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阶段 
国际音标从头学 

吃透国际音标 

夯实发音基础 

学好英语语音，对掌握英语词汇、构词、语法、拼写，以及准确地记忆单词、 

正确表达思想、提高听说交流的自信心等方面有重要影响。 

国际音标是英语发音入门的关键， 

必须花大力气去学习。 为了帮助学习者正 

确发音，本阶段每个音标都配有“发音规 

则” ，从舌位、唇形及声带三个角度进行 

分析，帮助学习者快速掌握发音要领。同 

时，书中还配有大量的口腔及口形图，配 

合“发音规则”的文字说明，让学习者事 

半功倍。



002 －阶段 1 
国际音标从头学 

爆破辅音/p/ 
1-01.mp3 

魔音达标三步曲 

第一步：发音器官·各就各位 

/p/是清辅音、双唇音。 

舌位：舌身自然放平于口腔中。 

唇形：双唇紧闭，气流挡在口腔内，在形成一定气流压力之后猛张双唇，气流爆 

发而出。 

声带：不振动。 

第二步：对照口型·模仿准备 

第三步：发音技巧·深度解析 

u /p/这个音不同于汉语拼音 p 的发音，不要受汉语母语的影响在其后加上元音， 

发出类似/po/（坡）的音来。 

v /p/出现在词末时，弱读音节送气较其在词首和重读音节时弱些。 

经典代言二重奏 

pen /pen/ 钢笔 
句

子

代

言 

We must help /help/ the poor /pU«/ . 
我们必须帮助穷人。 

Practice /5præktIs/ makes perfect /5pÎùfIkt/ . 
熟能生巧。 

图

片

代

言 

坡 
轻 音



003 阶段 1－ 
国际音标从头学 

爆破辅音/b/ 
1-02.mp3 

魔音达标三步曲 

第一步：发音器官·各就各位 

舌位：舌身自然放平于口腔中。 

唇形：双唇紧闭，气流挡在口腔内，在形成一定气流压力之后猛张双唇，气流爆 

发而出。 

声带：振动。 

第二步：对照口型·模仿准备 

第三步：发音技巧·深度解析 

u /b/这个音不同于汉语拼音 b 的发音，不要受汉语母语的影响在其后加上元音， 

发出类似/bo/（波）的音来。 

v /b/出现在词末时，振动较其在词首位置和重读音节时要弱一些。 

经典代言二重奏 

bike /baIk/ 自行车 

句

子

代

言 

Barking /bAùkIN/ dog do not bite /baIt/ . 
吠犬不咬人。 

Where is my bank /bæNk/ book /bUk/ ? 
我的银行存折在哪里？ 

图

片

代

言 

拨 
b ō



004 －阶段 1 
国际音标从头学 

外教跟读四级跳 

第一级：跟外教拼读单词 
page  /peIdZ/  页  park  /pAùk/  公园 
Paul  /p�ùl/  保罗  pen  /pen/  钢笔 
person  /5pÎùsn/  人  picture  /5pIktS«/  图片 
please  /pliùz/  请  pole  /p«Ul/  柱，杆 
post  /p«Ust/  邮寄  price  /praIs/  价格 
proud  /praUd/  骄傲  appeal  /«5piùl/  呼吁 

chapter  /5tSæpt«/  章  computer  /k«m5pjuùt«/  电脑 

example  /Ig5zAùmpl/  例子  happen  /5hæp«n/  发生 

open  /5«Up«n/  打开  operation  /7�p«5reIS«n/  手术 

surprise  /s«5praIz/  惊奇  cheap  /tSiùp/  便宜 

第二级：跟外教朗读短语 
1.  a bit of a pity  有点可惜 

2.  a piece of paper  一张纸 

3.  a pretty present  一件漂亮的礼物 

4.  a very expensive purse  一个非常贵的钱包 

5.  help the poor  帮助穷人 

6.  paint a picture  画一幅画 

7.  pay the bill  付账单 

8.  play one’s part  做分内的事情 

第三级：跟外教朗读句子 
1.  Did Peter pass the exam?  彼得通过考试了吗？ 

2.  I want to make pineapple pie.  我想做菠萝派。 

3.  Peter bought me a purse as a present.  彼得给我买了个钱包做礼物。 

4.  Peter is playing the piano.  彼得正在弹钢琴。 

5.  Please book a room for Paul.  请给保罗订个房间。 

6.  Practice makes perfect.  熟能生巧。 

7.  Put the paper on the desk.  把纸放在桌子上。 

8.  There is a power plant.  那里有一个发电厂。 

第四级：跟外教读绕口令 
1.  Peter Potter splattered a plate of peas on Patty Platt’s pink plaid pants. 

彼得·波特将一碟豌豆洒在帕蒂·普拉特的粉红色格呢短裤上。 

2.  Peter’s plane is plainly painted. Peter is paid plenty to paint planes. 

彼得的飞机画得很清楚。彼得画飞机赚了很多钱。 

/p/ ²101.mp3



005 阶段 1－ 
国际音标从头学 

外教跟读四级跳 

第一级：跟外教拼读单词 

back  /bæk/  在后面  bad  /bæd/  坏的 
bag  /bæg/  手提包  basis  /5beIsIs/  基本的 
best  /best/  最好的  big  /bIg/  大的 
bit  /bIt/  一点  black  /blæk/  黑色的 
block  /bl�k/  堵塞  box  /b�ks/箱子 
business  /5bIznIs/  生意，业务  about  /5«baUt/  大约 

cabin  /5kæbIn/  小屋  habit  /5hæbIt/  习惯 

lobby  /5l�bI/  休息厅  mobile  /5m«UbaIl/  可移动的 

robber  /5r�b«/  强盗  rubber  /5rÃb«/  橡皮 

table  /5teIbl/  桌子  cab  /kæb/  出租车 
第二级：跟外教朗读短语 

1.  as blind as a bat  瞎得厉害 

2.  bag and baggage  总的，整个的 

3.  baked beef  烤牛肉 

4.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 

5.  behind one’s back  背地里，暗中 

6.  black and blue  青一块紫一块 

7.  bread and butter  面包黄油 

8.  I beg your pardon.  再说一遍。 

第三级：跟外教朗读句子 
1.  Bad workmen often blame their tools.  笨拙的工匠常常怪自己的工具差。 

2.  Barking dogs do not bite.  吠犬不咬人。 

3.  Behind bad luck comes good luck.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4.  Ben is a boy born in Britain.  本是一个出生在英国的男孩。 

5.  Ben’s bike was broken by a bad guy.  本的自行车被一个坏蛋弄坏了。 

6.  Bob is absent because of backache.  由于背痛，鲍勃没来。 

7.  Let bygones be bygones.  让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 

8.  This bank was robbed by a mob.  这家银行被一个暴徒抢劫了。 

第四级：跟外教读绕口令 
1.  A bachelor botched a batch of badly baked biscuits. 

一个单身汉修补了一炉烤糟的饼干。 

2.  A big black bear bit the back of a big black pig. 

一只大黑熊在一头大黑猪的背上咬了一口。 

/b/ ²102.mp3



006 －阶段 1 
国际音标从头学 

爆破辅音/t/ 
1-03.mp3 

魔音达标三步曲 

第一步：发音器官·各就各位 

舌位：舌尖抵住上齿龈，然后放开，使气流爆破而出，吐气很强。 

唇形：微开。 

声带：不振动。 

第二步：对照口型·模仿准备 

第三步：发音技巧·深度解析 

u /t/这个音不同于汉语拼音 t 的发音，不要受汉语母语的影响在其后加上元音，发 

出类似/te/（特）的音来。 

v 当/t/前面是/s/时， 即使是在重读元音前也不吐气， 读成/d/音。 例如： stream /str5iùm/ 

和 study /st5ÃdI/。 

经典代言二重奏 

kitty /5kItI/ 小猫 
句

子

代

言 

Ted /ted/  is taller /t�ùl«/  than Tom /t�m/ . 
泰德比汤姆高。 

Don’t /d«Unt/ waste /weIst/ time /taIm/ . 
不要浪费时间。 

图

片

代

言 

特 
轻 音



007 阶段 1－ 
国际音标从头学 

爆破辅音/d/ 
1-04.mp3 

魔音达标三步曲 

第一步：发音器官·各就各位 

舌位：舌尖抵住下齿，然后放开，让气流爆破而出，吐气较弱。 

唇形：微开。 

声带：振动。 

第二步：对照口型·模仿准备 

第三步：发音技巧·深度解析 

u  /d/这个音不同于汉语拼音 d的发音，不要受汉语母语的影响在其后加上元音， 

发出类似/de/（德）的音来。 

v 在单词中，当/d/音后面紧跟着/b/、/p/、/d/、/t/、/k/、/g/等音时，气流被阻碍， 

声带不震动。例如：bedtime /5bedtaIm/和 redcap /5redkæp/。 

经典代言二重奏 

radio /5reIdI«U/ 收音机 
句

子

代

言 

Don’t /d«Unt/ depend /dI5pend/ on anybody /5enIb�dI/ . 
不要依靠任何人。 

I like bread /bred/ instead /In5sted/ of rice. 
我喜欢面包而不是米饭。 

图

片

代

言 

得 
一 声



008 －阶段 1 
国际音标从头学 

外教跟读四级跳 

第一级：跟外教拼读单词 

take  /teIk/  拿，取  tale  /teIl/  故事 
tea  /tiù/  茶  teacher  /5tiùtS«/  教师 
time  /taIm/  时间  tomato  /t«5mAùt«U/  西红柿 
tooth  /tuùT/  牙，齿  town  /taUn/  城镇 
type  /taIp/  类型  better  /5bet«/  更好的 

bitter  /5bIt«/  有苦味的  butter  /5bÃt«/  黄油 

button  /5bÃtn/  按钮  fatal  /5feItl/  致命的 

item  /5aItem/  项目  kitty  /5kItI/  小猫 

Peter  /5piùt«/  彼特  at  /æt/  在 

best  /best/  最好的  bit  /bIt/  一点儿 
第二级：跟外教朗读短语 

1.  an important meeting  一个重要的会议 

2.  at times  有时 

3.  not at all  一点儿也不 

4.  put on your coat  穿上你的外套 

5.  stop talking about it  不要谈论这个事 

6.  tell tales  讲人坏话，搬弄是非 

7.  turn tail  退走，逃跑 

8.  write a letter  写一封信 

第三级：跟外教朗读句子 
1.  Don’t waste time.  别浪费时间。 

2.  Let me have a rest.  让我休息一下。 

3.  Peter wanted to drink water.  彼得想喝水。 

4.  Take the word as it is.  顺其自然。 

5.  Ted is taller than Tom.  泰德比汤姆高。 

6.  There’s little water left.  没有水剩下。 

7.  Tim told us Tom’s story in tears.  蒂姆流着眼泪讲述了汤姆的故事。 

8.  Time is limited, so time is money.  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时间就是金钱。 

第四级：跟外教读绕口令 
1.  Ten tiny tortoises tried to talk to twenty timid toads. 

十只小乌龟试着和二十只胆小的蟾蜍说话。 

2.  Tommy Tye tried to tie his tie but tugging too tight tore his tie. 

汤米·泰试着系上领带，但是他用力拉得太紧撕破了领带。 

/t/ ²103.mp3



009 阶段 1－ 
国际音标从头学 

外教跟读四级跳 

第一级：跟外教拼读单词 

dad  /dæd/  爸爸  dance  /5dAùns/  跳舞 
day  /deI/  天  deep  /diùp/  深的 
delight  /dI5laIt/  高兴  dog  /d�g/  狗 
done  /dÃn/  do的过去分词  doom  /duùm/  注定 
double  /5dÃbl/  双（重）的  building  /5bIldIN/  建筑物 

garden  /5gAùdn/  花园  Monday  /5mÃndI/  星期一 

murde  /5mÎùd«/  谋杀  president  /5prezId«nt/  主席，总统 

radio  /5reIdI«U/  收音机  reader  /5riùd«/  读者 

avoid  /«5v�Id/  避免  bad  /bæd/  坏的 

bond  /b�nd/  联系  child  /tSaIld/  孩子 
第二级：跟外教朗读短语 

1.  a cold day  寒冷的天气 

2.  a different idea  一个与众不同的想法 

3.  a good child  一个好孩子 

4.  after death, the doctor  马后炮 

5.  cry aloud suddenly  突然大声喊 

6.  day by day  每日，逐日 

7.  in a dark building  在一幢漆黑的建筑物里面 
第三级：跟外教朗读句子 

1.  A promise made is a debt unpaid.  许下的诺言，是一笔未还的债务。 

2.  Daddy is in the bed.  爸爸在床上。 

3.  Diamond cuts diamond.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4.  Do as you would be done by.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Don’t depend on anybody.  不要依靠任何人。 

6.  I’m glad you did that.  我很高兴你那么做了。 

7.  My daughter likes bread instead of rice.  我女儿喜欢面包而不是米饭。 

8.  Danger itself is the best remedy for danger. 

危险本身就是对付危险的最好办法。 

第四级：跟外教读绕口令 
1.  Debbie did not destroy Darrell’s dishes Darrell destroyed Debbie’s dishes. 

德比没有砸烂达雷尔的盘子，达雷尔砸烂了德比的盘子。 

2.  Tit for tat is a fair play.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d/ ²104.mp3



010 －阶段 1 
国际音标从头学 

爆破辅音/k/ 
1-05.mp3 

魔音达标三步曲 

第一步：发音器官·各就各位 

舌位：舌后位向上升，抵住软腭，然后放开，使气流爆破而出，吐气较强。 

唇形：自然张开。 

声带：不振动。 

第二步：对照口型·模仿准备 

第三步：发音技巧·深度解析 

u  /k/这个音不同于汉语拼音 k的发音，不要受汉语母语的影响在其后加上元音， 

发出类似/ke/（可）的音来。 

v 当/k/出现在/s/之后时，吐气较弱，读音浊化，发/g/音。例如：sky /skaI/，school 

/skuùl/。 

经典代言二重奏 

kiss /kIs/ 吻 
句

子

代

言 

Mike’s /maIkz/ back /bæk/ aches /eIks/ . 
麦克的后背痛。 

Jack /dZæk/  likes /laIks/ chocolate /5tS�k«lIt/ . 
杰克喜欢巧克力。 

图

片

代

言 

克 
轻 音



011 阶段 1－ 
国际音标从头学 

爆破辅音/g/ 
1-06.mp3 

魔音达标三步曲 

第一步：发音器官·各就各位 

舌位：舌后部上升，抵住软腭，然后放开，使气流爆破而出，语气较弱。 

唇形：自然张开。 

声带：振动。 

第二步：对照口型·模仿准备 

第三步：发音技巧·深度解析 

u /g/这个音不同于汉语拼音g的发音，不要受汉语母语的影响在其后加上元音，发 

出类似/ge/（哥）的音来。 

v /g/出现在重读元音前，爆破较强。 

w /g/出现在弱读元音前或词尾时，爆破较弱。 

经典代言二重奏 

flag /flæg/ 旗帜 
句

子

代

言 

She gave /geIv/ me a gun /gÃn/ . 
她给我一把枪。 

He has gone /g�n/  to school gate /geIt/ . 
他去学校门了。 

图

片

代

言 

哥 
g ē



012 －阶段 1 
国际音标从头学 

外教跟读四级跳 

第一级：跟外教拼读单词 

can  /kæn/  能  care  /kE«/  关心 
catch  /kætS/  抓住  close  /kl«Uz/  接近 
cope  /k«Up/  应付  keep  /kiùp/  保持 
kiss  /kIs/  吻  kitchen  /5kItSIn/  厨房 
queen  /kwiùn/  女王  quit  /kwIt/  辞职 
quite  /kwaIt/  安静  baker  /5beIk«/  面包师傅 

biscuit  /5bIskIt/  饼干  equal  /5iùkw«l/  平等 

exclaim  /Iks5kleIm/  呼喊  expense  /Ik5spens/  费用 

packing  /5pækIN/  装箱  secret  /5siùkrIt/  秘密 

back  /bæk/  后面  desk  /desk/  书桌 
第二级：跟外教朗读短语 

1.  a black desk  一张黑色的书桌 

2.  a colorful picture  一张色彩丰富的画 

3.  a cute clock  一只可爱的闹钟 

4.  as clear as crystal  非常清楚 

5.  back countries  穷乡僻壤 

6.  beg for  祈求 

7.  look at the kite  看这只风筝 

8.  pick up  捡起 
第三级：跟外教朗读句子 

1.  A cat may look at the king.  猫也有权利看国王。 

2.  He is a kind old man.  他是一位和蔼的老人。 

3.  I need one more ticket.  我还需要一张票。 

4.  Keep some till more come.  手下留底，再来不愁。 

5.  My mother is a good cook.  我妈妈是位好厨师。 

6.  No cross, no crown.  不经历风雨，无法见彩虹。 

7.  What is that in your pocket?  你口袋里是什么？ 

8.  You must see the doctor.  你必须去看医生。 

第四级：跟外教读绕口令 
1.  Keep clean socks in a clean sock stack. 

把干净的短袜存放在干净的短袜柜里。 

2.  Keep clean stockings in a clean stocking stack. 

把干净的长袜存放在干净的长袜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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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 阶段 1－ 
国际音标从头学 

外教跟读四级跳 

第一级：跟外教拼读单词 

gas  /gæs/  汽油  gate  /geIt/  入口 
get  /get/  获得  girl  /gÎùl/  女孩 
give  /gIv/  给  glad  /glæd/  乐意的 
gold  /g«Uld/  金色的  goose  /guùs/  鹅 
grass  /grAùs/  草坪  greed  /griùd/  贪婪 
guest  /gest/  客人  guide  /gaId/  引导 

again  /«5geIn/  又，再  angry  /5æNgrI/  生气 

degree  /dI5griù/  度数  examine  /Ig5zæmIn/  考试 

example  /Ig5zAùmpl/  例子  figure  /5fIg«/  数字 

recognize  /5rek«gnaIz/  认识  sugar  /5SUg«/  糖 

bag  /bæg/  手提包  big  /bIg/  大的 
第二级：跟外教朗读短语 

1.  a great gun  一把好枪 

2.  as good as gold  （小孩）很乖 

3.  forget the exam  忘记考试 

4.  get angry with a guy  和一个家伙生气 

5.  give a glance  看一眼 

6.  green grass  绿色的草 

7.  guide a character  引导角色 
第三级：跟外教朗读句子 

1.  Do you want to play the game?  你想玩游戏吗？ 

2.  Gain got by a lie will burn one’s finger.  靠欺骗得来的利益会使自己受害。 

3.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4.  Give me the bag.  把袋子给我。 

5.  Gossiping and lying go hand in hand.  谣言和谎言从不分离。 

6.  Great hopes make great men.  伟大志向成就伟人。 

7.  He is a green hand.  他是个新手。 

8.  Try again.  再试一试。 

第四级：跟外教读绕口令 
1.  Cows graze in groves on grass which grows in grooves in groves. 

在小树林中，母牛吃在沟槽中生长的草。 

2.  Big green glass globes glow greenly. 

体积大的绿色玻璃球发出绿色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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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 －阶段 1 
国际音标从头学 

摩擦辅音/f/ 
1-07.mp3 

魔音达标三步曲 

第一步：发音器官·各就各位 

唇形：上齿轻触下唇。 

气流：气流从唇与齿之间的空隙通过，唇齿发生摩擦而成。 

声带：不振动。 

第二步：对照口型·模仿准备 

第三步：发音技巧·深度解析 

u  /f/这个音不同于汉语拼音f的发音，不要受汉语母语的影响在其后加上元音，发 

出类似/fo/（佛）的音来。 

v  /f/在词尾时，送气要强一些，否则可能造成吞音。 

经典代言二重奏 

coffee /5k�fI/ 咖啡 

句

子

代

言 

The fisher /fIS«/ sells fresh /freS/ fish /fIS/ . 
渔夫卖新鲜的鱼。 

The butterfly /5bÃt«flaI/ likes flowers /5flaU«z/ . 
蝴蝶喜欢花朵。 

图

片

代

言 

f 
前部



015 阶段 1－ 
国际音标从头学 

摩擦辅音/v/ 
1-08.mp3 

魔音达标三步曲 

第一步：发音器官·各就各位 

唇形：上齿轻触下唇。 

气流：气流从唇与齿之间的空隙通过，唇齿发生摩擦而成。 

声带：振动。 

第二步：对照口型·模仿准备 

第三步：发音技巧·深度解析 

/v/这个音不同于汉语拼音 w 的发音，在发/v/音时不要像发“危（wei） ”时一样。 

经典代言二重奏 

vegetable /5vedZIt«bl/ 蔬菜 

句

子

代

言 

Van /væn/  is a kind of vehicle /vI«kl/ . 
货车是一种交通工具。 

The visitor /5vIzIt«/ went to the village /5vIlIdZ/ . 
参观者去了那个村庄。 

图

片

代

言 

吴 
齿 唇



016 －阶段 1 
国际音标从头学 

外教跟读四级跳 

第一级：跟外教拼读单词 

face  /feIs/  脸  fall  /f�ùl/  下降 
family  /5fæmIlI/  家人  favorite  /5feIv«rIt/  最爱的 
fear  /fI«/  恐惧  fell  /fel/  击倒（fall 的过去式） 
flower  /5flaU«/  花  food  /fuùd/  食物 
free  /friù/  免费的  funny  /5fÃnI/  有趣的 

affair  /«5fE«/  事务  careful  /5kE«fUl/  仔细的 

coffee  /5k�fI/  咖啡  defend  /dI5fend/  防守 

define  /dI5faIn/  定义  office  /5�fIs/  办公室 

prefer  /prI5fÎù/  较喜欢  sofa  /5s«Uf«/  沙发 

soften  /5s�[ù]fn/  变柔和  chief  /tSiùf/  主要的 

cough  /k�f/  咳嗽  enough  /I5nÃf/  足够的 

half  /hAùf/  一半  if  /If/  如果 
第二级：跟外教朗读短语 

1.  a brief frame  简洁的结构 

2.  a famous film star  一位著名的电影明星 

3.  face to face  面对面 

4.  far from it  远非如此 

5.  feel fine  感觉不错 

6.  fight fire with fire  以毒攻毒 

7.  five fingers  五根手指 

8.  my father’s friend  我父亲的朋友 
第三级：跟外教朗读句子 

1.  Do you find the football fans?  你发现那些球迷了吗？ 

2.  Fair faces need no paint.  貌美无需胭脂粉。 

3.  Fair feather doesn’t make fine face.  人不可貌相。 

4.  Fame is a magnifying glass.  名声是放大镜。 

6.  The butterfly flitted from flower to flower.  蝴蝶在花丛中掠过。 

7.  This fisher is selling fresh fish.  这个渔夫在卖鲜鱼。 

8.  When it’s fall, there is a fine field of wheat. 
秋天的时候，呈现出一片长势喜人的麦田。 

第四级：跟外教读绕口令 

1.  Five fat friars frying flatfish.  五个胖的男修道士在煎比目鱼。 

2.  Flee from fog to fight flu fast!  摆脱困惑以快速地战胜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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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 阶段 1－ 
国际音标从头学 

外教跟读四级跳 

第一级：跟外教拼读单词 

vague  /veIg/  不明确的  vegetable  /5vedZIt«bl/  蔬菜 
very  /5verI/  非常  vest  /vest/  马甲 
Vienna  /vI5en«/  维也纳  vine  /vaIn/  藤，蔓 
visa  /5viùz«/  签证  volume  /5v�ljuùm/  音量 

avoid  /«5v�Id/  避免  driving  /5draIvIN/  驾驶 

eleven  /I5lev«n/  十一  even  /5iùv«n/  甚至 

ever  /5ev«/  曾经  government  /5gÃv«nm«nt/  政府 

level  /5lev[«]l/  水平  levy  /5levI/  征税 

never  /5nev«/  从来不  savings  /5seIvINz/  储蓄 

alive  /«5laIv/  活着的  brave  /breIv/  勇敢的 

deserve  /dI5zÎùv/  值得  eve  /iùv/  前夕 

have  /hæv/  有  love  /lÃv/  爱情 

move  /muùv/  移动  serve  /sÎùv/  服务 
第二级：跟外教朗读短语 

1.  a very hot oven  一个非常热的炉子 

2.  an invalid visa  一张无效的签证 

3.  marvelous achievement  了不起的成就 

4.  negative virtue  消极的美德 

5.  over and over again  一次又一次地 

6.  various views  各种各样的观点 

7.  visit the village  参观村庄 
第三级：跟外教朗读句子 

1.  He has a valuable valley villa.  他有一座有昂贵的峡谷别墅。 

2.  His voice varies with the tune of the violin. 他的声音随着小提琴曲调而变化。 

3.  Seventyseven thieves waved hands.  77 名小偷在挥手。 

4.  Steve has fallen in love with Vivian.  斯蒂夫已经和薇薇安相爱了。 

5.  These visitors lived in a small village.  这些旅游者住在一座小村庄里。 

6.  Van is a kind of vehicle.  货车是一种交通工具。 

7.  Victor has the right to vote in the activity.  维克多有权利参加活动的竞选。 

8.  Victor only eats vegetables.  维克多只吃蔬菜。 

第四级：跟外教读绕口令 
1.  Various visitors visited the village.  各种各样的访问者访问了这座村庄。 

2.  Vincent vowed vengeance very vehemently.  文森特发誓要残忍地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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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阶段 1 
国际音标从头学 

摩擦辅音/s/ 
1-09.mp3 

魔音达标三步曲 

第一步：发音器官·各就各位 

舌位：舌尖接近上齿龈，舌尖与上齿龈之间的距离较小。 

气流：气流从舌头与硬腭和齿龈之间通过，发生摩擦。 

声带：不振动。 

第二步：对照口型·模仿准备 

第三步：发音技巧·深度解析 

当/s/出现在单词末尾时，送气要略强一些。 

经典代言二重奏 

bus /bÃs/ 公共汽车 

句

子

代

言 

Stop /st�p/ saying /seIIN/ this /DIs/ . 
不要说这个了。 

My sister /5sIst«/ speaks /spiùks/ no truth. 
我的妹妹没一句真话。 

图

片

代

言 

斯 
s ī



019 阶段 1－ 
国际音标从头学 

摩擦辅音/z/ 
1-10.mp3 

魔音达标三步曲 

第一步：发音器官·各就各位 

舌位：舌尖接近上齿龈，舌尖与上齿龈之间的距离较小。 

气流：气流从舌头与硬腭和齿龈之间通过，发生摩擦，吐气较弱。 

声带：振动。 

第二步：对照口型·模仿准备 

第三步：发音技巧·深度解析 

u 当/z/出现在单词末尾时，送气要略强一些。 

v 汉语中没有/z/这个浊辅音，所以不要用汉语拼音的“z”来代替/z/。它们是完全 

不同的两个音。 

经典代言二重奏 

zip /zIp/ 拉链 句

子

代

言 

Ellizabeth /IlIz«beT/ is /Iz/ very lazy /leIzI/ . 
伊丽莎白很懒。 

The parking zone /z«Un/  is near the zoo /zuù/ . 
停车场离动物园不远。 

图

片

代

言 

兹 
z ī



020 －阶段 1 
国际音标从头学 

外教跟读四级跳 

第一级：跟外教拼读单词 

cease  /siùs/  终止  say  /seI/  说 
school  /skuùl/  学校  science  /5saI«ns/  科学 
see  /siù/  看见  sign  /saIn/  标记 
slow  /sl«U/  慢的  smoke  /sm«Uk/  烟 
sow  /saU/  播种  stay  /steI/  逗留 

ask  /Aùsk/  问  consider  /k«n5sId«/  考虑 

essay  /5eseI; 5esI/  散文  excellent  /5eks«l«nt/  卓越的 

fast  /fAùst/  最快的  last  /lAùst/  最后的 

must  /mÃst/  必须  past  /pAùst/  过去 

recent  /5riùsnt/  最近的  task  /tAùsk/  任务 
第二级：跟外教朗读短语 

1.  a slight sign  轻声的叹息 

2.  be at sixes and sevens  乱七八糟 

3.  for old times’s sake  看在旧日情分上 

4.  see the sea  看大海 

5.  seek some books  找一些书 

6.  seem to  似乎 

7.  sing a song  唱首歌 

8.  sink or swim  孤注一掷，成败在此一举 
第三级：跟外教朗读句子 

1.  My sister likes south Sweden.  我姐姐喜欢瑞典南部。 

2.  Practice makes perfect.  熟能生巧。 

3.  Sadness and gladness succeed each other.  悲喜互继，哀乐相续。 

4.  Sara feels sick on the sea.  萨拉晕船。 

5.  Second thought are best.  三思而后行。 

6.  Speech is silver. Silence is gold.  雄辩是银，沉默是金。 

7.  Stop saying like that!  不要那样说话！ 

8.  The spy speaks no truth.  这个间谍说的没一句是真话。 

第四级：跟外教读绕口令 
1.  He kisses the miss and she misses the kisses. 

他吻那位小姐，而她对这些吻念念不忘。 

2.  Sally always suffers from seasickness when she is at sea. 

在海上时，萨莉总是晕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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