]主席、董事长 

如何变：chairman=chair+man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praise[preiz]称赞、赞美 

如何变：把 p 换成 b，即从[preiz]→[breiz]→薄瑞自（姓薄名瑞）  

句子：薄瑞自小就很懂事，大家经常称赞（赞美）她了 

 

  



 

 

 

第三单元 

 

outback['autbæk]内地/内地的  

如何变：outback=out+back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territory['terətri]领土、领域、地区  

如何变：把 r 换成 g，即从['terətri]→['tegətri]→泰哥吹（姓泰的大哥）  

句子：泰哥吹自己国家的领土有 9600 万平方公里 

 

strait[streit]海峡  

如何变：直接把[streit]谐音过去→是追他（追指追逐）  

句子：警察是追他来着，但追到海峡边就不追了 

 

islander['ailəndə]岛上居民  

如何变：1、islander=is+land+er 

        2、直接把['ailəndə]谐音过去→哎！兰德（姓兰名德）  

句子：哎！兰德有被岛上的居民灌醉了 

 

fellow['feləu]同伴的、同类的、同事的  

如何变：在 e 后加 i，即从['feləu]→['feiləu]→非搂  

句子：非搂着他同事的（同伴的）腰，确实很烦人 

 

claim[kleim]要求、认领、声称/要求、索赔、主张  

如何变：直接把[kleim]谐音过去→可雷牧（姓雷名牧，雷老虎的雷）  

句子：可雷牧并没有要求我什么呀！ 

 

criminal['kriminl]犯人、罪犯/犯罪的  

如何变：把 n 换成 t，即从['kriminl]→['krimitl]→奎米偷（姓奎名米，这个姓少见）  

句子：奎米偷东西被抓进监狱，现在他成了犯人（罪人） 

 

govern['gʌvən]统治（国家等）、控制、治理  

如何变：把 g 换成 f，即从['gʌvən]→['fʌvən]→发问  

句子：统治（治理）这个国家的领导向我发问 

 

governor['gʌvənə]省长、州长、总督   

如何变：把 g 换成 f，即从['gʌvənə]→['mʌvənə]→马文呢（姓马名文） 

句子：（省长：马文呢？） 

  

newcomer[nju:'kʌmə]新来的人、新近到达的移民、新手 

如何变：newcomer=new+come+r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resemble[ri'zembl]像、类似 

如何变：直接把[ri'zembl]谐音过去→瑞：咱宝  

句子：（瑞：咱宝宝怎么长的像个猴儿呢？） 

  

commonwealth['kɔmənwelθ]集团、独立的国家或团体 

如何变：commonwealth=com+mon+wealth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diverse[dai'və:s]多种多样的、不同的 

如何变：直接把[dai'və:s]谐音过去→带我四  

句子：带我四个朋友去不同的景点观赏 

 

transform[træns'fɔ:m]改变、转变、改造  

如何变：1、把 f 换成 b，即从[træns'fɔ:m]→[træns'bɔ:m]→船是保姆 

        2、在 ɔ 后加 ŋ，即从[træns'fɔ:m]→[træns'fɔŋ:m]→船是方牧（姓方名牧） 

句子：1、船是保姆家的，经过改造之后，该船能经受更大的风浪 

      2、船是方牧家的，经过改造之后，该船能经受更大的风浪 

  

immigration[imi'greiʃən]移民  

如何变：直接把[imi'greiʃən]谐音过去→易米：鬼神（姓易名米，易中天的易）  

句子：（易米：鬼神这东西，我从来不信，但那些移民相信的不得了） 

 

strengthen['streŋθən]加强、巩固/变强 

如何变：strengthen=s+tren+g+then≈s+then+g+then         

句子：里面出现了两个 then，这样此词就好记多了 

  

differ['difə]不同、相异 

如何变：直接把['difə]谐音过去→狄凤儿（姓狄名凤儿，狄龙的狄）  

句子：狄凤儿看不出二者有什么不同（相异之处） 

 

pronunciation[prənʌsi'eiʃən]发音、发音方式  

如何变：在 e 前加 g，即从[prənʌsi'eiʃən]→[prənʌsi'geiʃən]→婆：楠茜给婶（姓楠名茜，
茜念 xi。婆在河南指姥姥） 

句子：（婆：楠茜给婶的教发音的书挺好） 

  

vocabulary[və'kæbjuləri]词汇 

如何变：把 b 换成 l，即从[və'kæbjuləri]→[və'kæljuləri]→我开刘乐瑞（姓刘名乐瑞） 

句子：我开刘乐瑞的车去书店买《词汇》一书 

  

mate[meit]伙伴、同事、配偶/（使）成配偶、（使）紧密配合 

如何变：直接把[meit]谐音过去→没他  

句子：他的同伴、同事、配偶都没他的新手机号 

  

sheila['ʃi:lə]少妇、少女 

如何变：直接把['ʃi:lə]谐音过去→谁了（谁在此念 shui）  

句子：（少女（少妇）把东西给谁了？） 

  

female['fi:meil]女子、雌性动植物/女性的、雌的、母的 

如何变：直接把['fi:meil]谐音过去→肥妹呕/费梅呕（姓费名梅，费翔的费）  

句子：1、肥妹呕吐那个女子一身苦水    

2、费梅呕吐那个女子一身苦水 

 

wildrness['wilnis]未开垦的荒地、杂草丛生的地方 

如何变：1、wildrness=wild+r+ness 名词后缀≈will+r+ness 

        2、把 w 换成 b，即从['wil]→['bil]→比尔（《杀死比尔》中的比尔） 

句子：比尔的哥哥有一片未开垦的荒地（杂草丛生的地方） 

 

billabong['biləbɔŋ]死河、死水洼地、干河道  



如何变：直接把['biləbɔŋ]谐音过去→毕乐帮（姓毕名乐，毕福剑的）  

句子：毕乐帮我捞掉进死河里的宝剑 

 

aboriginal[æbə'ridʒənl]土著的  

如何变：把 n 换成 t，即从[æbə'ridʒənl]→[æbə'ridʒətl]→艾薄：瑞真偷（姓艾名薄）  

句子：（艾薄：瑞真偷土著人的东西啦！） 

  

concept['kɔnsept]概念、观念 

如何变：把 s 换成 t，即从['kɔnsept]→['kɔntept]→康泰坡特（姓康名泰坡）  

句子：康泰坡特想买一本英语《新概念》 

 

chew[tʃu:]嚼碎、咀嚼、回味、深思  

如何变：直接把[tʃu:]谐音过去→锄  

句子：锄草后，把草给爱咀嚼的牛吃 

  

chairwoman['tʃeəwumən]女主席、女董事长 

如何变：chairwoman =chair+woman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entire[in'taiə]全部的、整个的、完全的  

如何变：直接把[in'taiə]谐音过去→因太饿  

句子：因太饿而无力完成全部（整个）工程 

 

mine[main]矿井、地雷坑道、地雷/开矿、采矿  

如何变：直接把[main]谐音过去→麦恩（姓麦名恩）  

句子：（麦恩：我的矿井内有地雷，也有工人敢在里面开矿） 

 

fence[fens]栅栏、篱笆、围墙  

如何变：直接把[fens]谐音过去→粉丝  

句子：我的粉丝们在栅栏（篱笆、围墙）外呼喊我的名字 

 

dingo['diŋgəu]澳洲野犬   

如何变：直接把['diŋgəu]谐音过去→订购（定购）  

句子：订购（定购）一只澳洲野犬 

 

outdoors[aut'dɔ:z]在户外、在露天 

如何变：outdoors=out+door+s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birthplace['bə:θpleis]出生地 

如何变：birthplace=birth+place≈bird+place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outing['autiŋ]短途旅行、远足 

如何变：outing=out+ing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lemonade[lemə'neid]汽水、柠檬水  

如何变：把 n 换成 w，即从[lemə'neid]→[lemə'weid]→来么？”魏德（姓魏名德）  

句子：“下次你带汽水（柠檬水）来么？”魏德问  

 

barbecue['bɑ:bikju:]（吃烤肉等的）野餐、烧烤/在烤架上烤（肉等）  

如何变：把 k 换成 l，即从['bɑ:bikju:]→['bɑ:bilju:]→爸必留   



句子：我爸必留叔叔在我家吃烧烤   巴比留我吃烧烤 

 

 

roast[rəust]烤（肉等）  

如何变：直接把[rəust]谐音过去→肉是他  

句子：肉是他烤的 

 

steak[steik]肉排、鱼排、（尤其）牛排  

如何变：直接把[steik]谐音过去→是得渴  

句子：吃那么多肉排（鱼排、牛排）是得渴了 

 

barrier['bæriə]障碍、屏障  

如何变：直接把['bæriə]谐音过去→白瑞饿（姓白名瑞，白居易的白）  

句子：白瑞饿得不行了，根本没气力翻越那个屏障 

 

logical['lɔdʒikəl]合逻辑的、合乎情理的  

如何变：直接把['lɔdʒikəl]谐音过去→捞这口（这在此念 zhei） 

句子：要用合乎逻辑的（合乎情理的）方法去捞这口大水缸里的金鱼 

 

wombat['wɔmbæt]毛鼻袋熊  

如何变：直接把['wɔmbæt]谐音过去→王柏特（姓王名柏）  

句子：王柏特喜欢毛鼻袋熊 

 

pointed['pɔintid]尖的、直截了当的   

如何变：把 p 换成 b，即从['pɔintid]→['bɔintid]→包茵提的（姓包名茵，包青天的包） 

句子：包茵提的那筐铅笔中所有的头都是尖的 

 

claw[klɔ:]搔、挠、刮/爪、带爪的脚、钳、鳌  

如何变：直接把[klɔ:]谐音过去→可老  

句子：可老这么挠搔（刮）也不是事啊！ 

 

hairy['heəri]多毛的、（似）毛发的  

如何变：1、hairy=hair+y 

        2、在 ə 前加 l，即从['heəri]→['heləri]→害了瑞  

句子：是那个身上多毛的男人害了瑞 

 

medium['mi:djəm]中等的  

如何变：在 m 后加 a，即从['mi:djəm]→['mi:djəma]→米爹妈（指小米的爹妈）  

句子：小米爹妈都是中等的个头 

 

bushy['buʃi]灌木茂密的、丛生的  

如何变：直接把['buʃi]谐音过去→补谁  

句子：我也不知道她在灌木茂密、杂草丛生的地方补谁的衣服呢 

 

 

 

 

 

 

 

 

 

  



 

 

 

第四单元 

 

procedure[prə'si:dʒə]步骤、程序、手续  

如何变：把 s 换成 j，即从[prə'si:dʒə]→[prə'ji:dʒə]→破记者  

句子：这个破记者连采访步骤都不知道 

 

tulip['tju:lip]郁金香  

如何变：把 t 隐藏起来，即从['tju:lip]→['ju:lip]→ 由李坡（姓李名坡） 

句子：由李坡去买有郁金香 

 

rose[rəuz]玫瑰花、蔷薇花  

如何变：把 z 换成 s，即从[rəuz]→[rəus]→肉丝  

句子：一盘肉丝换一朵玫瑰花（蔷薇花） 

 

peony['pi:əni]芍药、牡丹  

如何变：在 ə 前加 l，即从['pi:əni]→['pi:ləni]→劈了你 

句子：如果你敢偷摘我的芍药或牡丹，我就用斧子劈了你 

 

strawberry['strɔ:bri]草莓  

如何变：直接把['strɔ:bri]谐音过去→是抄薄瑞（姓薄名瑞）  

句子：（甲：我是抄薄瑞的作业来着，我没白抄   

乙：你怎么没白抄？   

甲：我请她吃草莓了） 

 

lemon['lemən]柠檬、柠檬树 

 如何变：把 ə 换成 a，即从['lemən]→['leman]→赖曼（姓赖名曼）  

句子：赖曼喜欢吃柠檬 

 

bunch[bʌntʃ]串、束、团 

如何变：直接把[bʌntʃ]谐音过去→板尺  

句子：一串糖葫芦换一把板尺 

 

merely['miəli]仅、只、不过  

如何变：直接把['miəli]谐音过去→米娥离（姓米名娥）  

句子：米娥离婚后仅 3 天又结婚了 

 

herb[hə:b]药草、芳草、草本植物  

如何变：直接把[hə:b]谐音过去→何博（姓何名博）/贺博(姓贺名博) 

句子：何博（贺博）对药草（芳草、草木植物）很有研究 

 

classify['klæsifai]编排、分类  

如何变：把 a 隐藏起来，即从['klæsifai]→['klæsifi]→可来西非  

句子：可来西非前，我已经编排好了呀！ 

 

identification[aidentifi'keiʃən]验明、鉴别   

如何变：把 d 换成 f，即从[aidentifi'keiʃən]→[aifentifi'keiʃən]→艾芬踢飞剋婶 

       （姓艾名芬。剋念 kei，意思是打）  

句子：艾芬踢飞剋婶的那个坏蛋后，才把鉴别（验明）结果交给上级领导 

 

male[meil]男（性）的、雄的、公的/男子、雄性动植物   



如何变：直接把[meil]谐音过去→美欧  

句子：美欧的男子身体很强壮 

 

promote[prə'məut]促进、促销、提升  

如何变：把 p 换成 h，即从[prə'məut]→[hrə'məut]→何某特（姓何的某某人）  

句子：何某特想提升自己的水平 

 

botanical[bə'tænikl]植物学的  

如何变：直接把[bə'tænikl]谐音过去→薄泰：你口（姓薄名泰）  

句子：（薄泰：你口中含的甘草片是植物制成的。我就是研究植物学的，所以我知道） 

  

privilege['privəlidʒ]特权、特别待遇 

如何变：把 p 换成 b，即从['privəlidʒ]→['brivəlidʒ]→ 薄瑞：我李志/泼李志哥 

（姓薄名瑞。姓李志名）  

句子：1、薄瑞：我李志哥受到特别待遇    

2、泼李志哥的那个人居然受到特别待遇！ 

 

cosy['kəuzi]舒适的  

如何变：把 k 换成 t，即从['kəuzi]→['təuzi]→偷贼  

句子：偷贼偷来的那一舒适的床垫 

 

appetite['æpitait]欲望、食欲、胃口   

如何变：把 p 换成 v，即从['æpitait]→['ævitait]→艾薇太她（姓艾名薇） ：  

句子：艾薇太她娘的能吃了，她的胃口（食欲）真大 

 

wealth[welθ]财产、财富  

如何变：wealth 财富≈health 健康  

句子：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appoint[ə'pɔint]任命、约定（时间、地点等） 

如何变：在 ə 前加 w，即从[ə'pɔint]→[wə'pɔint]→我跑因特  

句子：我跑因特公司去求职，他们就收下了我，而且马上任命我为总经理 

 

calculate['kælkjuleit]计算、推算  

如何变：把 k 换成 l，即从['kælkjuleit]→['kælljuleit]→考刘雷他（姓刘名雷）  

句子：考刘雷他哥一道计算题，他计算了一个小时才算出结果 

 

astronomy[əs'trɔnəmi]天文学   

如何变：把 n 换成 l，即从[əs'trɔnəmi]→[əs'trɔləmi]→鄂斯抓了米（姓鄂名斯。米是姓氏） 
句子：鄂斯抓了米小姐的父亲（即那位大名鼎鼎的天文学家） 

 

expense[iks'pens]花费、代价  

如何变：直接把[iks'pens]谐音过去→易柯是笨死（姓易名柯，易中天的易）  

句子：易柯是笨死了！干点小事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cocoa['kəukəu]可可树、可可粉   

如何变：直接把['kəukəu]谐音过去→口口  

句子：口口声声说帮我买可可粉，都半年了，也没见他买 

 

hemp[hemp]大麻、纤维  

如何变：hemp≈help  

句子：帮我运大麻纤维的兄弟各个出色 

  



involve[in'vɔlv]包括、牵涉、使参与  

如何变：把 l 换成 ŋ，即从[in'vɔlv]→[in'vɔŋv]→因王武（姓王名武）  

句子：因王武也被牵涉其中，我才出面解决的 

enterprise['entəpraiz]（艰巨复杂的）事业、企业（或事业）单位 

如何变：1、enterprise=enter+prise 

        2、把 r 换成 h，即从['entəpraiz]→['entəphaiz]→恩特泼孩子（姓恩名特）  

句子：恩特泼孩子后，又把一企业单位的老总给泼了  

 

settlement['setlmənt]开拓、定居、解决  

如何变：1、settlement=settle+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把 s 换成 b，即从['setl]→['betl]→白头 

句子：白头老翁决定定居于此 

 

accumulate[ə'kju:mjuleit]积累、聚集/增加  

如何变：把 m 换成 l，即从[ə'kju:mjuleit]→[ə'kju:ljuleit]→阿 Q：刘雷他（姓刘名雷） 

句子：（阿 Q：刘雷他哥想在此多积累些经验） 

 

abandon[ə'bændən]离开、遗弃  

如何变：直接把[ə'bændən]谐音过去→鄂班扽（姓鄂名班。还有一个木匠叫鲁班。扽念 den，
意思是拉）  

句子：鄂班扽了一下他的衣服，示意他赶快离开 

 

straw[strɔ:]麦秆、稻草、饮料吸管  

如何变：直接把[strɔ:]谐音过去→是找  

句子：刚才他是找麦秆（稻草、饮料吸管）来着 

  

pineapple['painæpl]凤梨、菠萝 

如何变：把 p 换成 t，即从['painæpl]→['painætl]→派哪头  

句子：你打算派哪头蠢猪去取凤梨与菠萝呢！ 

  

classification[klæsifi'keiʃən]分类（法）、类别 

如何变：直接把[klæsifi'keiʃən]谐音过去→可赖茜非剋婶（姓赖名茜，茜念 xi）  

句子：（甲：我拦赖茜，可赖茜非剋婶不可，这是为什么？   

乙：因为赖茜研究出新型的分类法，想发表出名，却被婶以她自己的名义偷偷发表
了，确实有点可恶） 

  

tone[təun]色调、色度、语气、音调 

如何变：tone 与 none 没有人 

句子：没有人知道该用什么色调（色度、语气、音调） 

 

reward[ri'wɔ:d]报答、报酬/给报酬、奖赏  

如何变：把 w 隐藏起来，即从[ri'wɔ:d]→[ri'ɔ:d]→瑞熬的  

句子：我们救了瑞，瑞熬汤给我们喝，以示报答。你还真别说，瑞熬的还真不错 

 

technician[tek'niʃən]技术员、技师  

如何变：直接把[tek'niʃən]谐音过去→泰克：你婶（姓泰名克）  

句子：（泰克：你婶是个技术员（技师）吗？） 

  

beagle['bi:gl]（英国种的）小猎兔犬 

如何变：直接把['bi:gl]谐音过去→比狗  

句子：小猎兔犬比狗跑的还快 

 

nowhere['nəuhweə]任何地方都不/无处、不知名的地方  



如何变：nowhere=now+here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altogether[ɔ:ltə'geðə]总而言之  

如何变：1、altogether=al+to+get+her≈all+to+get+her 

        2、直接把[ɔ:ltə'geðə]谐音过去→敖特：该则（姓敖名特）  

句子：（敖特：该则讲的很抽象，总而言之，大家认真复习研究，一定会弄懂的） 

 

finch[fintʃ]雀科鸣鸟  

如何变：直接把[fintʃ]谐音过去→粪池  

句子：一只雀科鸣鸟掉进了粪池 

 

beak[bi:k]喙、虫喙、喙状物  

如何变：直接把[bi:k]谐音过去→毕柯（姓毕名柯，毕福剑的毕）比克（比克大魔王）  

句子：毕柯（比克）养的虫子长了虫喙（喙状物） 

 

appearance[ə'piərəns]外表、外貌、出现  

如何变：在 ə 前加 w，即从[ə'piərəns]→[wə'piərəns]→我劈润慈（润慈是润土的妹妹） 

句子：我劈润慈打来的柴（润慈是润土的妹妹）后，进屋一照镜子才发现，自己的外表脏
的很 

 

output['autput]产量、产品、作品、输出 

如何变：output=out+put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dandelion['dændilaiən]蒲公英  

如何变：直接把['dændilaiən]谐音过去→但狄莱恩（姓狄名莱恩，狄龙的狄）  

句子：但狄莱恩并不喜欢蒲公英 

  

latter['lætə]（两者中）后者的） 

如何变：1、latter=lat+ter 

        2、直接把['lætə]谐音过去→莱特（莱特是英国人）/赖他  

句子：莱特赖他耽搁后者的时间 

  

distinguish[dis'tiŋgwiʃ]区别、辨别 

如何变：直接把[dis'tiŋgwiʃ]谐音过去→迪斯定格卫视（迪斯是美国人）  

句子：迪斯定格卫视频道，发现它们没什么区别，都在转播奥运实况 

 

millimeter['milimi:tə]毫米  

如何变：直接把['milimi:tə]谐音过去→米丽、米特（米丽与米特是兄妹）  

句子：米丽、米特都喜欢看《8 毫米》这部电影 

 

 

 

 

 

 

 

 

 

 

 

  



 

 

 

第五单元 

 

convey[kən'vei]表达、运载   

如何变：直接把[kən'vei]谐音过去→看魏（魏是姓氏）  

句子：看魏先生能不能表达清楚吧！ 

 

advertise['ædvətaiz]登广告、做广告/为。。。做广告、宣传、通知  

如何变：直接把['ædvətaiz]谐音过去→艾德：我‘太子’（姓艾名德）  

句子：（艾德：我‘太子’奶的广告你帮我登了没有？） 

 

advertiser['ædvətaizə]登广告的人  

如何变：直接把['ædvətaizə]谐音过去→饿得我、泰泽（姓泰名泽）  

句子：饿得我、泰泽不得不找个饭店吃饭，然后再去见登广告的人 

 

brand[brænd]商标、牌子  

如何变：直接把[brænd]谐音过去→薄然的（姓薄名然）  

句子：薄然的商标（牌子）是自己设计的 

 

charge[tʃɑ:dʒ]主管、充电（气）、价钱、控告  

如何变：直接把[tʃɑ:dʒ]谐音过去→插枝  

句子：这里的主管也会插枝，但我感觉他这几天好像要控告谁吧 

 

consideration[kənsidə'reiʃən]考虑、体贴  

如何变：直接把[kənsidə'reiʃən]谐音过去→看戏的瑞婶（叫瑞的大婶）  

句子：在那看戏的瑞婶不仅家人很体贴，而且考虑问题也十分全面 

 

loss[lɔ(:)s]遗失、丧失、损失  

如何变：直接把[lɔ(:)s]谐音过去→老师（老四）  

句子：丧失劳动能力的王老师（老四）遗失一个钱包，无论遗失多少，都是损失    

 

blame[bleim]责备、谴责、归咎于  

如何变：直接把[bleim]谐音过去→薄雷目（姓薄名雷）  

句子：薄雷目不转睛地盯着旁边的女同学看，受到老师的责备，也受到同学们的谴责 

 

mislead[mis'li:d]使误解、使误入歧途  

如何变：直接把[mis'li:d]谐音过去→迷死李德（姓李名德）  

句子：那位美女差点迷死李德，也差点使他误入歧途 

 

 

misleading[mis'li:diŋ]使人误解的、欺骗的  

如何变：直接把[mis'li:diŋ]谐音过去→迷死李丁（姓李名丁）  

句子：那位美女差点迷死李丁，其实那位美女在欺骗李丁的感情 

 

broadcast['brɔ:dkɑst]（用无线电视或电视）播出、传播  

如何变：直接把['brɔ:dkɑst]谐音过去→薄娆：卡是他（姓薄名娆）  

句子：（薄娆：卡是他捡到的      

薄瑞：什么时候捡到的？   

薄娆：你（用无线电视或电视）传播的时候捡到的） 

 

post[pəust]张贴（布告、通告等）   



如何变：把 p 换成 d，即从[pəust]→[dəust]→都是他  

句子：这些东西都是他张贴的    

 

react[ri(:)'ækt]反应、反抗/（指物质）起化学反应  

如何变：把 k 换成 h，即从[ri(:)'ækt]→[ri(:)'æht]→瑞爱和他  

句子：瑞爱和他一起出去玩，因为瑞打他的时候他不反抗 

  

annoy[ə'nɔi]使烦恼、使恼怒/找人讨厌、惹人烦恼 

如何变：把 n 换成 l，即从[ə'nɔi]→[ə'lɔi]→讹老姨（讹念 e，指讹人）  

句子：讹老姨的那个家伙真是使人恼怒（招人讨厌、惹人烦恼） 

 

annoying[ə'nɔiiŋ]讨厌的、烦人的  

如何变：把 n 换成 l，即从[ə'nɔiiŋ]→[ə'lɔiiŋ]→娥老赢（娥是人的名字）  

句子：小娥老赢那个讨厌的（恼人的）家伙 

  

critic['kritik]批评者、评论家 

如何变：把 t 换成 l，即从['kritik]→['krilik]→亏李柯（姓李名柯）  

句子：幸亏李柯请来了那位评论家（批评者） 

 

accuse[ə'kju:z]控告、谴责 

如何变：把 k 换成 l，即从[ə'kju:z]→[ə'lju:z]→讹刘孜（姓刘名孜。讹念 e，指讹人）  

句子：讹刘孜的那群混账居然要控告刘孜 

 

associate[ə'səuʃieit]使发生联系、使结合在一起、把。。。联想起来/交往、联合  

如何变：直接把[ə'səuʃieit]谐音过去→哦！搜谁他（谁在此念 shei）  

句子：（甲：哦！搜谁他都不反对吗？   

乙：当然！我们交往这么久，他的为人我很清楚） 

 

appeal[ə'pi:l]有吸引力、呼吁、上诉/感染力、呼吁、上诉  

如何变：直接把[ə'pi:l]谐音过去→娥：皮袄（娥是人名）  

句子：（小娥：皮袄多少钱？    

小贩：500 块，您穿上一定很有吸引力） 

 

frequent['fri:kwənt]时常发生的、频繁的 

如何变：直接把['fri:kwənt]谐音过去→付瑞捆他（姓付名瑞）  

句子：付瑞捆他是时常发生的事吗？ 

 

figure['figə]数字、价格、图表、画像  

如何变：直接把['figə]谐音过去→飞鸽/费哥（费翔的费）  

句子：1、图表上有一只飞鸽的画像    

2、费哥喜欢玩数字游戏，尤其是猜商品价格 

 

salesman['seilzmən]推销员、售货员  

如何变：1、salesman=sale+s+man 

        2、 把 s 换成 m，即从['seil]→['meil]→美欧 

句子：美欧地区的推销员（售货员）都很出色 

  

saleswomam['seilzwumən]女推销员、女售货员 

如何变：1、salesman=sale+s+womam 

        2、 把 s 换成 m，即从['seil]→['meil]→美欧 

句子：美欧地区的女推销员（女售货员）都很出色 

 

profit['prɔfit]利润、赢利/有益于、有利于  



如何变：把 p 换成 b，即从['prɔfit]→['brɔfit]→薄娆非他（姓薄名娆）  

句子：薄娆非他不嫁，因为他是对自己的公司很有利的人物 

  

campaign[kæm'pein]运动、竞选活动、战役 

如何变：直接把[kæm'pein]谐音过去→看裴恩（姓裴名恩，裴念 pei）  

句子：看裴恩在这次运动（竞赛活动、战役）中会不会取胜吧 

 

policy['pɔləsi]方针、政策  

如何变：直接把['pɔləsi]谐音过去→泡了稀  

句子：领导在台上讲方针政策，他的秘书在台下泡了稀有的名茶等他来喝 

 

spokesman['spəuksmən]发言人  

如何变：1、spokesman=spoke+s+man 

        2、 把 p 换成 f，即从['spəuks]→['sfəuks]→是否客死 

句子：那个发言人是否客死他乡？ 

 

spokeswoman['spəukswumən]女发言人 

如何变：1、spokesman=spoke+s+man 

        2、 把 p 换成 f，即从['spəuks]→['sfəuks]→是否客死 

句子：那个女发言人是否客死他乡？ 

 

illegal[i'li:gl]不合法的、违法的 

如何变：直接把[i'li:gl]谐音过去→伊犁够 （新疆的伊犁）/伊利够 

句子：1、伊犁够美了吧！但那里也时常有人做出一些不合法的（违法的）事 

      2、伊利够有影响了吧，但它也不敢做不合法的（违法的）事 

 

bait[beit]鱼饵、诱饵 

如何变：直接把[beit]谐音过去→被他  

句子：小鱼被他的鱼饵（诱饵）诱惑了 

  

target['tɑ:git]目标、靶子 

如何变：1、target=tar+get 

        2、直接把['tɑ:git]谐音过去→她给他  

句子：她给他一个靶子，靶子就是他的射击目标 

  

bullet['bulit]子弹、枪弹 

如何变：直接把['bulit]谐音过去→不理他  

句子：他想买子弹（枪弹），但卖者根本不理他 

  

sneaker['sni:kə]胶底运动鞋 

如何变：直接把['sni:kə]谐音过去→是尼克（尼克是美国人）  

句子：这双是尼克的胶底运动鞋 

nutritional[nju'triʃənl]营养（品）的 

如何变：1、nutritional=nutri+tion 名词后缀+al 形容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把 tri 与 nju 对调位置，即从[nju'tri]→[tri'nju]→吹牛  

句子：没吃过营养品的他还吹牛说自己常吃 

  

nowadays['nauədeiz]现今、现在 

如何变：nowadays=now+a+days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nephew['nevju(:)]侄子、外甥 

如何变：把 v 换成 n，即从['nevju(:)]→['nenju(:)]→奶牛   



句子：我的侄子（外甥）养了一头奶牛 

  

 

waitress['weitris]女服务员 

如何变：1、waitress=wait+ress≈wait+less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weit]谐音过去→为他  

句子：女服务员为他找房间 

 

hostess['həustis]女主热、女主持人 

如何变：直接把['həustis]谐音过去→侯斯第四/侯斯的事（姓侯名斯，侯耀文的侯）  

句子：（女主人（女主持人）：侯斯第四） 

  

bridegroom['braidgrum]新郎 

如何变：1、bridegroom=brideg+room 房间 

        2、把 a 隐藏起来，即从['braidgrum]→['bridgrum]→薄瑞：各 room（姓薄名瑞） 
句子：（薄瑞：各 room（各房间）都有新郎的朋友） 

 

heroine['herəuin]女主角、女主人公 

如何变：1、heroine=hero+in+e 

        2、直接把['herəuin]谐音过去→海洛因  

句子：女主角（女主人公）喜欢吸海洛因 

 

goddess['gɔdis]女神 

如何变：直接把['gɔdis]谐音过去→高迪是（姓高名迪）  

句子：高迪是崇拜月光女神 

 

promotion[prə'məuʃən]（商品等）宣传、推销、促进提升  

如何变：在 n 后加 g，即从[prə'məuʃən]→[prə'məuʃəng]→泼某省  

句子：泼某省的宣传部长 

  

attach[ə'tætʃ]系、贴、附加、认为有（重要性等） 

如何变：在 ə 前加 w，即从[ə'tætʃ]→[wə'tætʃ]→我：太迟  

句子：（我：太迟了，他已经系（贴、附加）好了） 

  

legend['ledʒənd]传奇、传说、传奇人物或事件  

如何变：直接把['ledʒənd]谐音过去→赖珍的（姓赖名珍） 

句子：有关赖珍的传奇故事（传说）实在太多了 

  

slogan['sləugən]标语、口语 

如何变：直接把['sləugən]谐音过去→四楼根  

句子：四楼根本没写什么标语（口语） 

  

catchy['kætʃi]吸引人的、使人上当的 

如何变：1、catchy=catch 抓住+y≈cat+ch +y 

        2、catch 抓住与 catchy 使人上当的一起记忆 

句子：抓住那个使人上当的骗子 

  

discount['diskaunt]折扣/打折扣/打折扣的 

如何变：直接把['diskaunt]谐音过去→第四，康特（姓康名特）  

句子：第四，康特办事根本不会打折扣 

  

bonus['bəunəs]意外的好处、额外津贴、奖金 

如何变：把 b 换成 t，即从['bəunəs]→['təunəs]→头呢，是（头指领导）   



句子：我们头呢，是得到了意外的好处（额外的津贴、奖金） 

  

 

context['kɔntekst]上下文、环境、背景 

如何变：直接把['kɔntekst]谐音过去→康泰克是特（姓康名泰克）  

句子：康泰克是特优秀，只是家庭背景和所生存的环境差强人意 

 

 

 

 

 

 

 

 

 

 

 

 

 

 

 

 

 

 

 

 

 

 

 

 

 

 

 

 

 

 

 

 

 

 

 

 

 

 

 

 

 

 

 

 

 

 

  



 

 

 

第六单元 

 

perseverance[pə:si'viərəns]坚持不懈、不屈不挠  

如何变：直接把[pə:si'viərəns]谐音过去→婆媳为闰慈（闰慈是闰土的妹妹）  

句子：我们婆媳为闰慈有那种坚持不懈，不屈不挠的精神感到高兴 

 

quit[kwit]放弃、停止、离开  

如何变：直接把[kwit]谐音过去→亏他  

句子：亏他想的出来，要是我绝对不会放弃（停止、离开） 

 

circumstance['sə:kəmstəns]环境、情况  

如何变：把 s 换成 w，即从['sə:kəmstəns]→['wə:kəmstəns]→我可目视单词  

句子：无论在什么环境（情况）下，我可目视单词长达一天都不眨一下眼 

 

assessment[ə'sesmənt]评价、评定  

如何变：1、assessment=assess+ment 名词后缀≈ass+ass+ment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把 s 换成 b，即从[ə'sesmənt]→[ə'besmənt]→讹白思（姓白名思。讹念 e，
指讹人）  

句子：对于那个讹白思的家伙，我们给予其不好的评价 

  

survival[sə'vaivl]存活、幸存 

如何变：把 v 换成 t，即从[sə'vaivl]→[sə'vaitl]→瑟：外头（瑟念 se，指的是麦克阿瑟） 

句子：（阿瑟：外头还有多少存活）？ 

  

biscuit['biskit]饼干、软饼干 

如何变：直接把['biskit]谐音过去→毕思剋他（姓毕名思，。剋念 kei，意思是打）  

句子：毕思剋他是因为他偷吃了瑞的饼干（软烤饼） 

  

alcohol['ælkəhɔl]酒精、含酒精的饮料 

如何变：直接把['ælkəhɔl]谐音过去→敖可好/敖柯好（姓敖名柯）  

句子：1、甲：李敖可好？   

乙：不太好，喝了含酒精的饮料后就酒精中毒了）            

2、甲：敖柯酒精中毒了    

乙：敖柯好点没有  

  

goat[gəut]山羊 

如何变：直接把[gəut]谐音过去→够它  

句子：山羊够它想吃的那点树叶 

  

flour['flauə]面粉、谷物磨成的粉 

如何变：直接把['flauə]谐音过去→付老饿（姓付的受人尊敬的老人家）  

句子：付老饿了，于是吃了半袋面粉（谷物磨成的粉） 

  

axe['æks]斧、斧子 

如何变：直接把['æks]谐音过去→艾柯是（姓艾名柯）  

句子：艾柯是斧子的主人 

  

nail[neil]指甲、趾甲 

如何变：直接把[neil]谐音过去→那藕（那在此念 nei）  

句子：那藕上有指甲（趾甲）印儿  



  

 

 

razor['reizə]剃刀、刮脸刀 

如何变：直接把['reizə]谐音过去→瑞泽（姓瑞名泽）  

句子：瑞泽买了一把剃刀（刮脸刀） 

  

bedding['bediŋ]铺盖 

如何变：1、bedding=bed+d+ing 

        2、直接把['bediŋ]谐音过去→白丁（姓白名丁）  

句子：白丁买了一卷铺盖 

  

beyond[bi'jɔnd]在（或向）。。。的那边、远于、超出 

如何变：直接把[bi'jɔnd]谐音过去→ 比洋的 

句子：比洋乐队的歌好听到超出我的想象 

 

wagon['wægən]（四轮的）货车、敞篷货车 

如何变：直接把['wægən]谐音过去→外跟  

句子：我的货车外跟着四个打手 

  

ox[ɔks]公牛 

如何变：ox 与 xo 一起记忆  

句子：这只公牛喜欢喝 XO（名酒） 

  

frontier['frʌntiə]边疆、边界、国界 

如何变：1、直接把['frʌntiə]谐音过去→付然踢鹅（姓付名然） 

        2、frontier=front+i+er 

句子：1、付然住在边疆（边界、国界），有时付然踢鹅来取乐   

2、前面就是边疆（边界、国界） 

  

barren['bærən]（指土地）贫瘠的 

如何变：直接把['bærən]谐音过去→ 白闰（姓白名闰） 

句子：白闰住在土地贫瘠的地方 

 

salty['sɔ:lti]含盐的、咸的  

如何变：直接把['sɔ:lti]谐音过去→骚体（一种字体）  

句子：用骚体写“含盐的”三个字 与“咸的”两个字 

 

pond[pɔnd]池塘  

如何变：直接把[pɔnd]谐音过去→（胖的）庞德（姓庞名德，庞太师的庞）  

句子：（胖胖的）庞德家门前有一个池塘 

 

patch[pætʃ]小块、小片、补丁  

如何变：直接把[pætʃ]谐音过去→排斥  

句子：他排斥穿补丁的穷人 

 

burden['bə:dn]负担、责任  

如何变：直接把['bə:dn]谐音过去→博丹（姓博名丹）  

句子：博丹有责任抚养孩子，孩子并不是他的负担 

 

desperate['despərit]绝望的、极严重的  

如何变：1、直接把['despərit]谐音过去→戴斯博特（姓戴名斯博） 

        2、把 p 换成 h，即从['despərit]→['deshərit]→戴斯和瑞特（姓戴名斯）   



句子：1、戴斯博特想帮那个陷入绝望的人，那你就别拦着他 

      2、戴斯和瑞特想帮那个陷入绝望的人，那你就别拦着他 

 

beast[bi:st]动物、兽、畜生  

如何变：直接把[bi:st]谐音过去→毕思特（姓毕名思）  

句子：毕思特喜欢动物（兽、畜生） 

 

accustomed[ə'kʌstəmd]习惯的、通常的  

如何变：把 t 换成 b，即从[ə'kʌstəmd]→[ə'kʌsbəmd]→哦！卡是伯母的  

句子：（哦！卡是伯母的，她通常（习惯）放在裤兜里） 

 

thirst[θə:st]渴、渴望  

如何变：把 θ 换成 h，即从[θə:st]→[hə:st]→ 何思她（姓何名思） 

句子：何思她一直渴望有男孩追求他 

 

starvation[stɑ:'veiʃən]挨饿、饿死   

如何变：直接把[stɑ:'veiʃən]谐音过去→是打魏婶（姓魏的大婶）  

句子：我是打魏婶了，因为她希望挨饿的人早点被饿死，所以我一气之下打了她 

 

anxiety[æŋ'zaiəti]忧虑、担心、焦虑  

如何变：在 ə 前加 k，即从[æŋ'zaiəti]→[æŋ'zaikəti]→俺在课题  

句子：俺在课题研究方面不需要任何人的担心（忧虑、焦虑） 

  

shallow['ʃæləu]浅的 

如何变：直接把['ʃæləu]谐音过去→晒喽  

句子：把颜色浅的麦子都晒喽 

 

legendary['ledʒəndəri]传奇的、传说的  

如何变：把 l 换成 g，即从['ledʒəndəri]→['gedʒəndəri]→该镇的瑞  

句子：住在该镇的瑞姐经常给孩子们讲传奇故事 

   

tax[tæks]税、税额 

如何变：直接把[tæks]谐音过去→泰柯是（姓泰名柯） 

句子：泰柯是一个按时纳税的好公民 

  

anniversary[æni'və:səri]周年纪念（日） 

如何变：把 s 换成 h，即从[æni'və:səri]→[æni'və:həri]→爱你、我和瑞  

句子：他过去很爱你、我和瑞，今天是他的周年纪念日，我们应该去看他一下 

 

granddaughter['grænddɔ:tə]（外）孙女 

如何变：1、granddaughter=grand+daughter 

        2、直接把['grænddɔ:tə]谐音过去→管道特  

句子：管道特细，你的孙女根本穿不进去 

  

flu[flu:]流行性感冒 

如何变：直接把[flu:]谐音过去→俘虏  

句子：那个俘虏患有流行性感冒 

  

throat[θrəut]嗓子、喉咙、咽喉 

如何变：直接把[θrəut]谐音过去→是揉他  

句子：刚才他是揉他发炎的嗓子（喉咙、咽喉）来着 

  

diphtheria[dif'θiriə]白喉  



如何变：直接把[dif'θiriə]谐音过去→狄福洗瑞娥（姓狄名福，狄龙的狄。姓瑞名娥）  

句子：狄福洗瑞娥的衣服后，又洗了那个患有白喉的人的衣服 

 

vaccine['væksi:n]疫苗、菌苗  

如何变：把 v 隐藏起来，即从['væksi:n]→['æksi:n]→哎！可新  

句子：哎！可新病毒的疫苗（菌苗）还没研究出来 

 

catastrophe[kə'tæstrəfi]大灾难  

如何变：直接把[kə'tæstrəfi]谐音过去→可泰斯绰非（姓泰名斯绰）  

句子：可泰斯绰非要看大灾难的纪录片不可 

 

relief[ri'li:f]（痛苦、困苦、忧虑等）减轻或解除、援助  

如何变：直接把[ri'li:f]谐音过去→瑞：李福（姓李名福）  

句子：（瑞：李福的援助减轻了我的压力） 

 

deliver[di'livə]递送、发言、接生  

如何变：直接把[di'livə]谐音过去→地理我  

句子：地理我不在行，递送、接生啥的我到在行 

  

Arctic['ɑ:ktik]北极的、北极区的 

如何变：1、把 k 换成 g，即从['ɑ:ktik]→['ɑ:ktig]→阿珂提个（《鹿鼎记》中的阿珂） 

        2、把 k 换成 g，即从['ɑ:ktik]→['ɑ:ktig]→啊！提个  

句子：1、阿珂提个箱子去北极了 

      2、啊！提个个箱子去北极了！ 

 

tough[tʌf]能耐劳的、坚韧的、困难的  

如何变：直接把[tʌf]谐音过去→他扶  

句子：他扶的那个老人有着坚韧的性格 

  

wrap[ræp]包裹、缠绕 

如何变：把 r 换成 w，即从[ræp]→[wæp]→外婆  

句子：外婆帮我包裹（缠绕）好了 

 

quilt[kwilt]被褥、被子 

如何变：1、quilt 被子与 quit 停止一起记忆 

        2、直接把[kwilt]谐音过去→奎：藕，他（《刘老根》中刘老根的大儿子叫大奎） 

句子：大奎：藕，他是一口没吃，全都撒在被褥上了 

 

packet['pækit]小包裹、小袋、小盒  

如何变：直接把['pækit]谐音过去→牌给他  

句子：牌给他就好了，他会放进小包裹（小袋、小盒）里的 

 

stake[steik]桩、（旧时的）火刑柱   

如何变：直接把[steik]谐音过去→是得渴  

句子：与那桩谋杀案有利害关系的人被绑在火刑柱上已经一天了，那个人是得渴了 

  

ray[rei]（光或其他辐射的）线、射线 

如何变：直接把[rei]谐音过去→瑞  

句子：瑞对射线很敢兴趣 

 

bark[bɑ:k]（指狗等）吠叫、似犬的声音  

如何变：直接把[bɑ:k]谐音过去→罢课  

句子：（吠叫听似好像：罢课！）  



 

 

 

sculpture['skʌlptʃə]雕塑、雕刻  

如何变：直接把['skʌlptʃə]谐音过去→史高破车（史高破车是史高的破车的简化说。史高是

姓史名高）  

句子：史高破车上装的是雕塑（雕刻）吗？ 

  

memorial[mə'mɔ:riəl]纪念物、纪念碑、纪念馆、纪念仪式 

如何变：直接把[mə'mɔ:riəl]谐音过去→摸毛瑞藕（姓毛名瑞。毛瑞藕指的就是毛瑞的藕） 

句子：摸毛瑞藕的那个人曾在纪念馆中偷过纪念物 

 

retell[ri:'tel]复述 

如何变：retell=re 重复前缀+tell 述  

句子：复述是一遍遍地说吗？ 

 

 

 

 

 

 

 

 

 

 

 

 

 

 

 

 

 

 

 

 

 

 

 

 

 

 

 

 

 

 

 

 

 

 

 

 

 

  



 

 

 

第七单元 

 

carol['kærəl]（圣诞）颂歌、欢乐之歌  

如何变：直接把[mis'li:diŋ]谐音过去→开肉  

句子：开肉店老板的车去教堂唱颂歌（欢乐之歌） 

 

employee[emplɔi'i:]雇工、雇员  

如何变：直接把[emplɔi'i:]谐音过去→俺泼老姨  

句子：俺泼老姨的雇员（雇工）来着 

 

hygiene['haidʒi:n]卫生（学）  

如何变：直接把['haidʒi:n] 谐音过去→还真 

句子：还真让他说着了，今天还要学卫生学 

 

fake[feik]假的、伪造的/赝品、骗子  

如何变：直接把[feik]谐音过去→费柯（姓费名柯，费翔的费）/飞科  

句子：（费柯：这个飞科剃须刀是假的） 

  

bacteria[bæk'tiəriə]细菌 

如何变：直接把[bæk'tiəriə]谐音过去→白柯替瑞娥（姓白名柯。姓瑞名娥）  

句子：白柯替瑞娥做有关细菌的实验 

 

powder['paudə]粉、粉末  

如何变：直接把['paudə]谐音过去→跑的  

句子：粉末是被风吹跑的 

 

standard['stændəd]水平、标准、规格   

如何变：1、standard=stand+ard≈stand+hard 

2、直接把['stændəd]谐音过去→是丹德的（姓丹名德）  

句子：是丹德的水平更高一些吧 

 

conscience['kɔnʃəns]良心、是非感  

如何变：直接把['kɔnʃəns]谐音过去→康婶是（姓康的大婶）  

句子：康婶是一个有良心（是非感）的人 

 

shilling[ʃiliŋ]先令（英国货币）  

如何变：直接把[ʃiliŋ]谐音过去→谁领（谁念 shei）  

句子：谁领走了我的先令？ 

  

frost[frɔst]霜、严寒 

如何变：直接把[frɔst]谐音过去→付娆是他（姓付名娆）  

句子：付娆是他的朋友当中最不畏惧严寒的人 

 

handwriting['hændraitiŋ]笔迹、手写稿  

如何变：handwriting=hand 手+write 写+ing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humbug['hʌmbʌg]花招、谎话、欺骗 

如何变：把 p 换成 d，即从['hʌmbʌg]→['hʌmdʌg]→韩大哥（姓韩的一位大哥）  

句子：韩大哥不知又要使用什么花招了（说什么谎话了）  



 

 

 

overcoat['əuvəkəut]大衣、外套 

如何变：overcoat=over+coat ≈over+cat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wage[weidʒ]工资、工钱  

如何变：直接把[weidʒ]谐音过去→魏志（姓魏名志）/卫（生）纸 

句子：今天发工资（工钱），魏志决定买一包卫（生）纸 

 

anyway['eniwei]无论如何、即使如此  

如何变：anyway=any+way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god[gɔd]神、神像、上帝 

如何变：直接把[gɔd]谐音过去→高德（姓高名德）  

句子：这位神像是高德雕刻的 

 

admit[əd'mit]承认、准许。。。进入（或使用）  

如何变：直接把[əd'mit]谐音过去→饿得米特（姓米名特）  

句子：饿得米特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小偷 

 

foolish['fu:liʃ]愚蠢的、傻的、荒谬的  

如何变：直接把['fu:liʃ]谐音过去→付丽是（姓付名丽）  

句子：付丽是个愚蠢的家伙，经常做出一些荒谬的事 

 

clap[klæp]拍手、轻拍/拍、击、为。。。鼓掌  

如何变：直接把[klæp]谐音过去→可赖坡（姓赖名坡）  

句子：可赖坡只是轻拍了他一下呀！ 

 

partner['pɑ:tnə]合伙人、搭档 

如何变：1、partner=part+ner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pɑ:t]谐音过去→怕他 

句子：怕他打我的合伙人 

 

festive['festiv]欢宴的、节日的、欢乐的 

如何变：在 e 后加 i，即从['festiv]→['feistiv]→费斯提五（姓费名斯，费翔的费）  

句子：费斯提五盒蛋糕去和朋友过一个欢乐的节日 

 

abundant[ə'bʌndənt]丰富的、充裕的  

如何变：1、直接把[ə'bʌndənt]谐音过去→鄂班扽他（姓鄂名班，还有一人叫鲁班。扽念
den，意思是拉）  

        2、在 ə 前加 h，即从[ə'bʌndənt]→[hə'bʌndənt]→何班扽他（姓何名班） 

句子：1、鄂班扽他的衣服，示意他不要说出丰富的石油的所在地 

      2、何班扽他的衣服，示意他不要说出丰富的石油的所在地 

 

warmth[wɔ:mθ]温暖、暖和 

如何变：warmth=w+arm+th≈arm 胳膊+the 这条  

句子：这条胳膊感到很暖和 

 

idle['aidl]闲散的、空闲的  

如何变：直接把['aidl]谐音过去→爱都   



句子：闲散的人员把爱都给了社会 

 

 

taxpayer['tækspeiə]纳税人 

如何变：taxpayer=tax 税+pay 交+er 人  

句子：交税的人是纳税人  

 

occupy['ɔkjupai]使忙碌、使从事、占有 

如何变：把 k 换成 n，即从['ɔkjupai]→['ɔnjupai]→奥！牛排！  

句子：奥！牛排！我要把它们全部占有 

 

constant['kɔnstənt]经常的、不断发生的  

如何变：在 n 后加 g，即从['kɔnstənt]→['kɔnstəngt]→康斯等他（姓康名斯）  

句子：康斯等他的时候不多，而是他经常等康斯 

 

welfare['welfeə]福利  

如何变：welfare=wel+fare≈well+are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striking['straikiŋ]引人注意的、吸引人的  

如何变：把 k 换成 d，即从['straikiŋ]→['straidiŋ]→是拽丁（丁是姓氏） 

句子：那个吸引人的美女是拽丁先生的衣服来着 

 

clerk[klɑ:k]职员、办事员、店员  

如何变：直接把[klɑ:k]谐音过去→渴啦可  

句子：（职员：渴啦可不要忍着） 

 

composer[kəm'pəuzə]创造者  

如何变：把 p 换成 h，即从[kəm'pəuzə]→[kəm'həuzə]→砍侯泽（姓侯名泽，侯耀文的侯） 
句子：创作者为什么砍侯泽呢？ 

 

novelist['nɔvəlist]小说家  

如何变：直接把['nɔvəlist]谐音过去→挠我”李斯特（姓李名斯特）  

句子：“他挠我”李斯特对小说家说 

 

firm[fə:m]公司、商行  

如何变：1、form 形成与 firm 一起记忆 

2、把 f 换成 b，即从[fə:m]→[bə:m]→伯母  

句子：伯母开了一家公司（商行） 

 

shadow['ʃædəu]影子、阴影  

如何变：把 æ 换成 i，即从['ʃædəu]→['ʃidəu]→谁都  

句子：（甲：谁都有的东西是什么？    

乙：是影子） 

 

ambition[æm'biʃən]雄心、志向、野心  

如何变：直接把[æm'biʃən]谐音过去→俺比婶  

句子：俺比婶还有雄心（志向、野心） 

 

idol['aidl]偶像、神像  

如何变：直接把['aidl]谐音过去→哎！都  

句子：哎！都怪我，不应该把偶像（神像）带来 

  



noble['nəubl]高尚的、高贵的 

如何变：noble=no+ble 形容词后缀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aspiration[æspə'reiʃən]渴望、抱负、志气  

如何变：直接把[æspə'reiʃən]谐音过去→哎！四伯、瑞婶（瑞婶指叫瑞的大婶）  

句子：哎！四伯、瑞婶真没志气！ 

 

bond[bɔnd]契约、债券  

如何变：直接把[bɔnd]谐音过去→邦德（指邦德 007）  

句子：这是邦德的契约（债券） 

 

indeed[in'di:d]的确、实在地  

如何变：直接把[in'di:d]谐音过去→尹迪的（姓尹名迪，尹相杰的尹）  

句子：尹迪的哥哥的确是位英雄 

 

goose[gu:s]鹅、鹅肉  

如何变：直接把[gu:s]谐音过去→谷思（姓谷名思）/古斯（姓古名斯）/古寺 

句子：（谷思（古斯）：古寺里有人居然在吃鹅肉） 

 

pudding['pudiŋ]布丁、甜点  

如何变：把 p 换成 b，即从['pudiŋ]→['budiŋ]→布丁  

句子：布丁就是我的甜点 

 

selfish['selfiʃ]自私的、不顾他人的]  

如何变：把 s 换成 h，即从['selfiʃ]→['helfiʃ]→海鸥、fish  

句子：海鸥、fish 都是很自私的生物 

 

bishop['biʃəp]主教 

如何变：1、bishop=bi+shop≈big+shop 

        2、直接把['biʃəp]谐音过去→必射破 

句子：这位射手必射破主教挂在衣架上的衣服 

 

choir['kwaiə]合唱队、唱诗班 

如何变：在 ə 前加 l，即从['kwaiə]→['kwailə]→快乐   

句子：快乐的唱诗班（合唱队） 

 

karaoke['kærə'əuki]卡拉 OK  

如何变：直接把['kærə'əuki]谐音过去→卡拉 OK  

句子：卡拉 OK 就是卡拉 OK 

 

 

 

 

 

 

 

 

 

 

 

 

 

  



 

 

 

第八单元 

 

motivation[məuti'veiʃən]动机、积极性  

如何变：直接把[məuti'veiʃən]谐音过去→某体委什（体委指的是体育委员）  

句子：某体委什么时候有此动机的呢？ 

 

memorise['meməraiz]记住、记忆  

如何变：把 a 隐藏起来，即从['meməraiz]→['meməriz]→埋没瑞子（瑞子是对瑞的称呼） 

句子：你给我记住，千万不要埋没瑞子的才华 

 

dictation[dik'teiʃən]听说、口授、命令  

如何变：直接把[dik'teiʃən]谐音过去→迪克忒神（迪克指的就是迪克牛仔。忒念忒，意思
是很、非常）  

句子：迪克忒神了，他居然能把信中的命令在未拆封前一字不差的背出来 

 

correction[kə'rekʃən]改正、修改  

如何变：在 e 后加 i，即从[kə'rekʃən]→[kə'reikʃən]→可瑞克审（瑞克是美国人）  

句子：可瑞克审的那个人即使被关进监狱，我看他也不会改正多少 

 

phonetic[fə'netik]语音（学）的  

如何变：直接把[fə'netik]谐音过去→凤儿：哪题可（凤儿是对人的称呼）  

句子：（凤儿：这本语言学的题很难    

凤儿：哪题可以做，你就先做哪题） 

 

alphabet['ælfəbit]字母表  

如何变：直接把['ælfəbit]谐音过去→敖凤儿背她（姓敖名凤儿。背指背诵）  

句子：敖凤儿背她那张字母表上的字母 

 

stick[stik]使停止、阻塞、刺、伸出、粘贴  

如何变：直接把[stik]谐音过去→四弟可  

句子：四弟可没有刺伤他 

 

effective[i'fektiv]有效的  

如何变：在 e 后加 i，即从[i'fektiv]→[i'feiktiv]→咦！费柯替我（姓费名柯，费翔的费） 

句子：咦！费柯替我买的药吃完后还真有效 

 

acquire[ə'kwaiə]学到（知识等）、获得  

如何变：在 ə 前加 l，即从[ə'kwaiə]→[ə'kwailə]→娥快乐（娥是人的名字）  

句子：学到知识（获得学位）的小娥快乐吗？ 

acquicition[ækwi'ziʃn]获得、得到  

如何变：直接把[ækwi'ziʃn]谐音过去→哎！可为贼神（有赌神也有贼神）  

句子：哎！可为贼神办事的我最后却什么也没获得到 

 

awful['ɔ:ful]极大的、可怕的、极讨厌的  

如何变：1、awful=aw+ful≈as+ful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ɔ:]谐音过去→奥！  

句子：奥！可怕的怪物又出现了 

 

instruct[in'strʌkt]教、指导、指示  

如何变：把 ʌ 换成 u，即从[in'strʌkt]→[in'strukt]→因四处嗑他   



句子：那个士兵因四处嗑他买的瓜子并乱丢瓜子皮，后被指导员教训了一翻 

 

 

efficient[i'fiʃənt]效率极高的、有能力的  

如何变：直接把[i'fiʃənt]谐音过去→咦！费婶她（姓费的大婶，费翔的费）  

句子：咦！费婶她怎么没请那位有能力的人吃饭呢？ 

 

data['deitə]数据、资料  

如何变：直接把['deitə]谐音过去→得特  

句子：计算资料上的数据时，你得特细心 

 

academic[ækə'demik]学校的、学院的、学术的  

如何变：直接把[ækə'demik]谐音过去→艾柯带米柯（姓艾名柯。姓米名柯）  

句子：艾柯带米柯去见学校的（学院的）领导 

 

comprehension[kɔmpri'henʃən]理解（力）、理解力练习  

如何变：直接把[kɔmpri'henʃən]谐音过去→康坡（瑞）恨婶（姓康名坡（瑞））  

句子：康坡（瑞）恨婶，因为婶曾说她的理解力差，就像个傻子、白痴 

 

anxious['æŋkʃəs]忧虑的、令人担心（焦虑）的  

如何变：把 k 换成 g，即从['æŋkʃəs]→['æŋgʃəs]→俺（哥）射死  

句子：俺（哥）射死人后感到十分忧虑（焦虑） 

 

secure[si'kjuə]有把握的、安心的、安全的  

如何变：把 k 换成 l，即从[si'kjuə]→[si'ljuə]→洗刘娥（姓刘名娥）  

句子：你就安心的洗刘娥的衣服吧 

 

translator[trænz'leitə]译者   

如何变：把 l 换成 g，即从[trænz'leitə]→[trænz'geitə]→川子给特（川子是日本人）  

句子：方岛川子给特多人当过译者    

 

interpreter[in'tə:pritə]议员、口译者  

如何变：1、interpreter=in+ter+pre+ter 

        2、直接把[in'tə:pritə]谐音过去→因他泼（瑞）她 

句子：那名议员（口译者）因他泼（瑞）她姐姐而被抓 

  

everyday['evri'dei]日常的、每天（发生）的 

如何变：everyday=every+day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patience['peiʃəns]耐心、忍耐力  

如何变：直接把['peiʃəns]谐音过去→陪婶是  

句子：陪婶是需要耐心的 

  

adopt[ə'dɔpt]采纳、接受、收养 

如何变：把 d 换成 l，即从[ə'dɔpt]→[ə'lɔpt]→哦，老婆她  

句子：哦，老婆她姐姐居然采纳了我的意见 

 

pile[pail]堆、摞、叠  

如何变：在 l 后加 ə，即从[pail]→[pailə]→拍了  

句子：拍了一大堆烂片 

  

easygoing['i:zigəuiŋ]温和宽容的、随便的  



如何变：easygoing=easy+go+ing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tyre['taiə]轮胎 

如何变：直接把['taiə]谐音过去→太饿  

句子：他太饿了，但他周围除了轮胎之外没什么可吃的 

  

overweight['əuvəweit]超重的、肥胖的 

如何变：overweight=over+we+ight≈over+we+right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teens[ti:ns]13 至 19 岁的年龄、青少年 

如何变：把 t 换成 l，即从[ti:ns]→[li:ns]→林子  

句子：青少年喜欢在林子里吃午餐 

  

operation['ɔpə'reiʃən]手术、运转、操作 

如何变：在 ɔ 前加 l，即从['ɔpə'reiʃən]→['lɔpə'reiʃən]→老婆：瑞婶（瑞婶就是叫瑞的大
婶）  

句子：（老婆：瑞婶做手术的技术是一流的） 

  

level['levl]水平、级别、水平面（线） 

如何变：1、把 l 隐藏起来，即从['levl]→['lev]→赖武（姓赖名武） 

        2、 把 l 隐藏起来，即从['levl]→['lev]→来五 

句子：1、（赖武：那个人很有水平（级别不低），我看他很有来头） 

      2、来五个级别（水平）一般的就可以了 

  

junior['dʒu:njə]年少的、等级较低的/晚辈、年少者、等级较低的 

如何变：直接把['dʒu:njə]谐音过去→住聂耳（国歌的作者是聂耳）  

句子：年少者（晚辈、等级较低者）喜欢住聂耳家 

  

senior['si:njə]较年长的、等级较高的/较年长者、前辈、等级较高者 

如何变：直接把['si:njə]谐音过去→洗聂耳（国歌的作者是聂耳）   

句子：较年长者（前辈、等级较高者）在洗聂耳的衣服 

 

option['ɔpʃən]选择（权）、供选择的事物或人  

如何变：在 ɔ 前加 l，即从['ɔpʃən]→['lɔpʃən]→老婆肾 

句子：老婆肾坏了，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换肾了 

 

broaden['brɔ:dn]使扩大、使宽阔  

如何变：broaden=b+road 马路+en 使  

句子：使马路变得更宽阔 

 

association[ə'səusi'eiʃən]社团、协会  

如何变：在 e 前加 l，即从[ə'səusi'eiʃən]→[ə'səusi'leiʃən]→恶叟洗雷婶 

（在《愚公移山》中有智叟，当然有恶叟了。雷婶指的是姓雷德大婶）  

句子：恶叟洗雷婶的衣服时，发现其口袋里有一封来自社团（协会）的信 

 

appropriate[ə'prəuprieit]适当的  

如何变：直接把[ə'prəuprieit]谐音过去→娥：破肉瑞她（小娥和瑞是好朋友）  

句子：（小娥：破肉瑞她姐也吃过，不过是在适当的时候吃） 

 

postcode['pəustkəud]邮政编码   

如何变：1、postcode=post+code  



        2、把 p 换成 d，即从['pəustkəud]→[dəustkəud]→窦思抠的（姓窦名思，窦文
涛的窦。抠指抠门）  

句子：窦思抠的要死，人家问他邮政编码是多少，他都不告诉 

proficiency[prə'fiʃəns]熟练、精通  

如何变：直接把[prə'fiʃəns]谐音过去→婆：费婶洗（婆指河南指姥姥。费婶指姓费的大婶） 

句子：（婆：费婶洗玩衣服后，就进屋熟练她前几天学的健身操去了） 

 

 

 

 

 

 

 

 

 

 

 

 

 

 

 

 

 

 

 

 

 

 

 

 

 

 

 

 

 

 

 

 

 

 

 

 

 

 

 

 

 

 

 

 

 

 

  



 

 

 

第九单元 

 

abuse[ə'bju:s]滥用、虐待、辱骂  

如何变：把 b 换成 l，即从[ə'bju:s]→[ə'lju:s]→讹刘思 （姓刘名思。讹念 e，指讹人） 

句子：讹刘思的坏人虽然被你们抓住了，你们也不能虐待、辱骂他，更不能滥用刑罚 

  

insurance[in'ʃuərəns]保险、保险业、保险费 

如何变：直接把[in'ʃuərəns]谐音过去→尹烁润死（姓尹名烁润，尹相杰的尹。） 

句子：保险公司的尹硕润死了 

 

outbreak['autbreik]爆发、突然发生  

如何变：1、outbreak=out+break  记忆后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breik]谐音过去→薄瑞可（姓薄名瑞） 

句子：薄瑞可不会在爆发地震后才逃出房屋 

 

carpenter['kɑ:pintə]木匠  

如何变：把 k 换成 d，即从['kɑ:pintə]→['dɑ:pintə]→大盆特  

句子：这个大盆特沉，那个木匠根本搬不动 

  

income['inkəm]收入 

如何变：income=in+come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loan[ləun]借款、借出物 

如何变：直接把[ləun]谐音过去→娄恩（姓娄名恩，娄乃明的娄）  

句子：娄恩的借款至今未还 

  

hopeless['həuplis]没有希望的、令人绝望的 

如何变：hopeless=hope 希望+less 没有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clinic['klinik]诊所 

如何变：把 k 换成 g，即从['klinik]→['klinig]→可离你哥  

句子：那诊所可离你哥家不远啊 

 

allowance[ə'launs]津贴、补助  

如何变：在 ə 前加 w，即从[ə'launs]→[wə'launs]→我老恩师  

句子：我老恩师每月都领=国家的津贴（补助） 

 

fundamental[fʌndə'mentl]基本的、根本的  

如何变：直接把[fʌndə'mentl]谐音过去→方的馒头  

句子：方的馒头，我们家基本上都不吃 

 

pressure['preʃə]压力  

如何变：把 r 换成 h，即从['preʃə]→['pheʃə]→婆还舍（婆在河南指姥姥。舍指先拿货后给
钱）  

句子：婆还舍了一台能缓解压力的按摩椅 

 

consult[kən'sʌlt]向。。。咨询、查阅  

如何变：把 t 换成 z，即从[kən'sʌlt]→[kən'sʌlz]→看嫂子   



句子：看嫂子能不能查阅出来吧 

 

 

chemist['kemist]药剂师、化学家  

如何变：直接把['kemist]谐音过去→开米斯他（姓米名斯）  

句子：开米斯他哥的车去接那名药剂师（化学家） 

 

statistics[stə'tistiks]统计资料、数据、统计学  

如何变：直接把[stə'tistiks]谐音过去→是的，踢死迪克斯（迪克斯是美国人）  

句子：（甲：迪克斯没能把统计资料（数据）及时汇报给他，他一气之下就踢死了迪克斯     

乙：是的，踢死迪克斯的人就是他） 

 

resident['rezidənt]居民  

如何变：把 r 换成 g，即从['rezidənt]→['gezidənt]→该贼蛋挞（蛋挞是小甜点）  

句子：该贼蛋挞都没吃过，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是他们那块居民当中最穷的一个 

 

fee[fi:]费用、服务费、酬金  

如何变：直接把[fi:]谐音过去→费  

句子：（甲：这是什么费？    

乙：这是服务费） 

 

vow[vau]发誓、起誓 

如何变：直接把[vau]谐音过去→哇哦  

句子：哇哦！他们真的在发誓（起誓）啊 

 

prosperity[prɔ'sperəti]繁荣、成功  

如何变：把 p 换成 b，即从[prɔ'sperəti]→[brɔ'sperəti]→薄娆：四伯若替（姓薄名娆。伯
在此念 bai）  

句子：（薄娆：四伯若替你取得成功，你要好好感谢你四伯吧） 

 

fund[fʌnd]专款、基金、资金  

如何变：直接把[fʌnd]谐音过去→范德（姓范名德）  

句子：范德的资金（专款、基金）还真不少 

 

nationwide['neiʃənwaid]遍及全国的（地）、全国性的 （地）  

如何变：1、nationwide=na+tion+wide 

        2、把 w 换成 m，即从['neiʃənwaid]→['neiʃənmaid]→那婶卖的（那在此念 nei） 
句子：那婶卖的商品遍及全国各地 

 

transfer[træns'fə:]转移、转让  

如何变：直接把[træns'fə:]谐音过去→船是凤儿（凤儿是对人的称呼）  

句子：船是凤儿的，她打算出手转让 

 

unfortunate[ʌn'fɔ:tʃənət]不幸的、倒霉的  

如何变：1、unfortunate=un 否定前缀+for+tu+nate≈un+for+tu+late 

        2、在 ɔ 后加 ŋ，即从['fɔ:tʃənət]→['fɔŋ:tʃənət]→方澈呢，特（姓方名澈）  

句子：（方澈呢，特幸运，他最后提到方澈说：“没有被劫匪发现”） 

 

tailor['teilə]裁缝  

如何变：把 e 换成 a，即从['teilə]→['tailə]→泰乐（姓泰名乐）  

句子：泰乐是个裁缝 

 

mould[məuld]霉、霉菌、气质   



如何变：1、mould 与 would 一起记忆 

        2、直接把[məuld]谐音过去→某的  

句子：张某的哥哥不仅是个研究霉菌的专家，而且十分有气质 

risky['riski]危险的、冒险的  

如何变：直接把['riski]谐音过去→瑞是剋（剋念剋，意思是打）  

句子：瑞是剋了那只危险的动物 

 

incident['insidənt]事情、事件  

如何变：直接把['insidənt]谐音过去→尹茜扽她（姓尹名茜，尹相杰的尹，茜念 xi。扽念
den，意思是拉）  

句子：尹茜扽她丈夫的衣服。示意他不要把此事情（事件）张扬出去 

 

significance[sig'nifikəns]意义、重要性  

如何变：直接把[sig'nifikəns]谐音过去→喜哥：你非砍死（神医喜来乐的喜）  

句子：(喜哥：你非砍死他吗？砍死他又有什么意义呢？) 

 

bench[bentʃ]长凳  

如何变：直接把[bentʃ]谐音过去→奔驰  

句子：奔驰车里有一条长凳 

  

sink[siŋk]洗涤槽、污水池 

如何变：sing 唱歌与 sink 洗涤槽一起记忆  

句子：在洗涤漕（污水池）边歌唱 

 

jar[dʒɑ:]广口瓶、罐子、坛子 

如何变：直接把[dʒɑ:]谐音过去→炸  

句子：炸碎所有的广口瓶、罐子和坛子 

 

lid[lid]盖子、眼睑  

如何变：直接把[lid]谐音过去→李德（姓李名德）  

句子：李德跌倒在盖子上，弄破了眼睑 

 

penicillin[peni'silin]青霉素  

如何变：1、penicillin=pen+i+cil+lin≈pen+i+nil+lin（对称） 

        2、直接把[peni'silin]谐音过去→派你洗兰（兰是姓氏）  

句子：派你洗兰小姐的车，派他开车给兰小姐送青霉素 

 

devotion[di'vəuʃən]献身、忠心  

如何变：把 u 隐藏起来，即从[di'vəuʃən]→[di'vəʃən]→递我婶  

句子：那个对我婶既忠心又敢于献身的人递我婶一本《圣经》 

 

aggressive[ə'gresiv]有进取心的、过分自信的、侵略的  

如何变：在 ə 前加 w，即从[ə'gresiv]→[wə'gresiv]→我怪西五（西五指西边第五洞楼） 

句子：我怪西五住的同学打了那个有进取心的青年 

 

 

 

 

 

 

 

 

  



 

 

 

第十单元 

 

garbage['gɑ:bidʒ]垃圾、垃圾箱  

如何变：直接把['gɑ:bidʒ]谐音过去→嘎笔直（《小兵张嘎》的嘎）  

句子：张嘎笔直的站在垃圾箱旁 

 

maid[meid]女仆、侍女  

如何变：直接把[meid]谐音过去→美德  

句子：我很欣赏这位女仆（侍女）的美德 

 

prince[prins]王子、王孙  

如何变：直接把[prins]谐音过去→泼云思（姓云名思，云飞扬的云）  

句子：王子（王孙）用冷水泼云思 

 

outcome['autkʌm]结果、效果  

如何变：outcome=out 出+come 来 

句子：结果出来了吗？ 

 

penny[peni]便士  

如何变：直接把[peni]谐音过去→派你  

句子：派你去买一袋 5 便士的糖 

  

grocery['grəusəri]杂货店 

如何变：把 s 换成 h，即从['grəusəri]→['grəuhəri]→葛柔和瑞（姓葛名柔）  

句子：葛柔和瑞都在此杂货店打工 

 

bakery['beikəri]面包房  

如何变：把 r 换成 g，即从['beikəri]→['beikəgi]→贝壳给  

句子：我把贝壳给了面包房的康师傅 

 

weep[wi:p]哭、哭泣  

如何变：直接把[wi:p]谐音过去→魏坡（姓魏名坡）  

句子：我不知道魏坡为何哭（哭泣） 

 

furnish['fə:niʃ]为。。。提供家具、用家具布置  

如何变：直接把['fə:niʃ]谐音过去→凤儿：你是（凤儿是人名）  

句子：（凤儿：你是为我提供家具的老王吧） 

 

shabby['ʃæbi]破旧的、寒酸的  

如何变：把 æ 换成 ɑ，即从['ʃæbi]→['ʃɑbi]→啥比  

句子：我跟你没啥比的，要比就比谁的房子破旧（寒酸）吧 

 

mailbox['meilbɔks]邮箱、信箱  

如何变：1、mailbox=mail+box 

        2、直接把['meilbɔks]谐音过去→美欧报可是  

句子：美欧报可是十分受欢迎的，但看完了千万不要扔进邮箱（信箱），要扔进垃圾箱 

  

rag[ræg]碎布、破布 

如何变：把 r 换成 l，即从[ræg]→[læg]→赖哥（姓莱的大哥）  

句子：赖哥的腿上粘了一块碎步（破布）  



 

 

 

bell[bel]钟（声）、铃（声） 

如何变：1、well 与 bell 一起记忆 

        2、直接把[bel]谐音过去→白鸥  

句子：白鸥形状的钟 

 

backyard['bækjɑ:d]后院  

如何变：1、backyard= back+yard 

        2、直接把['bækjɑ:d]谐音过去→白柯哑的（姓白名柯，白居易的白）  

句子：白柯哑的妹妹正在后院玩 

 

rare[reə]稀有的、罕见的 

如何变：rare=r+are  

句子：此词比较好记 

 

cascade[kæ'skeid]瀑布、瀑布状下垂的东西  

如何变：把 k 换成 f，即从[kæ'skeid]→[kæ'sfeid]→开始，费德（姓费名德，费翔的费） 

句子：开始，费德并不喜欢住在瀑布下吃饭 

 

garment['gɑ:mənt]（一件）衣服   

如何变：1、garment=gar+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gɑ:]谐音过去→嘎 

句子：张嘎买了一件衣服 

 

worn[wɔ:n]破烂的、损坏的   

如何变：直接把[wɔ:n]谐音过去→王恩（姓王名恩）  

句子：王恩捡到一件破烂的（被人损坏的）衣服 

 

carpet['kɑ:pit]地毯  

如何变：直接把['kɑ:pit]谐音过去→卡”皮特（皮特是美国影星）  

句子：“地毯上好像有一张卡”皮特说 

 

barbershop['bɑ:bəsʃɔp]理发店   

如何变：1、barbershop=bar+ber+shop 

        2、把 ə 换成 ɑ，即从['bɑ:bə]→['bɑ:bɑ]→爸爸  

句子：爸爸去理发店理发 

 

curl[kə:l]卷发、曲状物  

如何变：直接把[kə:l]谐音过去→可肉/扣  

句子：可肉被那个卷发的人吃了    

扣子被那个卷发的人捡到了 

 

haircut['heəkʌt]理发、（女子）发式  

如何变：haircut=hair 头发+cut 剪 掉 

句子：把头发剪掉就是理发吗？ 

 

anecdote['ænikdəut]轶事、逸闻  

如何变：直接把['ænikdəut]谐音过去→哎！尼克逗他（尼克是美国人）  

句子：哎！尼克逗他妹妹玩，吵得我听不清收音机里正讲的逸闻轶事 

 

mutton['mʌtn]羊肉   



如何变：把 t 换成 h，即从['mʌtn]→['mʌhn]→妈很  

句子：妈很喜欢吃羊肉 

 

stove[stəuv]火炉、炉子  

如何变：把 v 换成 f，即从[stəuv]→[stəuf]→是豆腐  

句子：火炉（炉子）上炖的是豆腐 

 

baggage['bægidʒ]行李  

如何变：直接把['bægidʒ]谐音过去→白给治（白给人治病）  

句子：他白给治，我没什么可报答的，就帮他搬搬行李吧！ 

 

pale[peil]苍白的、浅色的、暗淡的  

如何变：直接把[peil]谐音过去→配偶  

句子：我的配偶的脸显得十分苍白 

 

prayer['preə]祈祷、祷告  

如何变：1、prayer=pray+er 

        2、把 r 换成 b，即从['preə]→['pbeə]→泼白娥（姓白名娥，白居易的白）  

句子：泼白娥的那个人现在也为白娥祈祷（祷告）了 

 

approve[ə'pru:v]批准、通过/赞成、认可、满意  

如何变：在 ə 前加 w，即从[ə'pru:v]→[wə'pru:v]→我婆如我（婆在河南指姥姥）  

句子：我婆如我所言，一定会批准（赞成、满意、认可）这门亲事 

 

anyhow['enihau]无论如何、至少 

如何变：anyhow=any+how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shave[ʃeiv]剃、刮  

如何变：直接把[ʃeiv]谐音过去→谁五（谁在此念 shei）  

句子：谁五年来一直不剃（刮）胡须 

 

comb[kəum]梳子、发插/梳理（头发）  

如何变：comb 梳子与 come 来 

句子：我来你们商店只想买一把梳子和一个发插 

 

tortoise['tɔ:təs]龟、乌龟 

如何变：直接把['tɔ:təs]谐音过去→陶特撕（姓陶名特，陶行知的陶）  

句子：陶特撕了一张乌龟的照片 

 

tortoiseshell['tɔ:təʃel]玳瑁壳  

如何变：直接把['tɔ:təʃel]谐音过去→陶特晒藕（姓陶名特，陶行知的陶）  

句子：陶特晒藕时发现地上有个玳瑁壳 

 

jewel['dʒu:əl]宝石、珠宝  

如何变：直接把['dʒu:əl]谐音过去→煮藕  

句子：煮藕汤时，不小心把脸上带的宝石项链掉进了锅里 

 

flash[flæʃ]闪光、闪烁  

如何变：直接把[flæʃ]谐音过去→付莱使（姓付名莱）  

句子：付莱使用望远镜看天空中闪光（闪烁的）星星 

 

reaction[ri'ækʃən]反应、回应   



如何变：把 k 换成 g，即从[ri'ækʃən]→[ri'ægʃən]→瑞挨葛婶（姓葛的大婶）  

句子：瑞挨葛婶一拳后，便倒地没有反应了 

 

simplify['simplifai]简化、精简  

如何变：把 f 换成 h，即从['simplifai]→['simplihai]→辛坡厉害（姓辛名坡，辛弃疾的辛） 

句子：辛坡厉害着呢，能把复杂的理论简化到不能在简化 

 

 

 

 

 

 

 

 

 

 

 

 

 

 

 

 

 

 

 

 

 

 

 

 

 

 

 

 

 

 

 

 

 

 

 

 

 

 

 

 

 

 

 

 

 

 

  



 

 

 

第十一单元 

 

criterion[krai'tiriən]标准、尺度  

如何变：直接把[krai'tiriən]谐音过去→快替瑞恩（《拯救大兵瑞恩》的瑞恩）  

句子：快替瑞恩量一下标准尺度 

 

summary['sʌməri]总结、概括  

如何变：直接把['sʌməri]谐音过去→撒莫瑞（姓撒名莫瑞，撒贝宁的撒）  

句子：撒莫瑞看了一下那章工作总结的概要 

 

percentage[pə'sentidʒ]百分比、百分数 

如何变：在 s 后加 h，即从[pə'sentidʒ]→[pə'shentidʒ]→婆身体直（婆在河南指姥姥） 

句子：我婆身体直到现在都没什么好转，而且头脑也不好用了，连百分比（百分率）都算
不出来 

 

frequency['fri:kwənsi]频率、频繁  

如何变：直接把['fri:kwənsi]谐音过去→付瑞捆喜（姓付名瑞。喜是喜来乐的喜）  

句子：付瑞捆喜先生的次数并不频繁 

 

questionnaire[kwestʃə'neə]问卷、调查表  

如何变：把 n 换成 l，即从[kwestʃə'neə]→[kwestʃə'leə]→ 史澈”赖娥（ 念 kuai，指用
爪子挠。史澈是姓史名澈。赖娥是姓赖名娥）  

句子：“那个搞问卷调查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要 史澈”赖娥说 

 

reputation['repju(:)'teiʃən]名声、名誉、名气  

如何变：把 p 换成 x，即从['repju(:)'teiʃən]→['rexju(:)'teiʃən]→瑞秀忒神（姓瑞名秀） 

句子：瑞秀忒神了，他不费任何人力、物力、财力，就挽回了我损失的名誉（名声、名气） 

 

colleague['kɔli:g]同事、同僚  

如何变：直接把['kɔli:g]谐音过去→考李哥  

句子：考李哥的同事一道简单的智力问答题 

 

suspect[sə'spekt]怀疑、不相信  

如何变：把 s 换成 k，即从[sə'spekt]→[kə'spekt]→可四伯嗑他（伯在此念 bai）  

句子：可四伯嗑他瓜子时并没怀疑也不相信他会下毒 

 

management['mænidʒmənt]管理、管理部门、主管人员  

如何变：1、management=manage+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mænidʒ]谐音过去→卖你纸  

句子：卖你纸的那个人以前是我们主管部门的主管（人员） 

 

staff[stɑ:f]全体职工、全体雇员  

如何变：直接把[stɑ:f]谐音过去→是大福（大福是人名）  

句子：是大福劝走了全体职工（全体雇员） 

 

requirement[ri'kwaiəmənt]需要、要求、必要的条件  

如何变：1、requirement=require+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在 ə 前加 l，即从[ri'kwaiə]→[ri'kwailə]→瑞快乐  

句子：瑞快乐的时候不需要我，不快乐的时候需要我 

  



 

 

 

sake[seik]目的、缘故  

如何变：1、sake 与 take 一起记忆 

        2、把 s 换成 b，即从[seik]→[beik]→贝壳  

句子：这就是送你贝壳的目的（缘故） 

 

individual[indi'vidjuəl]单独的、个别的/个人  

如何变：直接把[indi'vidjuəl]谐音过去→ 尹迪为丢（姓尹名迪，尹相杰的尹） 

句子：尹迪为丢东西而伤心，我个人觉得他伤心不是这个原因 

 

temporary['tempərəri]暂时的、临时的  

如何变：把 r 换成 h，即从['tempərəri]→['tempəhəri]→谭坡和瑞（姓谭名坡，谭晶的谭） 

句子：谭坡和瑞在此工作只是暂时的，他们俩是临时工 

 

coach[kəutʃ]教练、长途公共汽车  

如何变：直接把[kəutʃ]谐音过去→口吃（就是结巴）  

句子：我们长途汽车的教练有点口吃 

 

cooperate[kəu'ɔpəreit]合作、协作  

如何变：把 k 换成 t，即从[kəu'ɔpəreit]→[təu'ɔpəreit]→偷敖坡瑞她（姓敖名坡瑞）  

句子：偷敖坡瑞她姐姐的《合作（协作）计划书》 

 

uncertain[ʌn'sə:tn]不确切的、无把握的 

如何变：把 t 换成 g，即从[ʌn'sə:tn]→[ʌn'sə:gn]→俺色跟（色指好色）  

句子：（甲：俺色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乙：确切的说，一点关系都没有） 

 

expectation['ekspek'teiʃən]预料、期待、期望  

如何变：直接把['ekspek'teiʃən]谐音过去→哎！四伯可忒神（伯在此念 bai）  

句子：哎！四伯可忒神了，一切都在他预料之中，我们自愧不如啊 

 

division[di'viʒən]分割、划分、除（法）  

如何变：直接把[di'viʒən]谐音过去→弟为人  

句子：我弟为人公正，所以要分割东西就让他分 

 

rugby['rʌgbi]（英式）橄榄球  

如何变：把 r 换成 d，即从['rʌgbi]→['dʌgbi]→大哥比/大戈壁  

句子：1、大哥比我还喜欢打（英式）橄榄球 

      2、在大戈壁上打（英式）橄榄球 

 

compromise['kɔmprəmaiz]妥协、和解、折衷  

如何变：直接把['kɔmprəmaiz]谐音过去→康坡：（若）麦子（姓康名坡）  

句子：（康坡：（若）麦子被烧一事，大队必须出面和解此事） 

 

 

excite[ik'sait]使兴奋、使激动  

如何变：直接把[ik'sait]谐音过去→易柯赛他（姓易名柯，易中天的易）  

句子：易柯赛他新买的赛车时，我们也来看了，比赛很激烈，也使我们很兴奋（激动） 

 

regulation[regju'leiʃən]规章、条例  

如何变：把 g 换成 l，即从[regju'leiʃən]→[relju'leiʃən]→瑞留雷婶（姓雷的大婶）   



句子：瑞留雷婶吃饭是因为她想让雷婶给她讲一下最新出台的规章条例 

 

 

bureaucratic[bju:rə'krætik]官僚的、官僚制度的  

如何变：把 t 换成 d，即从[bju:rə'krætik]→[bju:rə'krædik]→刘若 迪克（姓刘名若。迪

克指的是迪克牛仔。 念 kuai，指用爪子挠）  

句子：（刘若是官僚的家属）有一天，刘若 迪克 

  

dynamic[dai'næmik]动力的、强有力的、动态的 

如何变：把 n 换成 m，即从[dai'næmik]→[dai'mæmik]→带麦米克（姓麦名米克） 

句子：带麦米克去感受那强有力的一击 

 

shortcoming['ʃɔ:tkɔmiŋ]缺点、缺陷 

如何变：shortcoming=short+com+ing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embarrass[im'bærəs]使尴尬、使为难  

如何变：直接把[im'bærəs]谐音过去→尹柏若使（姓尹名柏，尹相杰的尹）  

句子：尹柏若使你尴尬（为难），你就回来 

 

contradictory[kɔntrə'diktəri]相互矛盾的、相互对立的  

如何变：直接把[kɔntrə'diktəri]谐音过去→康绰的课他瑞（姓康名绰，绰念 chuo。的在此
念的哥的 di）  

句子：康绰的课他瑞姐并不喜欢，因为她认为此课不符合他的价值观，此课是与他的性格
相互矛盾的课 

 

violent['vaiələnt]暴力的、强烈的  

如何变：在 ə 前加 l，即从['vaiələnt]→['vailələnt]→崴了兰特（姓兰名特。崴念 wai，指把
脚折了）  

句子：对兰特使用暴力的家伙不停地追他，他也不停地跑，可是跑到一片凹地时，崴了兰
特的脚 

 

explosion[iks'pləuʒən]爆炸（声）  

如何变：直接把[iks'pləuʒən]谐音过去→易柯：四伯搂人（姓易名柯，易中天的易）  

句子：（易柯：四伯搂人家姑娘的腰时，突然听到爆炸声） 

 

resign[ri'zain]辞职   

如何变：直接把[ri'zain]谐音过去→瑞在 n（n 形容数量多）  

句子：瑞在 n 天前就已辞职了 

 

ambitious[æm'biʃəs]有雄心的、雄心勃勃的  

如何变：直接把[æm'biʃəs]谐音过去→俺必射死  

句子：俺必射死那个有雄心的（雄心勃勃的）人 

 

actual['æktjuəl]真实的、实在的、实际的 

如何变：把 t 换成 l，即从['æktjuəl]→['ækljuəl]→艾柯留（姓艾名柯）  

句子：实际上，艾柯留他并不是本意 

 

definite['definət]确切的、肯定的  

如何变：直接把['definət]谐音过去→戴飞呢？”他  

句子：“戴飞呢？”他父亲问    

“确切又肯定的说，我不知道”他母亲回答道 

  



stall[stɔ:l]摊子、铺子、售货亭   

如何变：直接把[stɔ:l]谐音过去→刺刀  

句子：那个摊位（铺子、售货亭）也卖刺刀 

congratulate[kən'grætjuleit]祝贺、庆祝  

如何变：把 t 换成 l，即从[kən'grætjuleit]→[kən'græljuleit]→ 看葛瑞、刘雷特（姓葛名瑞。

姓刘名雷） 

句子：看葛瑞、刘雷特要好的朋友到底会不会来祝贺他门吧 

 

smooth[smu:ð]顺利的、光滑的、平坦的  

如何变：直接把[smu:ð]谐音过去→师母自  

句子：师母自小就喜欢睡在光滑的地面上（平坦的草坪上） 

 

finance[fi'næns]财政（学）、金融、资金/为。。。提供资金、提供款项  

如何变：直接把[fi'næns]谐音过去→费楠撕（姓费名楠，费翔的费）  

句子：费楠撕了我的《财政金融报告》 

 

combination[,kɔmbi'neiʃən]结合、混合物  

如何变：直接把[,kɔmbi'neiʃən]谐音过去→康比：那婶（姓康名比。那在此念 nei）  

句子：（康比：那婶买的是混合物，不是纯净物） 

 

bride[braid]新娘  

如何变：把 a 隐藏起来，即从[braid]→[brid]→薄瑞的（姓薄名瑞）  

句子：薄瑞的姐姐才是新娘  

 

exceptional[ik'sepʃənl]异常的、特殊的 

如何变：1、exceptional=except+tion+al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把 s 换成 z，即从[ik'sept]→[ik'zept]→易柯在泼（姓易名柯）  

句子：易柯在泼他最好的朋友，这绝对是异常之举 

 

shame[ʃeim]羞耻、惭愧、遗憾的事  

如何变：把 ʃ 换成 h，即从[ʃeim]→[heim]→黑木（黑木是日本人）  

句子：黑木对此事并未感到羞耻或惭愧 

 

pursue[pə'sju:]追求、追逐  

如何变：直接把[pə'sju:]谐音过去→颇修（指正在修）  

句子：追求我姐的那个汽车修理工还颇修汽车呢 

 

intellectual[inti'lektʃuəl]智力的、用脑力的/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  

如何变：把 t 换成 v，即从[inti'lektʃuəl]→[invi'lektʃuəl]→因为莱克抽（莱克是英国人） 

句子：因为莱克抽完了烟，但又不想去买，他便请那位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帮忙一下 

 

hands-on 亲身实践的、实习的 

如何变：hands-on=hands+on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accommodate[ə'kɔmədeit]适应、供给膳食  

如何变：把 k 换成 p，即从[ə'kɔmədeit]→[ə'pɔmədeit]→哦！泡沫得他  

句子：哦！泡沫得他自己擦干净，而且还要尽快的为你们供给膳食，你们想的美！ 

 

complement['kɔmplimənt]补充、与。。。互补  

如何变：1、complement=comple+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kɔmpli]谐音过去→康坡（丽）  

句子：（康坡（丽）；我需要补充热量和营养）  



 

 

 

qualitative['kwɔlitətiv]性质的、质量的  

如何变：在 ɔ 后加 ŋ，即从['kwɔlitətiv]→['kwɔŋlitətiv]→可王立特替我（姓王名立特） 

句子：可王立特替我做质量的监督工作，能行吗？ 

 

decline[di'klain]拒绝、变小、变少、变弱/拒绝、使下降/下降、衰退、斜坡   

如何变：直接把[di'klain]谐音过去→弟：可莱恩（莱恩是美国人）  

句子：（弟：可莱恩拒绝了我。  

 哥：这不可能吧！） 

 

oral['ɔ:rəl]口头的、口述的、口（用）的  

如何变：直接把['ɔ:rəl]谐音过去→敖柔（姓敖名柔）/熬肉  

句子：（1、敖柔：口头的协议也是协议    

2、给你熬肉吃只是他口头上说说而已） 

 

 

 

 

 

 

 

 

 

 

 

 

 

 

 

 

 

 

 

 

 

 

 

 

 

 

 

 

 

 

 

 

 

 

 

 

  



 

 

 

第十二单元 

 

load[ləud]负荷、负载 

如何变：直接把[ləud]谐音过去→娄德（姓娄名德，娄乃明的娄）  

句子：（娄德：这么大的工作量要一天完成，恐怕机器负载（负荷）不了） 

 

workload['wə:kləud]工作负担、工作量  

如何变：1、workload=work+load  

        2、直接把['wə:kləud]谐音过去→我可搂的 

句子：尽管我工作量很大，平时有点犯糊涂，我可搂的绝对是自己的女朋友 

 

strict[strikt]严厉的、严格的  

如何变：直接把[strikt]谐音过去→死吹，可他（死吹指使劲吹牛）  

句子：我的老师喜欢死吹，可他并不坏，而且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十分严厉的（严格的） 

 

compulsory[kəm'pʌlsəri]义务的、有责任的、必须做的  

如何变：把 s 换成 h，即从[kəm'pʌlsəri]→[kəm'pʌlhəri]→砍跑何瑞（姓何名瑞）  

句子：警察有义务（有责任）砍跑何瑞面前的那只狼 

 

forum['fɔ:rəm]场所、论坛  

如何变：forum 论坛场所与 form 形成  

句子：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论坛场所 

 

commitment[kə'mitmənt]承诺、保证、承担  

如何变：1、commitment=commit+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kə'mit]谐音过去→可米特（姓米名特）  

句子：可米特的承诺（保证、承担）并没有兑现 

 

skeptical['skeptikəl]常怀疑的  

如何变：把 k 换成 d，即从['skeptikəl]→['sdeptikəl]→是戴坡提口（姓戴名坡）  

句子：刚才是戴坡提口大锅在此经过，此人却常怀疑自己得了不治之症 

 

tendency['tendənsi]倾向、趋势  

如何变：把 ə 换成 u，即从['tendənsi]→['tendunsi]→ten 吨锡 （十吨锡） 

句子：他说应该把十吨锡早点卖掉，我更倾向于他的说法 

 

absent['æbsənt]不在场的、缺席的  

如何变：把 b 换成 f，即从['æbsənt]→['æfsənt]→艾弗森他（艾弗森是篮球巨星）  

句子：艾弗森他一直在给缺席的（不在场的）那位队友打电话，叫他尽快赶到 

 

expand[iks'pænd]扩大、增加、增强/使变大、使增强  

如何变：直接把[iks'pænd]谐音过去→一个死板的  

句子：一个死板的家伙居然妄想扩大自己在国内的知名度 

 

distribute['distri'bju:t]分布、分发、分配  

如何变：把 b 换成 n，即从['distri'bju:t]→['distri'nju:t]→迪斯吹牛特（迪斯是美国人） 

句子：迪斯吹牛特没边，他说自己不用设备就凭感觉,就能准确的找到石油的分布位置 

 

corporation[kɔ:pə'reiʃən]公司、法人团体  

如何变：把 k 换成 l，即从[kɔ:pə'reiʃən]→[lɔ:pə'reiʃən]→老婆：瑞婶（瑞婶是叫瑞的大婶）  



句子：（老婆：瑞婶开了一家公司，还认识许多法人团体） 

 

 

donate['dəuneit]捐赠、赠送  

如何变：直接把['dəuneit]谐音过去→兜内特  

句子：他的兜内特空，没什么可捐赠（赠送）的 

 

curriculum[kə'rikjuləm]（全部）课程  

如何变：把 k 换成 d，即从[kə'rikjuləm]→[kə'ridjuləm]→可瑞丢了牟（牟念 mu，牟洋的
牟）  

句子：可瑞丢了牟老师的光盘，关键是，光盘上有全部的课程 

 

ministry['ministri]（政府的）部  

如何变：直接把['ministri]谐音过去→米妮是吹（姓米名妮。吹指吹牛）  

句子：米妮是吹自己是某部的部长来着 

 

charity['tʃærəti]慈善、慈悲、慈善团体  

如何变：把 t 换成 q，即从['tʃærəti]→['tʃærəqi]→柴若奇（姓柴名若奇）  

句子：柴若奇是我们慈善团体中最慈善（慈悲）的人 

 

computerize[kəm'pju:təraiz]使计算机化、用计算机做  

如何变：1、computerize=computer 电脑+ize 

        2、 computerize 与 computer 一起记忆 

句子：这台电脑,孩子很喜欢，而且经常用计算机做图 

 

worldwide['wə:ldwaid]遍及全世界的 

如何变：worldwide=world+wide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aspect['æspekt]方面 

如何变：直接把['æspekt]谐音过去→哎！四伯可他（伯在此念 bai）  

句子：哎！四伯可他娘的有才了，各个方面的知识全懂 

 

profession[prə'feʃən]职业 

如何变：在 e 后加 i，即从[prə'feʃən]→[prə'feiʃən]→泼费婶（姓费的大婶，费翔的费） 

句子：泼费婶的那个人没有任何职业 

  

alongside[ə'lɔŋsaid]在。。。旁边、与。。。一起、除。。。之外（还） 

如何变：alongside=a+long+side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advocate['ædvəkeit]提倡 

如何变：直接把['ædvəkeit]谐音过去→艾德：我剋他（姓艾名德。剋念 kei，意思是打） 

句子：（艾德：我剋他可以，但我并不提倡你们也剋他） 

 

label['leibl]加标签或标记/标签、标记  

如何变：直接把['leibl]谐音过去→雷宝（姓雷名宝，雷老虎的雷）/雷豹  

句子：雷宝买了一板贴有雷豹标签的电池 

 

axis['æksis]轴、轴线、获得  

如何变：直接把['æksis]谐音过去→哎！可西施（西施是古代的大美女）  

句子：哎！可西施为什么偷那个轴呢？ 

  



evident['evidənt]明显的、明白的、清楚地  

如何变：直接把['evidənt]谐音过去→艾薇扽她（姓艾名薇。扽念 den，意思是拉）  

句子：艾薇扽她男朋友的衣服，明显的在暗示他—不要提及那事 

obtain[əb'tein]取得、获得  

如何变：1、在 obtain 后加 s，第三人动词后加 s 

        2、把 t 换成 w，即从[əb'teins]→[əb'weins]→二伯为恩师  

句子：二伯为恩师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获得金牌）表示高兴 

 

recorder[ri'kɔ:də]录音机、记录者  

如何变：直接把[ri'kɔ:də]谐音过去→瑞考的  

句子：今年高考，瑞考的不错。于是，我奖励她一台录音机 

 

select[si'lekt]选择、挑选、选拔  

如何变：把 t 换成 d，即从[si'lekt]→[si'lekd]→洗莱克的（莱克是英国人）  

句子：洗莱克的衣服时，发现家中无洗衣粉了，只能选择用肥皂了 

 

suit[sju:t]适合于  

如何变：直接把[sju:t]谐音过去→修他  

句子：修他的机器时，发现没有合适于他机器的零部件 

  

restriction[ri'strikʃən]限制、约束 

如何变：把 k 换成 g，即从[ri'strikʃən]→[ri'strigʃən]→瑞是吹葛婶（姓葛的大婶。吹指吹
牛）  

句子：瑞是吹葛婶的儿子多么多么有能力来着，但就是不愿受人约束（限制） 

 

schedule['skedʒul]计划表、日程安排表  

如何变：直接把['skedʒul]谐音过去→是该周（周是姓氏）  

句子：是该周先生来做计划表（日程安排表）了 

  

presentation[,prezen'teiʃən]描述、介绍、提出 

如何变：presentation=pre+sent+a+tion 名词后缀  

句子：分解此词比较好记 

 

measurement['meʒəmənt]衡量、测量、尺寸 

如何变：1、measurement=measure+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meʒə]谐音过去→买热  

句子：买热水器时，你一定要测量一下热水器的尺寸 

 

 

 

 

 

 

 

 

 

 

 

 

 

 

 

  



 

 

 

第十三单元 

 

informal[in'fɔ:ml]非正式的  

如何变：把 f 换成 g，即从[in'fɔ:ml]→[in'gɔ:ml]→因高某  

句子：因高某是非正式的军人，所以没让他参加 

 

curse[kə:s]诅咒  

如何变：直接把[kə:s]谐音过去→可是  

句子：可是他受了诅咒 

 

reception[ri'sepʃn]接待、招待会、宴会  

如何变：把 r 换成 b，即从[ri'sepʃn]→[ri'bepʃn]→瑞：白坡审（姓白名坡，白居易的白） 

句子：（瑞：白坡审的那个人也出现在宴会（招待会）上） 

 

considerate[kən'sidərət]考虑周到的、体贴的  

如何变：直接把[kən'sidərət]谐音过去→看戏的瑞（若）特 

句子：（对我体贴的姑娘说：“如果看戏的瑞（若）特喧哗，你就早点回来”） 

 

cigar[si'gɑ:]雪茄烟  

如何变：在 g 后加 u，即从[si'gɑ:]→[si'guɑ:]→西瓜  

句子：边抽雪茄烟边吃西瓜 

 

splendid['splendid]壮丽的、辉煌的、极好的  

如何变：直接把['splendid]谐音过去→四伯：兰迪的（姓兰名迪）  

句子：（四伯：兰迪的哥哥盖了一幢极好的房子 

 

coincidence[kəu'insidəns]巧合的事  

如何变：把 k 隐藏起来，即从[kəu'insidəns]→[əu'insidəns]→呕！尹希单词（姓尹名希，
尹相杰的尹）  

句子：呕！尹希单词认识的并不多，你考的那个她居然认识，确实是很巧合的事 

 

tension['tenʃən]紧张（状态）  

如何变：把 t 换成 h，即从['tenʃən]→['henʃən]→ 恨婶 

句子：恨婶的那些人又出现了，婶显得有些紧张 

 

elegant['eligənt]优雅的、文雅的  

如何变：直接把['eligənt]谐音过去→艾丽跟她（姓艾名丽）  

句子：艾丽跟她的举止给人很优雅的（文雅的）感觉 

 

bachelor['bætʃələ]未婚男子、获学士学位的人  

如何变：直接把['bætʃələ]谐音过去→白扯了（扯指扯淡）  

句子：他跟那未婚男子（获得学士学位的人）白扯了半天 

 

prescription[pri'skripʃən]处方、药方  

如何变：直接把[pri'skripʃən]谐音过去→婆：石奎泼婶（婆在河南指姥姥。姓石名奎） 

句子：（婆：石奎泼婶时，弄湿了我用来写药方的那张纸） 

 

drawer['drɔ:ə]抽屉  

如何变：直接把['drɔ:ə]谐音过去→赵娥（姓赵名娥）  

句子：赵娥把抽屉锁起来了  



 

 

 

sergeant['sɑ:dʒənt]中士、巡佐（警察小队长）  

如何变：直接把['sɑ:dʒənt]谐音过去→撒珍特（姓撒名珍）/撒震特（姓撒名震） 

        （撒贝宁的撒）   

句子：撒珍特（撒震特）想成为一名中士（巡值、警察小队长） 

 

investigate[in'vestigeit]调查、侦查  

如何变：直接把[in'vestigeit]谐音过去→因为四弟给他  

句子：因为四弟给他的调查（侦查）报告有误，所以他让四弟重新调查（侦查） 

 

theft[θeft]偷、行窃  

如何变：直接把[θeft]谐音过去→塞福特（福特是美国人。塞指往兜里塞）  

句子：塞福特兜里的东西是他偷来的 

 

religious[ri'lidʒəs]宗教的、宗教上的  

如何变：直接把[ri'lidʒəs]谐音过去→瑞：李哲是（姓李名哲）  

句子：（瑞：李哲是十分信奉宗教的，宗教上的礼仪他都清楚） 

 

stubborn['stʌbən]顽固的、倔强的  

如何变：直接把['stʌbən]谐音过去→是打扮  

句子：那个既倔强又顽固的女孩今天是打扮的挺漂亮 

 

enquiry[in'kwaiəri]问询、查询  

如何变：在 ə 前加 l，即从[in'kwaiəri]→[in'kwailəri]→因 了瑞（ 念 kuai，意思是用爪
子挠）  

句子：有个人因 了瑞而被抓，我想让你查询一下他到底是谁 

 

assistance[ə'sistəns]帮助、援助 

如何变：直接把[ə'sistəns]谐音过去→讹西施，但是（西施是古代大美女。讹念 e，指讹人） 

句子：他们想讹西施，但是西施一点不怕他们，因为她有警察帮助（援助） 

 

vital[vaitl]极重要的、生死攸关的  

如何变：直接把[vaitl]谐音过去→外头  

句子：外头的那个人是在我生死攸关的时候出面帮我的人，他对我来说是极重要的人 

 

smear[smiə]污点、污迹  

如何变：直接把[smiə]谐音过去→是米娥（姓米名娥）  

句子：这点污点（污迹）是米娥给我弄上去的 

 

guilty['gilti]有罪的、内疚的  

如何变：直接把['gilti]谐音过去→给藕提  

句子：给藕提到那个有罪的人的面前 

 

stain[stein]沾污、污染/污点、污迹  

如何变：在 n 后加 s，即从[stein]→[steins]→是得恩师  

句子：是得恩师洗这件粘有污点（污迹）的衣服 

 

suspicion[səs'piʃən]怀疑、涉嫌  

如何变：把 s 换成 w，即从[səs'piʃən]→[wəs'piʃən]→我是比婶  

句子：我是比婶更容易怀疑他人 

  



 

 

 

banquet['bæŋkwit]宴会、盛宴  

如何变：1、直接把['bæŋkwit]谐音过去→班奎特（姓班名奎，班固的班） 

        2、直接把['bæŋkwit]谐音过去→班亏他  

句子：1、班奎特想参加这次宴会（盛宴） 

      2、我们班亏他帮忙才找到举行宴会（盛宴）的地方 

 

convince[kən'vins]使确信、说服  

如何变：直接把[kən'vins]谐音过去→看文斯（姓文名斯，文天祥的文）  

句子：你看文斯能不能说服他，使他确信这珠宝是真的? 

 

assume[ə'sju:m]假定、设想、假装、承担  

如何变：在 m 后加 ə，即从[ə'sju:m]→[ə'sju:mə]→讹休谟（休谟是美国人。讹念 e，指讹
人）  

句子：讹休谟的人假装不认识他 

 

cancel['kænsl]取消、废除  

如何变：在 s 后加 h，即从['kænsl]→['kænshl]→看守  

句子：看守那间房子的命令已被取消（废除） 

  

meanwhile['mi:n'hwail]评论、评述 

如何变：meanwhile=mean+while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remark[ri'mɑ:k]其间、同时 

如何变：直接把[ri'mɑ:k]谐音过去→瑞：妈可/瑞：马可（姓马名可）  

句子：（1、瑞：妈可没评论（评述）什么） 

     （2、瑞：马可没评论（评述）什么） 

 

opium['əupjəm]鸦片   

如何变：把 p 换成 b，即从['əupjəm]→['əubjəm]→呕！别目  

句子：呕！别目中无人，我敢卖鸦片，你敢吗？ 

  

innocent['inəsnt]无辜的、无罪的 

如何变：在 ə 前加 l，即从['inəsnt]→['inləsnt]→尹乐森特（姓尹名乐森，尹相杰的尹） 

句子：尹乐森特知道那人为什么是无辜的（无罪的） 

 

commit[kə'mit]犯、做（不合法的、错的或愚蠢的事） 

如何变：直接把[kə'mit]谐音过去→可米特（姓米名特）  

句子：可米特并没有做不合法或愚蠢的事啊 

 

 

offend[ə'fend]触怒、冒犯  

如何变：在 ə 前加 w，即从[ə'fend]→[wə'fend]→我分得  

句子：我分得到的钱比他多十倍，这一下可触怒了那个见利忘义的小人 

 

straightforward[streit'fɔ:wəd]直接的、坦率的  

如何变：1、straightforward=st+raight+for+ward≈st+right+for+ward 

        记忆 straight 即可 

        2、直接把[streit]谐音过去→是追她（追指追求）  

句子：凡是追她的小伙都直接的（坦率的）向她表达爱意  



 

 

 

roundabout['raundə'baut]拐弯抹角的、兜圈子的 

如何变：roundabout=round+about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第十四单元 

 

zoology[zəu'ɔlədʒi]动物学  

如何变：直接把[zəu'ɔlədʒi]谐音过去→揍敖乐这（姓敖名乐。这在此念 zhei）  

句子：揍敖乐这个学动物学的学生 

 

zoologist[zəu'ɔlədʒist]动物学家  

如何变：直接把[zəu'ɔlədʒist]谐音过去→揍（了）这厮的（厮指这个人）  

句子：动物学家揍（了）这厮的父亲 

 

cricket['krikit]蟋蟀、板球运动  

如何变：直接把['krikit]谐音过去→奎剋他（《刘老根》中刘老根的大儿子叫大奎。剋念 kei，
意思是打）  

句子：大奎剋他的时候，踩死了一只蟋蟀 

 

humorous['hju:mərəs]幽默的、滑稽的  

如何变：把 h 换成 y，即从['hju:mərəs]→['yju:mərəs]→幽默若是  

句子：幽默若是可以使我发财，我就成为一个幽默的（滑稽的）人 

 

ant[ænt]蚂蚁  

如何变：直接把[peil]谐音过去→安踏/按它  

句子：1、安踏运动鞋上有只蚂蚁   

2、蚂蚁按它原来的路线返回家   

  

bee[bi:]蜜蜂 

如何变：直接把[bi:]谐音过去→比  

句子：黄蜂比蜜蜂危险 

 

hive[haiv]蜂箱、蜂房  

如何变：hive 与 have 有 

句子：我有一个蜂房（蜂箱） 

 

honeycomb['hʌnikəum]蜂巢 

如何变：1、honeycomb=honey+comb≈honey+come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hʌni]谐音过去→哈！你 

句子：哈！你家也有个蜂巢 

 

transparent[træns'perənt]透明的 

如何变：直接把[træns'perənt]谐音过去→船是白润他（姓白名润，白居易的白）  

句子：船是白润他爸用玻璃制成的，所以是透明的 

  

dot[dɔt]小圆点、点状物 

如何变：直接把[dɔt]谐音过去→倒塌  

句子：房子倒塌前，他正好点上小圆点 

 

surrounding[sə'raundiŋ]周围、附近的/周围的事物（或情况）、环境 

如何变：surrounding=sur+round+ing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troop[tru:p]成群结对而行/军队、部队  



如何变：直接把[tru:p]谐音过去→楚坡（姓楚名坡）  

句子：（楚坡：成群结队而行的部队（军队）要在此经过） 

  

assumption[ə'sʌmpʃən]假定、假设 

如何变：直接把[ə'sʌmpʃən]谐音过去→讹桑坡审（姓桑名坡，桑兰的桑。讹念 e，指讹人） 

句子：假设没有人想讹桑坡审的那个人，怎么办？ 

  

semicircle[semisə:kl]半圆形、半圆形的东西 

如何变：1、把 s 换成 h，即从[semi]→[hemi]→海米 

        2、把 s 换成 k，即从[sə:kl]→[kə:kl]→可口  

句子：半圆形的海米很可口 

  

apparent[ə'pærənt]明显的、清楚的  

如何变：1、apparent=app+are+nt 

        2、把 p 换成 b，即从[ə'pærənt]→[ə'bærənt]→饿白润他（姓白名润，白居易的
白。讹念 e，讹指讹人）  

句子：饿白润他哥哥几天后，他明显消瘦了，这个我很清楚 

 

sideways['saidweiz]斜着（的）、斜向一边（的 ） 

如何变：sideways=side+way+s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stop-watch 秒表、跑表 

如何变：stop-watch=stop+watch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maximum['mæksiməm]最大的量、体积、强度等 

如何变：把 m 换成 b，即从['mæksiməm]→['mæksibəm]→麦克洗伯母（麦克是美国人） 

句子：麦克洗伯母的脏衣服时，发向了一台体积更大洗衣机 

 

precise[pri'sais]精确的、准确的、精细的   

如何变：直接把[pri'sais]谐音过去→破塞子  

句子：我把破塞子准确的丢进了垃圾箱 

  

adequate['ædikwit]足够的、充分的  

如何变：直接把['ædikwit]谐音过去→艾迪：亏他（姓艾名迪） 

句子：（艾迪：亏他帮忙才弄来足够的食物） 

 

clarify['klærifai]澄清  

如何变：把 a 隐藏起来，即从['klærifai]→['klærifi]→可赖瑞非（姓赖名瑞）  

句子：可赖瑞非要澄清事实不可 

 

fetch[fetʃ]（去）拿来、（来）拿去  

如何变：在 e 后加 i，即从[fetʃ]→[feitʃ]→费驰（姓费名驰，费翔的费）  

句子：费驰把东西拿来拿去 

 

bee-line（两地之间的）直线、最短距离  

如何变：bee-line=bee+line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upward['ʌpwəd]向上地（的）、上升地（的） 

如何变：upward=up+ward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downward[daunwəd]向下地（的）、下降地（的） 

如何变：downward=down+ward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spectator[spek'teitə]观看者、观众  

如何变：直接把[spek'teitə]谐音过去→四伯可忒他（伯在此念 bai。忒念 tei，意思是很） 

句子：四伯可忒他娘的耍大牌，让观众（观看者）等半天才出来 

 

kid[kid]戏弄、取笑、欺骗  

如何变：直接把[kid]谐音过去→剋的（剋念 kei，意思是打）  

句子：我剋的那个人曾经戏弄（取笑、欺骗）过我 

 

primate['praimeit]灵长目动物  

如何变：把 r 换成 h，即从['praimeit]→['phaimeit]→迫害梅特（姓梅名特，梅兰芳的梅。）
/迫害美特  

句子：他想用灵长动物来迫害梅特（用灵长目动物迫害美特斯邦威的总经理） 

 

ape[eip]猿  

如何变：在 e 前加 f，即从[eip]→[feip]→肥婆  

句子：肥婆长的很像猿 

 

opposable[ə'pəuzəbl]与其他手指相对的、可相对的 

如何变：把 p 换成 d，即从[ə'pəuzəbl]→[ə'dəuzəbl]→讹窦泽宝（姓窦名泽宝，窦文涛的
窦。讹念 e，指讹人）  

句子：（讹窦泽宝的人说：“两者是可相对的”） 

 

notably['nəutəbli]显而易见地、显著地 

如何变：notably=no+tably≈ no+table 

句子：此词比较好记 

 

upright['ʌp'rait]直立地（的）、垂直地（的） 

如何变：upright=up+right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gorilla[gə'rilə]大猩猩   

如何变：直接把[gə'rilə]谐音过去→葛瑞了（姓葛名瑞）  

句子：（甲：我可害了葛瑞了，她被大猩猩伤了   

乙：那与你有什么关系？          

甲：大猩猩是我放出来的） 

 

chimpanzee[tʃimpən'zi:]黑猩猩   

如何变：把 i 隐藏起来，即从[tʃimpən'zi:]→[tʃimpən'z:]→陈胖子  

句子：陈胖子养了一只黑猩猩 

 

lesser['lesə]较小的、较少的、次要的   

如何变：lesser=less+er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disgusting[disgʌstiŋ]使人反感的、讨厌的   

如何变：1、disgusting=dis+gust+ing  



        2、直接把[disgʌstiŋ]谐音过去→第四，嘎子订（《小兵张嘎》的嘎子）  

句子：第四，嘎子订的报告的内容是绝对不会使人烦感的（讨厌的） 

 

psychology[sai'kɔlədʒi]心理学  

如何变：把 s 换成 h，即从[sai'kɔlədʒi]→[hai'kɔlədʒi]→还考了这（这在此念 zhei）  

句子：还考了这个学生一道心理学问题 

 

changeable['tʃeindʒəbl]易变的、不定的   

如何变：直接把['tʃeindʒəbl]谐音过去→陈哲宝（姓陈名哲宝）  

句子：陈哲宝是个易变的人 

 

adaptation[ædæp'teiʃən]适应、适应性  

如何变：直接把[ædæp'teiʃən]谐音过去→哎！戴坡忒神（姓戴名坡。忒念 tei，意思是很） 
句子：哎！戴坡忒神了，我们都不及他，但是我们的适应性要比他强 

 

stripe[straip]条纹、条状物  

如何变：直接把[straip]谐音过去→是拽破（拽念 zhuai，意思是用力拉）  

句子：是拽破了他那条纹裤子 

 

camel['kæml]骆驼  

如何变：camel=came 来+l  

句子：他牵来一头骆驼 

 

primitive['primitiv]原始的、上古的  

如何变：直接把['primitiv]谐音过去→婆：米替我（婆在河南指姥姥）  

句子：（婆：米替我扛到楼上就行了，但你不要让那个原始的人帮你） 

 

missile['misəl]导弹、飞弹   

如何变：missile=miss 丢了+ile≈miss+lie  

句子：我们丢了一枚导弹（飞弹） 

 

walnut['wɔ:lnət]胡桃、胡桃树、胡桃木  

如何变：把 l 换成 ŋ，即从['wɔ:lnət]→['wɔ:ŋnʌt]→王娜特（姓王名娜）  

句子：王娜特喜欢吃胡桃 

 

session['seʃən]一段时间、学期、学年  

如何变：1、session=ses+sion≈sss+sion  

        2、把 s 换成 h，即从['seʃən]→['heʃən]→海参 

句子：这一学期（学年、一段时间），我吃了不少海参 

 

 

 

 

 

 

 

 

 

 

 

 

 

  



 

 

 

第十五单元 

 

voluntary['vɔləntri]志愿者、自愿的  

如何变：在 ɔ 后加 ŋ，即从['vɔləntəri]→['vɔŋləntəri]→王兰她瑞（姓王名兰）  

句子：王兰她瑞姐来这纯粹是自愿的 

 

annual['ænjuəl]每年的、年度的  

如何变：直接把['ænjuəl]谐音过去→艾牛（姓艾名牛）  

句子：艾牛获得本年度的总冠军 

 

acknowledge[ək'nɔlidʒ]承认、告知已收到、为。。。表示感谢  

如何变：直接把[ək'nɔlidʒ]谐音过去→鄂柯挠李志 （姓鄂名柯。姓李名志） 

句子：鄂柯挠李志后，主动承认了错误 

 

scheme[ski:m]计划、方案  

如何变：直接把[ski:m]谐音过去→是给牟（牟念 mu，牟洋的牟）  

句子：他把计划方案是给牟老师了 

 

elder['eldə]年长的、年龄较大的   

如何变：1、elder 与 old 一起记忆 

        2、直接把['eldə]谐音过去→敖德（姓敖名德）/熬的  

句子：（敖德：年长的人熬的汤真好喝） 

  

elderly['eldəli]上了年纪的、过了中年的  

如何变：elderly=elder+ly  

句子：记住上面的词，这词就就住了 

 

breathless['breθlis]使人屏住呼吸的、气喘吁吁的 

如何变：在 e 后加 i，即从['breθlis]→['breiθlis]→薄瑞撕李四（姓薄名瑞）  

句子：气喘吁吁的薄瑞撕李四的照片后又把照片烧了 

 

dizzy['dizi]头晕的  

如何变：直接把['dizi]谐音过去→递贼  

句子：那个头晕的人递贼一本漫画书 

 

eyesight['aisait]视力 

如何变：eyesight=eye+sight ≈eye+right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weekly['wi:kli]每星期的、每周一次的  

如何变：1、weekly=week+ly 

        2、直接把['wi:kli]谐音过去→魏柯离（姓魏名柯） 

句子：魏柯离婚后，出差基本上是每周一次 

 

beneficial[beni'fiʃəl]有意的、有用的 

如何变：直接把[beni'fiʃəl]谐音过去→白妮非守（姓白名妮）  

句子：白妮非守着那个对他有用的人 

 

enthusiasm[in'θju:ziæzəm]热心、热情    



秀，尹相杰的尹）  

句子：（尹秀：贼挨伯母一圈后便逃走了。说道伯母，她可是个很热心，对人也很热情的人，
但对坏人则截然相反） 

communist['kɔmjunist]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者  

如何变：把 m 换成 l，即从['kɔmjunist]→['kɔljunist]→靠！刘妮是他  

句子：（靠！刘妮是他的女朋友！那他这个共产主义者真是看走眼了） 

 

satisfaction[sætis'fækʃən]满意、满足  

如何变：把 s 换成 h，即从[sætis'fækʃən]→[hætis'fækʃən]→还踢死费柯审（姓费名柯，
费翔的费）  

句子：还踢死费柯审过的那个人，这下你满意了吧 

 

eager['i:gə]热切的、渴望的、热心的  

如何变：直接把['i:gə]谐音过去→一个  

句子：一个对人很热心的人 

  

worthwhile['wə:θ'hwail]值得的 

如何变：worthwhile=worth+while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leadership['li:dəʃip]领导、领导能力 

如何变：直接把['li:dəʃip]谐音过去→李德：谁泼（姓李名德。谁在此念 shui）  

句子：（李德：谁泼湿了那位有领导能力的领导的衣服？） 

  

timetable['taimteibl]时间表、课程表 

如何变：timetable=time+table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starve[stɑ:v]挨饿、饿死  

如何变：直接把[stɑ:v]谐音过去→是打五  

句子：刚才他是打五个快要饿死的人来着 

  

donation[dəu'neiʃən]捐赠物、捐赠 

如何变：直接把[dəu'neiʃən]谐音过去→兜内什  

句子：我的兜内什么也没有，除了那一捐赠物 

 

adjustment[ə'dʒʌstmənt]调节、调整  

如何变：1、adjustment=adjust+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ə'dʒʌst]谐音过去→哪吒：是他（哪吒指哪吒三太子）  

句子：（哪吒：是他想调整下工作） 

 

enrich[in'ritʃ]使富裕、使丰富  

如何变：1、enrich=en+rich 

        2、直接把[in'ritʃ]谐音过去→尹瑞吃（姓尹名瑞，尹相杰的尹）  

句子：尽管尹瑞吃相很难看，但她确实使我村富裕起来了 

 

mature[mə'tjuə]成熟的、充分发育的/（使）成熟  

如何变：把 t 换成 l，即从[mə'tjuə]→[mə'ljuə]→摸刘娥（姓刘名娥）  

句子：那个发育成熟的男人摸刘娥的头 

 

payment['peimənt]付款、报酬  

如何变：payment=pay+ment名词后缀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melt[melt]（使）融化、（使）熔化、（使）溶解 

如何变：直接把[melt]谐音过去→卖藕的  

句子：卖藕的小贩发现藕上的冰已融化掉了 

  

denim['denim]斜纹粗棉布、斜纹粗棉布制的牛仔裤 

如何变：直接把['denim]谐音过去→ 带你母 

句子：带你母亲老师去买斜纹粗棉布（斜纹粗棉布制的牛仔裤） 

  

jeans[dʒeinz]牛仔裤 

如何变：直接把[dʒeinz]谐音过去→镜子  

句子：在镜子前试穿牛仔裤 

 

uniform['ju:nifɔ:m]制服/一律的、无变化的  

如何变：把 f 换成 b，即从['ju:nifɔ:m]→['ju:nibɔ:m]→由你报幕  

句子：今天就你穿了制服，就由你报幕吧 

  

casual['kæʒuəl]便服的、随便的  

如何变：直接把['kæʒuəl]谐音过去→开周（周是姓氏）  

句子：开周小姐的车随便的在汽车厂兜了两圈 

  

shopkeeper['ʃɔpki:pə]店主、零售商 

如何变：shopkeeper=shop+keep+er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cowboy['kaubɔi]（美国西部的）牛仔、牧童 

如何变：cowboy=cow+boy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adolescent[ædə'lesnt]青春期的 

如何变：1、直接把[ædə'lesnt]谐音过去→艾德：赖森他（姓艾名德。姓赖名森） 

        2、在 æ 前加 h，即从[ædə'lesnt]→[hædə'lesnt]→害的赖森他  

句子：1、艾德：赖森他哥有几个正值青春期的孩子 

      2、正值青春期的小丽害的赖森他表叔家破人亡 

  

fabric['fæbrik]织物  

如何变：把 f 隐藏起来，即从['fæbrik]→['æbrik]→哎！薄瑞可（姓薄名瑞）  

句子：哎！薄瑞可真不应该偷那些织物 

  

recent['ri:snt]不久前的、进来的 

如何变：直接把['ri:snt]谐音过去→瑞森他（瑞森是美国人）  

句子：不久前，瑞森他哥从美国回来了 

 

fashionable['fæʃənəbl]时髦的、流行的  

如何变：1、fashionable=fashion+able 形容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把 æ 换成 i，即从['fæʃən]→['fiʃən]→费婶（姓费的大婶）  

句子：费婶这个人很时髦，也很喜欢听流行音乐 

 

whereas[hweər'æz]鉴于、然而 

如何变：whereas=where+as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possess[pə'zes]拥有、具有  

如何变：直接把[pə'zes]谐音过去→婆栽四（婆在河南指姥姥）  

句子：我婆栽四棵具有毒性的植物 

 

 

 

 

 

 

 

 

 

 

 

 

 

 

 

 

 

 

 

 

 

 

 

 

 

 

 

 

 

 

 

 

 

 

 

 

 

 

 

 

 

 

 

 

 

 

  



 

 

 

第十六单元 

 

barber['bɑ:bə]理发师  

如何变：1、直接把['bɑ:bə]谐音过去→巴博（姓巴名博，巴特的巴） 

        2、把 ə 换成 ɑ，即从['bɑ:bə]→['bɑ:bɑ]→爸爸  

句子：（巴博：我爸爸是一名理发师） 

 

chef[ʃef]厨师、厨师长  

如何变：直接把[ʃef]谐音过去→晒夫  

句子：（厨师：晒夫人的衣服时，我发现衣服根本没洗干净） 

 

accountant[ə'kauntənt]会计师、会计员  

如何变：直接把[ə'kauntənt]谐音过去→尔康谈他（《还珠格格》中的尔康）  

句子：尔康谈他的妻子时，正好被一名会计师（会计员）听见了 

 

adviser[əd'vaizə]顾问   

如何变：把 v 换成 b，即从[əd'vaizə]→[əd'baizə]→饿得白泽（姓白名泽，白居易的白） 

句子：（顾问：饿得白泽两腿发软） 

 

typist['taipist]打字员、打字者  

如何变：把 p 换成 j，即从['taipist]→['taijist]→胎记是他（胎记是身上的胎记）  

句子：（打字员：这个胎记是他帮我画上去的） 

 

receptionist[ri'sepʃənist]接待员  

如何变：1、receptionist=recept 接受+tion+ist 

        2、把 s 换成 t，即从[ri'sepʃənist]→[ri'tepʃənist]→瑞：太婆射你是她（射的意
思是射击） 

句子：（瑞：太婆射你是她不对，接待员射他是接待员不对） 

  

greengrocer['gri:ngrəusə]蔬菜水果店、果菜商  

如何变：1、greengrocer=green+grocer 

        2、把 s 换成 d，即从['gri:ngrəusə]→['gri:ngrəudə]→葛瑞、葛柔的（葛瑞与葛
柔是姐妹） 

        3、把 s 换成 d，即从['gri:ngrəusə]→['gri:ngrəudə]→归葛柔的  

句子：2、葛瑞、葛柔的父亲是蔬菜水果商（果菜商） 

      3、归葛柔的果菜商，就得归她 

 

astronaut['æstrənɔ:t]宇航员、太空人  

如何变：直接把['æstrənɔ:t]谐音过去→艾斯绰挠她（姓艾名斯绰）  

句子：艾斯绰挠她认识的那个宇航员（太空人） 

 

trainee[trei'ni:]接受训练的人  

如何变：直接把[trei'ni:]谐音过去→捶你（捶念 chui，意思是打）  

句子：接受训练的人为什么捶你？ 

 

devil['devl]魔鬼、恶魔  

如何变：把 v 换成 t，即从['devl]→['detl]→带头  

句子：魔鬼（恶魔）带头搞破坏 

 

adore[ə'dɔ:]热爱、敬仰   



如何变：直接把[ə'dɔ:]谐音过去→饿倒  

句子：那个热爱祖国的人饿倒在地 

 

vacant['veikənt]未占用的、空着的  

如何变：直接把['veikənt]谐音过去→为垦他（垦指开垦）  

句子：空闲的时候，他为垦他那块未占用的土地也下了不少功夫 

 

pitch[pitʃ]球场、投、掷  

如何变：直接把[pitʃ]谐音过去→屁吃  

句子：（他在球场上投掷时还与我开玩笑说：“要不，我给你个屁吃”） 

  

outstanding[aut'stændiŋ]杰出的、优秀的 

如何变：outstanding=out+stand+ing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assess[ə'ses]评价、估计 

如何变：把 s 换成 h，即从[ə'ses]→[ə'hes]→ 娥还是（娥是姑娘的名字） 

句子：小娥还是被评价为最好的运动员 

scout[skaut]物色（运动员、演员等）人才的工作人员、侦察员 

如何变：直接把[skaut]谐音过去→是告他  

句子：那个侦察员是告他的上级来着 

 

salary['sæləri]薪金、薪水 

如何变：把 s 换成 h，即从['sæləri]→['hæləri]→害了瑞   

句子：我领完薪水后，给瑞买了一条电热毯。没想到，这条电热毯害了瑞 

  

maintenance['meintənəns]维修、保养、赡养 

如何变：直接把['meintənəns]谐音过去→梅特楠是（姓梅名特楠，梅兰芳的梅）  

句子：梅特楠是个维修工 

  

competitive[kəm'petətiv]比赛性的、好竞争的 

如何变：直接把[kəm'petətiv]谐音过去→看派他替我  

句子：他是个好竞争的人，你看派他替我去怎么样？ 

  

occupation[ɔkju'peiʃən]职业、占据 

如何变：把 ɔ 换成 a，即从[ɔkju'peiʃən]→[akju'peiʃən]→阿 Q 陪婶（鲁迅的《阿 Q 正传》
中的阿 Q） 

句子：阿 Q 陪婶这个职业女性外出散步 

 

amateur['æmətə]业余爱好者 

如何变：直接把['æmətə]谐音过去→哎！模特  

句子：哎！模特各个优秀，这个业务爱好者啥时候才能超过她们啊？！ 

  

instant['instənt]立即的、速成的 

如何变：直接把['instənt]谐音过去→尹斯扽她（姓尹名斯，尹相杰的尹。扽念 den，意思
是用力拉）  

句子：尹斯扽她男朋友的衣服，暗示他立即逃走 

  

flexible['fleksəbl]灵活的、有弹性的 

如何变：把 s 换成 d，即从['fleksəbl]→['flekdəbl]→付莱克的包（姓付名莱克）  

句子：付莱克的包的背带是有弹性的 

  

shortly['ʃɔ:tli]立刻、马上  



如何变：1、shortly=short+ly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直接把['ʃɔ:t]谐音过去→少他 

句子：少他娘的跟我废话，马上给我滚 

significant[sig'nifikənt]有意义的、重要的 

如何变：直接把[sig'nifikənt]谐音过去→喜哥：你非砍他（喜来乐的喜） 

句子：（喜哥：你非砍他吗？砍他对你有意义吗？） 

 

nevertheless[nevəðə'les]虽然如此、然而 

如何变：nevertheless=never+the+less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drawback['drɔ:bæk]缺点、障碍、不利条件 

如何变：1、drawback=draw+back 

        2、直接把['drɔ:bæk]谐音过去→找白柯（姓白名柯，白居易的白）  

句子：找白柯的缺点 

  

applicant['æplikənt]申请人 

如何变：直接把['æplikənt]谐音过去→艾坡丽看他（姓艾名坡丽）  

句子：艾坡丽看他到底是不是那位申请人 

 

personnel[pə:sə'nel]人员、职员、人事部门  

如何变：1、personnel=person+nel=per+son+nel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把 p 换成 h，即从[pə:sə'n]→[hə:sə'n]→何森（姓何名森）  

句子：何森是人事部门的人员（职员） 

 

accommodation[ə,kɔmə'deiʃən]住所、住宿、膳食 

如何变：直接把[ə,kɔmə'deiʃən]谐音过去→哦！妖魔得神  

句子：（哦！妖魔得神去降伏，我只是个服务人员，可以给大家提供住所（住宿、膳食）等） 
 

addition[ə'diʃən]增加的人或事物、加（法） 

如何变：在 ə 前加 w，即从[ə'diʃən]→[wə'diʃən]→我的肾（的在此念的哥的 di）  

句子：我的肾很痛，没有精神在安排那些新增加的人了 

 

qualification['kwɔlifi'keiʃən]资格、资质 

如何变：直接把['kwɔlifi'keiʃən]谐音过去→靠！李飞剋婶（姓李名飞。剋念 kei，意思是打） 
句子：靠！李飞剋婶这位资格老的人，他真是个混球 

  

modest['mɔdist]谦虚的、质朴的 

如何变：直接把['mɔdist]谐音过去→毛迪是他（姓毛名迪）  

句子：毛迪撕他那位谦虚质朴的的朋友的照片 

  

arithmetic[ə'riθmətik]算术/算术的、关于算术的 

如何变：1、直接把[ə'riθmətik]谐音过去→鄂瑞：四模题可（姓鄂名瑞。高中有模拟考试） 
        2、直接把[ə'riθmətik]谐音过去→哦，瑞四模题可（瑞四模题即瑞的四模题） 

句子：1、鄂瑞：四模题可真难啊，尤其是那道算术题 

      2、哦，瑞四模题可能是作弊抄的，尤其是算术题 

  

paperwork['peipəwə:k]文书工作  

如何变：paperwork= paper+work 

句子：合成词好记，不做过多解释 

  

punctual['pʌŋktʃuəl]准时的、守时的  



/胖瘦  

句子：1、庞柯守时的很    

2、你们无论胖瘦，一定要做个守时的人 

tournament['tɔ:nəmənt]联赛、比赛、锦标赛 

如何变：1、tournament=tourna+ment 名词后缀  记忆前半部分即可 

        2、把 n 换成 l，即从['tɔ:nə]→['tɔ:lə]→陶乐（姓陶名乐，陶行知的陶）  

句子：陶乐参加了这次联赛（比赛、竞标赛） 

 

draft[dra:ft ]草稿、草案/起草、草拟 

如何变：直接把[dra:ft]谐音过去→抓福特（福特是美国人）  

句子：抓福特的人烧了福特的草稿（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