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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ndon vt. 离弃，抛弃，放弃  

ability  n. 能力，才智  

aboard prep.或 adv. 在（船、飞机、车），上（船、

飞机、车）  

abroad   adv. 到国外；在传播，在流传  

absence  n. 缺席（的时间），不在（外出期）；

缺乏，不存在  

absent    a. 缺席的，不在场的；缺乏的；心不在

焉的，出神的  

absolute  a. 十足的，道地的；绝对的，完全的  

absorb   v. 吸收；吸引，使全神贯注；把……并

入，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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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抽象（派）的 n. 摘要，梗概；抽象

派艺术品  

abundant  a. （+in）大量的，富裕的  

abuse   n. /vt. 滥用，虐待(mistreat)，毁谤  

academic a. 学院（校）的，学术的，纯理论的，  

n. 大学教师  

academy  n. 研究院，学会；专门学校  

accelerate v. （使）加快，（使）增速  

accent    n. 口音，重音 vt. 重读  

access n. 通道，入口；接近，进入；接近（或进 

入、享用的）机会  

accessible  adj.  容易取得的，容易获得的，容易 

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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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近的，可进入的；易接近的，易进入的 

accident  n.意外，事故  

accidental a. 意外的，偶然（发生）的  

by accident  （固定搭配）偶然 

accommodation n. （常用复数）住处，膳宿  

accompany  vt. 陪伴，伴随，伴奏（唱）  

accomplish  vt. 达到，完成，实现（强调成就感）  

accord n. 一致，符合 vt. 授予，赠与 vi. （with）

相符合，相和谐  

according to （固定搭配）根据，按照；取决于；

据…所说 

accordance n. 一致，和谐，符合 

accordingly adv. 照着，相应地；因此，于是  

account  n. 描述，报告；帐，帐户；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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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for）说明……的原因，是……的原因；在（数

量、比例方面）占  

accountant n. 会计人员，会计师  

accounting  n. 会计专业 

accumulate v. 积累，积聚  

 

accuracy n.准确性，精确性 

accurate a. 精确的，正确无误的  

accuse vt. 指控，控告，指责  

accuse sb. of + 罪名 (指控某人犯某罪) 

accustomed a.（to）习惯于……的，适应了的  

ache vi.疼痛  n. 疼痛 

achievement n. 成就，完成，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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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le adj.①现成可使用的,可利用的②可取得

联系的  

avenue n.林荫路,大街  

avoid vt.避免,预防,避开  

await vt.①等候,期待,期望②将降临到…身上  

awake adj.醒着的;vt.唤醒,觉醒;vi.醒,觉醒,意识到  

award vt.①授予,给予②判给,裁定；n.奖品,奖,奖金  

aware adj.意识到,知道的  

awareness n. 意识 

awful adj.①极坏的,令人不快的,可怕的②(感到)

难过的,不舒服的③非常的,极大的  

awkward adj.①尴尬的,棘手的②难操纵的,使用不

便的③笨拙的,不灵巧的  

ax(e) n.斧子 



             

东奥三六五——四级词汇合集 

 

B 
 

26 

background n.①出生背景,经历②背景资料③(画

等的)背景,底子  

backward adj.①向后的,反向②落后的,进步慢的；

adv.①向后,往回②朝反方向,倒  

bacon n.咸肉  

bacteria n.(pl.)细菌  

baggage n.(美)行李  

bake v.烘,焙,烤  

balance n.①平衡,均衡②天平,秤③结存，结欠；

vt.①使平衡,使均衡②称③权衡,比较  

balcony n.①阳台②(电影院等的)楼厅,楼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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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adj.①短暂的,短时间的②简洁的,简短的;vt.

向...介绍基本情况,作...的提要;n.概要,摘要  

bright adj.①明亮的,晴朗的,光明的②聪敏的,机灵

的③欢快的④鲜艳的,清晰的  

brilliant adj.①光辉的,灿烂的②卓越的,杰出的  

broadcast n.广播,广播节目;vt.广播,播放  

brow n.①额②眉,眉毛  

bubble n.泡,水泡,气泡;vi.冒泡,起泡  

budget n.预算,预算拨款;vi.(for)编预算,做安排;vt.

规划,安排;adj.低廉的,收费公道的  

build vt.①建造,修建②建立,创立;vi.向顶点发展,

增长;n.体型,体格  

bulb n.①球状物,球茎②电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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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k n.①(巨大的)物体,(大)块，（大）团②主体,

绝大部分③(巨大的)体积,(大)量；vi.变得越来越大

(或重要)；vt.使更大(或更厚)  

bullet n.子弹  

bump vi.①(against,into)碰,撞②颠簸着前进；n.①

碰撞,猛撞②(碰撞造成的)肿块③隆起物  

bunch n.①群,伙②束,串,捆；vi.集中,挤在一起；vt.

使成一束(或一群等)  

bundle n.捆,包,束；vt.收集,归拢,把...塞入  

burden n.①重担,精神负担②使重负,负荷;vt.①加

重压于,烦扰②负重,装载  

bureau n.局,办事处,分社  

business n.①交易,生意,营业(额)②工商企业,商店

③职业,工作,任务④事务,事  

butterfly n.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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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b n.①出租汽车②司机室,驾驶室③轻便马车  

cabbage n.卷心菜，洋白菜  

cabin n.①小木屋②机舱,船舱  

cabinet n.①贮藏橱,陈列柜②内阁  

cable n.①纲索,缆绳②电缆③(海底)电报；v.给...

发电报,用电报传送  

calculate vt.①计算,推算②估计，推测③计划，打

算  

calculator n.计算器  

calendar n.日历,月历  

camel n.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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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stal n. 水晶，结晶（体）a. 清澈透明的，水晶

（制）的  

cube n.①立方形,立方体②立方,三次幂  

cue n. 暗示，信号；提示  

cultivate v. 耕作，栽培，养殖；培养，陶冶  

culture n.①文化,文明②教养,教育③培养,培植④

培养菌  

cupboard n. 食橱，碗橱  

curiosity n. 好奇（心）；奇物，古玩  

curious adj.①好奇的,好求知的②奇特地,稀奇的  

curl n/v. 卷曲（物）；缠绕，盘绕  

currency n. 通货，货币；通行，流行  

current n. 潮流；电流；趋势，倾向 a. 现时的，

流行的，流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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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n.（全部）课程 （pl. curricula） 

curse v/n. 咒骂，诅咒；祸害，祸根  

curtain n. 窗帘，门帘；帷幕  

curve n. 曲线，狐线；弯曲处 v. 使弯曲  

cushion n. 垫子，坐垫  

cycle n.①自行车,摩托车②循环,周期;vi.①骑自行

车,骑摩托车②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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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ry n. 牛奶场，乳品店 a. 乳制品的  

dam n.坝,堤; vt.筑堤(坝)挡住  

damn a. 该死的，可恶的 adv. 极，非常  

damp a. 潮湿的，微湿的 n. 潮湿，湿气  

dash v. 猛冲，猛掷 n. 猛冲，飞奔；破折号  

data（datum） n. 数据，资料  

daylight n.(U)白昼,日光  

deadline n. 最后期限  

deaf adj.①聋的②不愿听的,装聋的  

debate n/v. 争论，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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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v. 下定义，解释；限定，规定  

definite a. 明确的，确切的  

definitely adv.①明确地,确切地②一定地,肯定地  

definition n.①定义,释义②清晰(度),鲜明(度)  

degree n. 度数；程度；学位  

delay v. 耽搁，拖延  

delegate v. 委派……为代表；授权 n. 代表，代表

团成员  

delete v. 删除  

deliberate a. 故意的，蓄意的；慎重的，深思熟虑

的  

delicate a. 脆弱的；微妙的，棘手的；娇柔的；雅

致的  

delicious a. 美味的；芬芳的，怡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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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very n. 投递，交送（的物品）；分娩；讲话方

式  

demand n.①要求②需要,需求(量)；vt.①要求,强

令②需要③询问,查问  

democracy n. 民主（国家），民主制  

democratic a. 民主的  

demonstrate v. 论证，演示，说明，表露；示威游

行  

dense a. 稠密的，密度大的  

density n. 密度，稠密  

dental a. 牙齿的，牙科的 

dentist   n. 牙医 

deny v. 否认；拒绝给予(+ing )  

depart v. 离开，出发；（from）背离，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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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ll adj.①乏味的,单调的②(色彩等)晦暗的,(天气

等)阴沉的③(声音)低沉的,沉闷的④愚钝的,笨的

⑤钝的  

dumb adj.①哑的②(因惊恐等)说不出话的,沉默的  

dump vt.①倾卸,倾倒②倾销,抛售;n.垃圾场  

durable adj.耐用的,持久的  

duration n.持续,持续期间  

dusk n.(U)薄暮,黄昏  

dust n.(U)①尘土,灰尘②粉末;vt.①擦(或扫)净,除

去...的灰尘②撒(粉末等)撒于  

dye n.染料;vt.给...染色;  

dying adj.垂死的,临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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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gle n.鹰  

earn vt.挣得,赚得,获得  

earnest adj.认真的,诚挚的,热切的  

earthquake n.地震  

ease n.①容易,不费力②悠闲,安适,自在;v.缓和,解

除,减轻(痛苦、负担等)  

eastward adj.向东的;adv.向东  

echo n.回音,回声,共鸣;vi.发出回声,产生回响；vt.

模仿,重复,附和  

economic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n.①经

济学②经济状况,经济因素,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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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cy n. 效率，功效  

effort n. 努力，尝试；成果，成就  

elaborate a. 精心计划的，详尽的；复杂的 v. 详

述，详细制定  

elastic a. 有弹性（力）的；灵活的，可伸缩的 n. 橡

皮圈，松紧带  

elbow n. 肘，肘部 v. 用肘推  

elderly .较老的,年长的;n.到了晚年的人,较老的人  

elect .①选举,推举②选择,决定；vi.进行选举,作出

选择  

election n.选举,推举,当选  

electrical adj.电的,与（电）有关的,电气科学的  

electron n. 电子  

electronic adj.电子的；n.①电子学②电子设备  



             

东奥三六五——四级词汇合集 

 

E 
 

88 

emission   n. 排放  

emotion n.情感,感情,激情  

emotional a. 表现情感的，易动感情的，情绪上的  

emperor n.皇帝,君主  

emphasis n. 强调，重点  

emphasize vt.（也作 emphasise）强调,着重,加强...

的语气  

empire n. 帝国  

employee n. 受雇者，雇工  

employer n.雇佣者,雇主  

employment .①职业,工作②雇用,使用  

enable vt.使能够,使可能,使可行  

enclose .①(用篱笆等)围住,包住②把...装入信封,

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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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ric n. 织物；构造，结构  

facility n.（pl.）设备，设施；便利，方便  

factor n. 因素，要素  

faculty n. 能力，技能，天赋；系，学院；全体教

员  

fade v. 褪色，褪去；变微弱（黯淡）；凋谢，枯

萎  

failure n. 失败（的人或事）；失灵，故障；不履

行  

fairy n. 小精灵，小仙子  

faith n.①信任，信心,信赖②信仰,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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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ful a. 忠诚的，忠实的；尽职的；如实的，准

确可靠的  

faith  n.①信任，信心,信赖②信仰,信条  

faithful a. 忠诚的，忠实的；尽职的；如实的，准

确可靠的  

fame n. 声誉，名望，名声  

famine n. 饥荒  

fancy v. 喜欢；想象；猜想，以为 n. 爱好，迷恋；

幻想力；空想，幻想 a. 昂贵的，高档的；别致的，

花俏的  

fantastic a. 极好的，了不起的；难以相信的；异想

天开的；奇异的，古怪的  

fantasy n. 想象，幻想；想象的产物  

fare n. 交通费，票价 v. 进展  

farewell n. 告别，欢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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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x n. 传真（机），传真件 v. 传真传输  

fearful a. 可怕的；不安的，忧虑的  

feasible a. 可行的，可用的  

feather n.羽毛,翎毛  

feature n. 特征，特色；特写，专题节目；故事片；

（pl.）面貌，相貌 v. 突  

出，由……主演  

federal a. 联邦制（政府）的  

fee n. 费，酬金 （尤其指学费） 

feedback n. 反馈（信息）  

female n/a. 雌性（的），女性（的）  

fertile a. 肥沃的，富饶的；多产的；（想象或创造

力）丰富的  

fertilizer n. 肥料  



 

                            东奥三六五——四级词汇合集 

 109 

G 
 

gallery n. 画廊，美术馆；廊台，走廊  

gallon n. 加仑  

gang n. 帮，伙，群 v.（up）聚集，结成一伙  

gaol n. =jail 监狱，看守所  

gap n. 缺口，裂口；间隔，间隙；差距，不足  

garbage n. 垃圾，废物；废话；无用的资料  

gardener n. 园丁，园艺爱好者  

garlic n. 大蒜  

gas n. 气体；煤气；汽油；毒气  

gasoline n. 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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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dy a. 贪食的；贪婪的，贪心的；渴望的  

greenhouse n. 温室，暖房  

grind v. 磨碎，碾碎；折磨，压迫 n. 苦差事，苦

活儿 g  

grip n/v. 紧握，控制；吸引住……注意力  

grocer n. 食品杂货商  

gross a. 总的，毛的；严重的；粗俗的；臃肿的  

growth n. 增长，增加；生长，发展  

guarantee n. 保证（书）v. 保证，担保  

guidance n. 指引，领导  

guideline n. 指导方针，准则  

guilty a. 内疚的，有罪的  

guitar n. 吉他，六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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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lf n. 海湾；巨大的分歧，鸿沟  

gum n. 牙龈；口香糖；树胶  

guy n. 家伙，伙计  

gym .体育馆，健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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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t n/v. 停止，暂停  

hammer n. 锤，榔头  

handbag n. 女用手提包  

handful n. 一把，一小撮，少量  

handle n. 柄，把手 v. 处理，应付；操作；触，摸  

handwriting n. 笔迹，书法  

handy a. 方便的；手边的；手巧的  

harbor n. 海港，避风港 v. 庇护，藏匿；心怀（怨

恨等）  

harden v. 使变硬，硬化；变得坚强，变得冷酷无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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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a. 历史上的，史学的  

hollow a. 中空的，凹陷的；沉闷的；虚伪的，空

虚的 n. 洼地，洞，穴  

holy a. 神圣的，圣洁的；虔诚的  

honey n. 蜂蜜；甜蜜；（爱称）宝贝儿，亲爱的  

honorable a. 光荣的，荣誉的；可敬的，高尚的  

hook n. 钩，钩状物 v. 钩住  

hopeful a. 怀有希望的；有希望的  

hopeless a. 绝望的，没有希望的；无能的，糟透的  

horizon n. 地平线；（pl.）眼界，见识  

horizontal a. 地平的，水平的，横向的  

horn n.（牛、羊）角；号角，喇叭  

horrible a. 可怕的；极讨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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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orror n. 恐怖；憎恶（的人或物）  

horsepower n. 马力  

host n. 主人，东道主；节目主持人；许多  

hostile a. 敌对的，敌意的；敌方的  

household n. 家庭，户 a. 家庭的，家用的；家喻

户晓的  

housing n. 房屋，住宅；住房供给；外壳，外罩  

housewife n. 家庭主妇  

housing n. 房屋，住宅；住房供给；外壳，外罩  

humble a. 谦逊的，谦虚的；地位低下的，卑贱的  

humor n. 幽默，诙谐；情绪，心境  

humorous a. 幽默的，诙谐的  

hunt n/v. 打猎，猎取；搜寻；驱逐，追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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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t n. 小屋，棚屋  

hydrogen n. 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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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cream n. 冰淇淋  

ideal a. 理想的，完满的；想象的，空想的 n. 理

想（的东西或人）  

identical a. 相同的，相等的；同一的  

identify v. 认出，鉴定；把……等同于；认同  

identity n. 身份；个性，特性；同一性，一致性  

idle a. 懒散的，无所事事的；空闲的，闲着的；无

用的，无效的 v. 懒散，无所事事；虚度光阴  

ignorant a. 不知道的；无知的，愚昧的  

ignorance n. 无知，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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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egal a. 不合法的，非法的   

illustrate v. 说明，阐明；给……作插图说明  

illustration n. 说明，例证；图解   

image n. 形象，声誉；印象，影像，图像  

imaginary a. 想象中的，假想的，虚构的  

imagination n. 想象（力）；空想，幻觉  

imitate v. 模仿，仿效；仿制，仿造  

immense a. 广大的，巨大的  

immigrant n. 移民，侨民  

impact n. 影响，作用；冲击，碰撞  

impatient a. 不耐烦的，急噪的；热切的，急切的  

implement v. 使生效，履行 n. 工具，器具  

implication n. 含意，暗示；卷入，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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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dible a. 不可信的；难以置信的，不可思议的，

惊人的  

independence n. 独立，自主，自立  

independent a. 独立的，自主的（of）；无偏见的，

中立的；不相关联的，无关的  

index n. 索引；标志，表征；指数，指标 v. 编索

引  

indicate v. 标示，指示；表明，示意  

indication  n.  

indifferent a. 冷漠的，不关心的；一般的，（表现）

平平的  

indirect a. 间接的，迂回的；不直截了当的，婉转

的  

indispensable a. 必不可少的，必需的（+to）  

individual a/n. 个别（的），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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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or a/ad. 室内的，户内的  

industrial a. 工业的，产业的  

industrialize v. 使工业化  

inevitable a. 不可避免的，必然发生的  

infant n. 婴儿，幼儿 a. 婴儿的，幼稚的，初期的  

infect v. 传染，感染；影响（心情、气氛等）  

infer v. 推论，推断  

inference n. 推论，推理，结论  

inferior a. 劣等的（to）；下级的 n. 下级，下属  

infinite a. 无限的，无穷的，无边无际的  

inflation n. 通货膨胀；膨胀  

influence n/v. 影响（力）；产生影响的人或物；

势力，权势  



             

东奥三六五——四级词汇合集 

 

I 
 

134 

issue n. 问题，争论点；发行，报刊的一期；分发，

流出 v. 颁布，出版； 分发，发给；流出  

item 条款，项目；（新闻）一条，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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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il n. 监狱，看守所 v. 监禁，拘留  

jam n. 果酱；拥挤，堵塞；卡住 v. 堵塞，挤满；

卡住；干扰（广播等） traffic jams = traffic 

congestion 

jaw n. 颚 jar n. 罐子，广口瓶 v. 使感到不快，刺

激（神经）；震动，摇动  

jazz n. 爵士乐  

jealous a. 妒忌的，猜忌的(of)；精心守护的  

jeans n. 工装裤，牛仔裤  

jet n. 喷气式飞机（发动机）；喷嘴，喷射口；喷

流  

jewel n. 宝石（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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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t a. 连接的，共同的 n. 关节；接头，接合处  

journal n. 杂志，期刊，日报；日志，日记  

journalist n. 新闻工作者，记者  

judgment n. 看法，评价；判断（力）；审判，判

决  

jungle n. 丛林，密林；乱七八糟的一堆  

junior a/n. 年少（的）；资历浅（的），地位低（的）  

jury n. 陪审团；评判委员会  

justice n. 正义，公正；司法，法律制裁  

justify v. 证明……正当，为……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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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n a. 热心的，渴望的(be keen on)；敏锐的；强

烈的；锋利的，刺人的  

kettle n. 水壶  

keyboard n. 键盘  

kid n. 小孩，年轻人 v. 戏弄，开玩笑  

kindergarten n. 幼儿园  

kindness n. 亲切，仁慈（的行为）  

kingdom n. 王国；领域，界  

kneel v. 跪  

knot n. 结；节疤 v. 打结，系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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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 n. 标签，标记；称号 v. 贴标签于；把……称

为  

laboratory n. 实验室  

lad n. 男孩，小伙子  

lag v. 走得慢，落后  

lamb n. 羔羊（肉），小羊  

landlord n. 地主，房东，店主  

landscape n. 风景，景色；风景画；全景 v. 美化……

的景观  

lane n. 小路，小巷；车道，跑道；航道，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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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p n. 膝上；（跑道的）一圈；（旅程的）一段 v.

（动物）舔食  

largely ad. 大部分地，主要地  

laser n. 激光  

latter n. 后者 a. 后者的；后一半的，末了的  

laughter n. 笑（声）  

launch v. 发动，发起；开始从事；使船下水；发

射  

laundry n. 洗衣店，洗衣房；洗的衣服  

lavatory n. 厕所，盥洗室  

lawn n. 草地，草坪  

layer n. 层，层次  

layout n. 布局，安排，设计  

leader n. 领袖，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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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ry n. （总称）机器，机械  

magic n. 魔法，魔术；魔力，魅力 a. 有魔力的  

magnet n. 磁铁，磁体；有吸引力的人或物  

magnetic a. 磁的，有磁性的；有吸引力的，有魅

力的  

magnificent a. 壮丽的，宏伟的；豪华的，华丽的；

极好的  

maid n. 女仆，侍女  

mainland n. 大陆  

maintain v. 维持，保持；维修，保养；坚持，主

张；赡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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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L 
 

maintenance n. 维修，保养；抚养费；维持，保持  

male a. 男性的，雄的 n. 男子，雄性动物（植物）  

management n. 管理，经营（部门，人员）  

mankind n. 人类  

manner n. 方式，方法；态度，举止；（pl.）风度，

礼貌，规矩  

manual a. 用手的，手工做的 n. 手册，指南  

manufacture v/n. （大量）制造，加工  

manufacturer n. 制造商（厂）  

margin n. 页边空白；差数，差额；余地，余裕；

边缘  

marine n. 海军陆战对士兵 a. 海洋的，海生的；

海军的；海事的，海运的  

married a. 已婚的，婚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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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ked a. 赤身的，裸体的；赤裸裸的，无遮蔽的  

namely ad. 即，也就是  

nationality n. 国籍，民族  

naturally ad. 当然，自然；天然地，天生地  

naval a. 海军的  

navigation n. 航行（学），航海（术）；导航，领

航  

navy n. 海军  

nearby a. 附近的 ad. 在附近  

necessarily ad. 必要地；必然地，必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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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L 
 

necessity n. 必需品；必要（性），（迫切）需要  

negative a. 否定的；反面的，消极的；负的，阴性

的 n. 负片，底片；负数  

neglect v. 忽视，忽略；玩忽，疏忽  

negotiate v. 洽谈，协商；顺利通过，成功越过  

Negro n. 黑人  

neighborhood n. 四邻，街坊；邻近地区，附近  

nephew n. 侄子，外甥  

nerve n. 神经；勇气，胆量  

nest n. 巢，窝 v. 筑巢  

network n. 网状物；广播网，电视网；网络（系统）  

neutral a. 中立的，不偏不倚的；中性的  

nevertheless ad. 仍然，然而，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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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ce n. 侄女，甥女  

nightmare n. 噩梦；可怕的事物，无法摆脱的恐惧  

nitrogen n. 氮  

nonsense n. 胡说，废话；冒失（轻浮）的行动  

normally ad. 通常，正常地  

noodle n. 面条  

northeast n/a/ad. 东北（方），东北部  

notebook n. 笔记薄  

noticeable a. 显而易见的  

notify v. 通知，告知，报告  

notion n. 概念，观念；意图，想法  

nowhere ad. 任何地方都不 novel n. （长篇）小说 

a. 新颖的，新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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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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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here ad. 任何地方都不  

nuclear a. 核子的，核能的；核心的，中心的  

nucleus n. 原子核；核心  

nuisance n. 令人讨厌的人或物（行为）  

numerous a. 众多的，许多的  

nursery n. 托儿所，保育室；苗圃  

nylon n. 尼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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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bject .①物体,实物②对象,客体③目的,目标④宾

语;vi.(to)反对,不赞成  

objection n. 反对，异议；反对的理由  

objective n. 目标，目的 a. 客观的，不带偏见的  

obligation n. 义务，责任  

oblige v. 迫使；施恩于，帮……的忙  

observation n. 注意，观察；言论，评论；观察力；

（pl.）观察资料（数据）  

observe v. 注意到，察觉到；观察；评说；遵守，

奉行  

observer n. 观察者（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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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vernight a/ad. 整个夜里；在短时间内，突然，似

乎一夜之间出现的  

overseas a/ad. 海外，国外  

overtake v. 赶上，超过；突然降临于，意外地碰

上  

owing a. 应付的，未付的  

owner n. 物主，所有人  

ownership n. 所有（权），所有制  

oxygen n. 氧，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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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e n/v. 步；步速，速度，节奏 v. 踱步  

package n. 包裹，包装；一揽子交易 v. 打包，装

箱；包装  

pad n. 垫，衬垫；拍纸薄，便笺本；发射台，直升

机起落场 v. 堵塞；放轻脚步走  

painful a. 疼痛的；困难的，令人不快的  

painter n. 画家，油漆匠  

palm n. 手掌，掌状物；棕榈树 v. 把……藏于手

（掌）中  

panel n. 面，板；专门小组，评判小组；控制板，

仪表盘  

panic n. 恐慌，惊慌 v. 使恐慌，惊慌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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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ants n. 长裤，便裤；内裤  

parade n. 游行，检阅 v. 列队行进，游行  

paragraph n. 段落  

parallel n. 可比拟的事物；平行线；纬线 a. 平行

的；类似的，相对应的；并列的，并联的  

v. 与……相似（相当），比得上  

parcel n. 小包，包裹  

parliament n. 议会，国会  

partial a. 部分的，不完全的；（to）偏爱的，嗜好

的；偏心的  

participate v. （in）参与，参加  

particle n. 颗粒，微粒；小品词，语助词  

particularly ad. 特别，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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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 n. 配偶，搭档；伙伴，合伙人 v. 做……的

搭档  

passion n. 激情，热情；酷爱  

passive a. 被动的，消极的  

passport n. 护照  

paste v. 糊，糨糊 v. 粘，贴  

pat n. 轻拍，轻打 a. 非常恰当的，适时的  

patch n. 补片，补丁；斑，与周围不同的部分；一

小块地 v. 修补  

patience n. 忍耐，耐心  

patient adj.有耐心的,忍耐的;n.病人  

pattern .①型,模式,样式②花样,图案;vt.仿制,使照...

的样子  

paw n. 爪，爪子 v. 用爪子抓，用蹄子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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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ment n. 支付的款项；支付，付款  

pea n. 豌豆  

peach n. 桃（树）  

peak n. 山峰，顶点，顶峰 v. 达到高峰（最大值）

a. 高峰的，最大值的  

peculiar a. 奇怪的，古怪的；特有的，独具的，独

特的  

peer n. 同龄人，同等地位的人；贵族 v. 仔细看，

费力地看  

penalty n. 处罚，惩罚，罚金  

penetrate v. 透入，渗入；刺入（穿）；洞察，了

解  

pension n. 养老金，抚恤金 v. 发放养老金（抚恤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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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fication n. 资格（证明），合格证书；限制，

限定性条件  

qualify v. 胜任，具有资格，使合格 qualify (oneself) 

for  

queue n. 行列，长队 v. 排队（等候）  

quit v. 停止，放弃；离开，辞职  

quiz n. 智力竞赛，答问比赛；小测验 v. 考查，盘

问  

quotation n. 引文，引语，语录；报价，牌价，行

情  

quote v. 引用，援引 n. 引文，引语；报价，牌价；

（pl.）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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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ial a. 人种的，种族的 rabbit n. 兔子  

racial a. 人种的，种族的  

rack n. 挂架，搁架 v. 使痛苦，折磨；使紧张，使

努力  

radar n. 雷达  

radiation n. 放射物，辐射能；辐射  

radical a. 根本的，基本的；激进的，激进派的 n. 激

进分子  

rag n. 破布，碎布；（pl.）破旧衣服  

rage n. 狂怒，盛怒；（the rage）风靡一时的事物，

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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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er n. 读者；读物，读本  

readily ad. 乐意地，欣然地；容易地；立即  

realistic a. 现实的；实际可行的；现实主义的，  

reading n. 阅读，朗读；读物，选读；（仪表）读

数，指示数  

realistic a. 现实的；实际可行的；现实主义的，逼

真的  

reality n. 现实，实际；真实  

realm n. 界，领域，范围；王国，国度  

rear n. 后部，尾部，背面；后方 a. 后部的，背后

的；后方的 v. 抚养，饲养  

reasonable a. 通情达理的；有道理的；（价钱）公

道的；尚好的，过得去的  

rebel   n. 反叛分子，反对者 v. 反叛，造反；不

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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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all   v. 回忆起，回想起；召回，叫回；收回，

撤消  

receipt  n. 发票，收据；（pl.） 收入，进款  

receiver  n. （电话）听筒；接受器  

recently  ad. 最近，新近  

reception n. 招待会，欢迎会；接受，接纳；接待，

迎接；接收效果  

recession  n. 衰退（期）；经济不景气；后退，

撤退  

reckon v. 认为，估计；（on）指望，盼望；测算，

测量  

recognize v. 认出，识别；承认，确认；赏识，表

彰  

recognition n.认出，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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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k  n. 麻袋，包；the sack 解雇；洗劫，劫掠 v. 

解雇；劫掠，洗劫  

sacrifice n. 牺牲，舍身；献祭，供奉；祭品 v. 牺

牲，献出；献祭  

saddle n. 马鞍，鞍状物；（自行车）车座 v. 给……

装鞍；使承担任务  

sailor n. 水手，海员  

saint n. 圣徒；圣人，道德高尚的人  

sake n. 缘故，理由  

salad n. 色拉，凉拌菜  

salary n. 薪金，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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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alesman n. 售货员，推销员  

sample n. 样品，试样，样本 v. 抽样；品尝，体

验  

sanction n. 批准，认可；约束因素，约束力；（pl.）

国际制裁  

satellite n. 卫星，人造卫星  

satisfactory a. 令人满意的  

sauce n. 调味汁，佐料  

saucer n. 茶托，碟子  

sausage n. 香肠，腊肠  

saving n. 节省，节约；（pl. savings）储蓄金，存

款  

saw n. 锯，锯床 v. 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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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ackle v. 对付，处理；与……交涉；阻截，擒抱 n. 

阻截，擒抱；用具，钓具；辘轳，滑车（组）  

tag n. 标签，标牌 v. 给……加上标签  

talent n. 才能，天资；人才  

tame a. 驯服的，温顺的；沉闷的，乏味的 v. 制

服；驯化，驯服  

tank n. 油箱，水箱，罐，槽；坦克  

target n. 目标，对象，靶子 v. 瞄准  

tax n. 税款；负担 v. 对……征税；使负重担  

technician n. 技术员，技师  

technique .①技术,技能②技巧,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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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echnology n. 工艺，技术  

tedious a. 乏味的，单调的，冗长的  

teenager n. 青少年  

telescope n. 望远镜  

temper n. 脾气，情绪；韧度 v. 调和，使缓和；

使回火  

temple n. 庙宇，神殿，寺院  

temporary a. 暂时的，临时的  

temptation n. 诱惑，引诱  

tend v. 易于，往往会；趋向，倾向；照管，护理  

tendency n. 趋向，趋势  

tender a. 嫩的；疼痛的，一触即痛的；温柔的 v.

（正式）提出；投标 n. 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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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imate a. 极端的，最大的；最后的，最终的 n. 终

极，顶点，极限  

ultimately  adv. 最后地 

umbrella n. 伞，雨伞  

uncover v. 揭露，暴露；揭开……的盖子  

undergo v. 经历，遭受  

undergraduate n. 大学本科生  

underground a. 地（面）下的；秘密的，不公开的  

underline v. 暗中破坏，逐渐消弱；侵蚀……的基础  



             

东奥三六五——四级词汇合集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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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neath prep/ad. 在下面，在底下 n. 下部，

底部  

understanding n. 谅解，（非正式）协议；理解（力）；

相互理解，融洽 a. 体谅的，宽容的，通情达理的  

undertake v. 承担，着手做；同意，保证  

undo v. 解开，松开；取消，撤消  

undoubtedly ad. 无疑，必定  

uneasy a. 心神不安的，担心的，忧虑的  

unexpected a. 想不到的，意外的  

unfortunately ad. 遗憾的是，可惜的是  

union n. 工会，联盟；结合，联合；一致，融洽  

unique a. 独特的，独一无二的；极不寻常的  

unity n. 团结，联合，统一；和谐，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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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al a. 普遍的，全体的；通用的，万能的；

宇宙的  

universe n. 宇宙，万物，世界；领域，范围  

unlike prep. 不像，和……不同  

unload v. 卸货，下（客）；退出子弹，卸下胶卷  

unusual a. 不平常的，少用的；与众不同的，独特

的  

upper a. 上面的，较高的  

upright a. 直立的，竖立的；正直的，诚实的 ad. 挺

直着，竖立着  

upset v. 使心烦意乱，使不适；打乱，搅乱；打翻，

弄翻 n. 翻到，搅乱；（肠胃）不适 a. 心烦的，

苦恼的；（肠胃）不适的  

urban a. 城市的  



             

东奥三六五——四级词汇合集 

 244 

U 
 

urge  v. 鼓励，激励；竭力主张；催促，力劝 n. 强

烈的欲望，迫切的要求  

urgent  a. 急迫的，紧要的  

usage  n. 使用，用法；惯用法  

utility   n. 功用，效用；（pl.）公用事业  

utilize   v. 利用  

utmost  a. 极度的，最大的 n. 极限，极度，最大

可能  

utter  v. 发出（声音），说 a. 完全的，彻底的， 

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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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ant  a. 空着的；空缺的；茫然的，空虚的  

vacuum n. 真空；真空吸尘器  

vague a. 含糊的，不明确的，模糊的  

vain a. 徒劳的，无效的；自负的，爱虚荣的  

valid a. 有根据的，有理的；有效的，具有法律效

力的  

van n. 运货车，面包车  

vanish v. 突然不见，消失；不复存在，绝迹  

vapor n. （蒸）汽  

variable a. 易变的，多变的；可变的 n. 可变因素，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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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oluntary a. 自愿的，志愿的  

volunteer n. 志愿者；志愿兵 v. 自愿（做）；自

愿提供  

vote n. 票，选票；投票，选举，表决；投票总数 v. 

投票，选举，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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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wage n.（pl.）工资，报酬 v. 开始，进行  

wagon n. 四轮马车，大篷车；铁路货车  

waist n. 腰，腰部  

waken v. 醒来；唤醒  

wander v. 漫游，闲逛，漫步；偏离正道；走神，

神志恍惚  

warmth n. 暖和，温暖；热烈，热心  

waterproof a. 不透水的，防水的  

wax n. 蜡，蜂蜡 v. 给……上蜡  

weaken v. 变弱，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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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ay n. X 射线，X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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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yawn v. 打呵欠 n. 呵欠  

yearly a/ad. 每年的，一年一度（的）  

yield n. 产量，收益 v. 屈服，顺从；倒塌，垮掉；

产生；让出，放弃  

youngster n. 青年，年轻人，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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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zone n. 地区，区域 

zigzag  n./a.之字形(的) v.使曲折,曲折盘旋 

zoom  vi.(飞机)陡升 n.陡升；嗡嗡声 ” 

zinc  n.锌 

zip  v.(用拉链或像拉链那样)合上或打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