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元音字母在单词中发长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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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法则 01
字母 a 在重读开音节中发 /eI/

 例词

age
/eIdZ/  n. 年龄；时代

able
/5eIbl/  adj. 有能力的；能干的

bake
/beIk/  vt. 烤，烘，焙

cake
/keIk/  n. 蛋糕，饼，糕

date
/deIt/  n. 日期

face
/feIs/  n. 脸

game
/geIm/  n. 游戏，运动，比赛

gate
/geIt/  n. 大门

grade
/greId/  n. 年级

lake
/leIk/  n. 湖

lady
/5leIdI/  n. 女士

make
/meIk/  v. 制造，生产

mistake
/mIs5teIk/  n. 错误

name
/neIm/  n. 名字

paper
/5peIp/  n. 纸，文章

plane
/pleIn/  n. 飞机

take
/teIk/  vt. 拿，取

01.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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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法则 02
字母 e 在重读开音节中发 /i/

 例词

be
/bi/  v. 是

fever
/5fiv/  n. 发热，发烧；狂热

he
/hi/  pron. 他

legal
/5ligl/  adj. 法律的；合法的

me
/mi/  pron. 我

meter
/5mit/  n. 米，计量器

she
/Si/  pron. 她

Peter
/5pit/  n. 彼得

we
/wi/  pron.（主格）我们

recent
/5risnt/  adj. 新近的，最近的

eve
/iv/  n. 前夜，前夕

these
/Diz/  pron.&adj. 这些

even
/5ivn/  adj. 甚至，更加

theme
/Tim/  n. 题目；主旋律

黄金法则 03
字母 i(y) 在重读开音节中发 /aI/

 例词

ice
/aIs/  n. 冰

title
/5taItl/  n. 标题，题目

02.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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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le
/5aIdl/  adj. 空闲的；懒散的

like
/laIk/  vt. 喜欢，想要

item
/5aItem,5aItm/  n. 条，条款

nice
/naIs/  adj. 好的，好看的

kite
/kaIt/  n. 风筝

write
/raIt/  vt. 书写；写

line
/laIn/  n. 排，线路，线条

rice
/raIs/  n. 米饭；大米

mile
/maIl/  n. 英里

idea
/aI5dI/  n. 主意，念头

bike
/baIk/  n. 自行车

by
/baI/  prep. 靠，通过

bite
/baIt/  vt. 咬，叮

my
/maI/  pron. 我的

cite
/saIt/  vt. 引用，引证；举例

cry
/kraI/  vi. 哭；叫喊

fine
/faIn/  adj. 好的

deny
/dI5naI/  vt. 否定

nine
/naIn/  num. 九，九个，第九

fly
/flaI/  v. 飞，飞行

shine
/SaIn/  v. 照耀；发光

shy
/SaI/  adj. 易受惊的；害羞的

time
/taIm/  n. 时间，时代

sky
/skaI/  n. 天空

climate
/5klaImIt/  n. 气候

try
/traI/  vt. 尝试，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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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mp3

library
/5laIbrrI/  n. 图书馆

type
/taIp/  n. 类型；样式

silent
/5saIlnt/  adj. 沉默的；寂静无声的

why
/waI/  adv. 为什么，为何

黄金法则 04
字母 o 在重读开音节中发 /U/

 例词

go
/gU/  vi. 去，进行

mode
/mUd/  n. 方式，样式

no
/nu/  adv. 不，否

note
/nUt/  n. 钞票，纸币；笔记

nose
/nUz/  n. 鼻子

rose
/rUz/  n. 玫瑰花

code
/kUd/  n. 准则；代码

smoke
/smUk/  n. 烟；抽烟

cope
/kUp/  vi. 对付，应付

vote
/vUt/  n. 选举，投票，表决

hope
/hUp/  n.&vt.&vi. 希望

home
/hUm/  n. 家

lone
/lUn/  adj. 孤独的；孤立的

joke
/dZUk/  n. 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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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mp3黄金法则 05
字母 u 在重读开音节中发 /ju/

 例词

use
/ju:s/  vt. 用，使用

fuse
/fjuz/  n. 保险丝，导火线

amuse
/5mjuz/  vt. 娱乐；逗……乐

future
/5fjutS/  n. 将来，未来

abuse
/5bjuz/  vt. 滥用；虐待

huge
/hjudZ/  adj. 巨大的

cute
/kjut/  adj. 可爱的，伶俐的

pupil
/5pjupl/  n. 小学生；学生

duty
/5djutI/  n. 义务；责任

tune
/tjun/  n. 调子；和谐

excuse
/Iks5kjuz/  n. 藉口；托辞

mute
/mjut/  adj. 缄默的 n. 哑巴

fume
/fjum/  n./v. 愤怒，冒烟

综合拼读练习
学习自然拼读，你将具备两大技能：听音写词和见词能读。本节的拼读

练习将围绕着这两个技能展开，帮助学习者进一步体会自然拼读的神奇奥秘。

在接下来的练习中，每个单词的前面都带有一个数字序号。这个序号就

是黄金法则的序号。如果在练习的过程中无法确定单词具体该怎么拼读，可以

依据该序号重温一下具体的拼读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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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mp3

第一关（听音写词）

练习
要求

听录音，根据黄金法则，补全单词。

规则 例词 音标 释义

01 _ble /5eIbl/ adj. 有能力的；能干的

05 ab_se /5bjuz/ vt. 滥用；虐待

01 _ge /eIdZ/ n. 年龄；时代

05 am_se /5mjuz/ vt. 娱乐；逗……乐

01 b_ke /beIk/ vt. 烤，烘，焙

02 b_ /bi/ v. 是

03 b_ke /baIk/ n. 自行车

03 b_te /baIt/ vt. 咬，叮

03 b_ /baI/ prep. 靠，通过

01 c_ke /keIk/ n. 蛋糕，饼，糕

03 c_te /saIt/ vt. 引用，引证；举例

03 cl_mate /5klaImIt/ n. 气候

04 c_de /kUd/ n. 准则；代码

04 c_pe /kUp/ vi. 对付，应付

03 cr_ /kraI/ vi. 哭；叫喊

05 c_te /kjut/ adj. 可爱的，伶俐的

01 d_te /deIt/ n. 日期

03 den_ /dI5naI/ vt. 否定

05 d_ty /5djutI/ n. 义务；责任

02 _ve /iv/ n. 前夜，前夕

02 _ven /5ivn/ adj. 甚至，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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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exc_se /Iks5kjuz/ n. 藉口；托辞

01 f_ce /feIs/ n. 脸

02 f_ver /5fiv/ n. 发热，发烧；狂热

03 f_ne /faIn/ adj. 好的

03 fl_ /flaI/ v. 飞，飞行

05 f_me /fjum/ n./v. 愤怒，冒烟

05 f_se /fjuz/ n. 保险丝，导火线

05 f_ture /5fjutS/ n. 将来，未来

01 g_me /geIm/ n. 游戏，运动，比赛

01 g_te /geIt/ n. 大门

04 g_ /gU/ vi. 去，进行

01 gr_de /greId/ n. 年级

02 h_ /hi/ pron. 他

04 h_me /hUm/ n. 家

04 h_pe /hUp/ n.&vt.&vi. 希望

05 h_ge /hjudZ/ adj. 巨大的

03 _ce /aIs/ n. 冰

03 _dea /aI5dI/ n. 主意，念头

03 _dle /5aIdl/ adj. 空闲的；懒散的

03 _tem /5aItm/ n. 条，条款

04 j_ke /dZUk/ n. 笑话

03 k_te /kaIt/ n. 风筝

01 l_dy /5leIdI/ n. 女士

01 l_ke /leIk/ n.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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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l_gal /5ligl/ adj. 法律的；合法的

03 l_brary /5laIbrrI/ n. 图书馆

03 l_ke /laIk/ vt. 喜欢，想要

03 l_ne /laIn/ n. 排，线路，线条

04 l_ne /lUn/ adj. 孤独的；孤立的

01 m_ke /meIk/ v. 制造，生产

02 m_ /mi/ pron. 我

02 m_ter /5mit/ n. 米，计量器

03 m_le /maIl/ n. 英里

01 mist_ke /mIs5teIk/ n. 错误

04 m_de /mUd/ n. 方式，样式

05 m_te /mjut/ adj. 缄默的 n. 哑巴

03 m_ /maI/ pron. 我的

01 n_me /neIm/ n. 名字

03 n_ce /naIs/ adj. 好的，好看的

03 n_ne /naIn/ num. 九，九个，第九

04 n_ /nu/ adv. 不，否

04 n_se /nUz/ n. 鼻子

04 n_te /nUt/ n. 钞票，纸币；笔记

01 p_per /5peIp/ n. 纸，文章

02 P_ter /5pit/ n. 彼得

01 pl_ne /pleIn/ n. 飞机

05 p_pil /5pjupl/ n. 小学生；学生

02 r_cent /5risnt/ adj. 新近的，最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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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r_ce /raIs/ n. 米饭；大米

04 r_se /rUz/ n. 玫瑰花

02 sh_ /Si/ pron. 她

03 sh_ne /SaIn/ v. 照耀；发光

03 sh_ /SaI/ adj. 易受惊的；害羞的

03 s_lent /5saIlnt/ adj. 沉默的；寂静无
声的

03 sk_ /skaI/ n. 天空

04 sm_ke /smUk/ n. 烟；抽烟

01 t_ke /teIk/ vt. 拿，取

02 th_me /Tim/ n. 题目；主旋律

02 th_se /Diz/ pron.&adj. 这些

03 t_me /taIm/ n. 时间，时代

03 t_tle /5taItl/ n. 标题，题目

03 tr_ /traI/ vt. 尝试，努力

05 t_ne /tjun/ n. 调子；和谐

03 t_pe /taIp/ n. 类型；样式

05 _se /ju:s/ vt. 用，使用

04 v_te /vUt/ n. 选举，投票，表决

02 w_ /wi/ pron.（主格）我们

03 wh_ /waI/ adv. 为什么，为何

03 wr_te /raIt/ vt. 书写；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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