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阶段一
1 0 天听音会写

高频词汇

�� 训练内容：
本阶段的训练内容为基础英语阶段最常使用的 1280 个高频词汇。通过听

写这些高频词汇，学习者不仅可以做到听音能写词，还可以进一步检测和巩固

其常用词汇量。

�� 训练方法：
不看书，请听录音，按照录音要求，把你听到的单词依次写在空白练习

纸上，然后对照本阶段中对应的文本，核对差错，并对拼错的单词重点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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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5baUt/  adv. 周围，附近；大约

around  /5raUnd/  adv. 周围，四周；到处

bee  /bi/  n. 蜜蜂

boy  /bI/  n. 男孩

careless  /5kelIs/  adj. 粗心的，疏忽的

clap  /klQp/  n. 鼓掌；霹雳声；v. 鼓掌，拍手

cotton  /5ktn/  n. 棉，棉花；棉线，棉纱

dialogue  /5daIlg/  n. 对话

earache  /5I7eIk/  n. 耳痛

exercise  /5ekssaIz/  n. 锻炼，运动；做操；练习

fire  /5faI/  n. 火；火灾，失火；v. 开火

fruit  /frut/  n. 水果

gray  /greI/  adj. 灰色的；灰白的；n. 灰色

high  /haI/  adj.&adv. 高的（地）

inside  /In5saId/  adv.&prep. 在内部；n. 内部

last  /lAst/  adj.&adv. 最后的（地）

luck  /lk/  n. 运气

midnight  /5mId7naIt/  n. 半夜

need  /nid/  n.&v. 需要，必要

officer  /5fIs/  n. 军官，警官

pay  /peI/  v. 支付

please  /pliz/  adv. 请；v. 请

quarter  /5kwt/  n. 十五分钟；四分之一；地区

river  /5rIv/  n. 河，河流

seven  /5sevn/  num. 七

sky  /skaI/  n. 天空

spoon  /spun/  n. 匙，汤匙

sure  /SU/  adj. 肯定的，确信的；adv. 的确

they  /DeI/  pron.（主格）他们；她们

tower  /5taU/  n. 塔；高楼；v. 高耸，屹立

village  /5vIlIdZ/  n. 乡村

white  /(h)waIt/  adj. 白的，白色的

above  /5bv/  prep. 在…上方；（数量）大于…

art  /At/  n. 艺术

beef  /bif/  n. 牛肉

brave  /breIv/  adj. 勇敢的

carry  /5kQrI/  vt. 运送，搬运

class  /klAs/  n. 班；班级；课程

cough  /kf/  n. 咳嗽

diary  /5daIrI/  n. 日记簿，日记

early  /5lI/  adj.&adv. 早的（地）

expect  /Ik5spekt/  v. 期待；预期

fireman  /5faImn/  n. 消防队员

full  /fUl/  adj. 饱的，满的

great  /greIt/  adj. 伟大的；重要的；大量的

hiking  /5haIkIN/  n. 徒步旅行

interest  /5IntrIst/  n. 兴趣

late  /leIt/  adj.&adv. 晚的（地），迟到的（地）

lunch  /lntS/  n. 午餐

milk  /mIlk/  n. 牛奶

needle  /5nidl/  n. 针，指针，针状物

often  /5()fn/  adv. 经常，常常

PE  /7pI5i/  n. 体育

plenty  /5plentI/  n. 丰富，富裕

queen  /kwin/  n. 王后；女王；纸牌中的 Q

road  /rUd/  n. 道路

seventeen  /5sevn5tin/  num. 十七

sleep  /slip/  v.&n. 睡眠

sport  /spt/  n. 体育运动

surprise  /s5praIz/  vt. 使诧异，使惊奇

thick  /TIk/  adj. 厚的

town  /taUn/  n. 城镇，城市

violin  /7vaI5lIn/  n. 小提琴

who  /hu/  pron. 谁

第 1 天（上）

不看书，请听录音，按照录音要求，把你听到的单词依次写在空白练习纸上，然后对照下面

的文本，核对差错，并对拼错的单词重点记忆。

听写练习（1）     001.mp3 听写练习（2）     002.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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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oad  /5brd/  adv. 出国，在国外

artist  /5AtIst/  n. 美术家；艺术家

beer  /bI/  n. 啤酒

bread  /bred/  n. 面包

cart  /kAt/  n. 大车，手推车；v. 用大车运走

classmate  /5klAsmeIt/  n. 同学

could  /kUd/  aux.&v. 可以，能，可能

dictionary  /5dIkSnrI/  n. 词典，字典

earn  /n/  v. 挣得，赚得，获得

expensive  /Iks5pensIv/  adj. 贵的，昂贵的

first  /fst/  n. 首先；第一

fun  /fn/  adj. 有趣的 n. 乐事，趣事

green  /grin/  n.&adj. 绿色（的）

hill  /hIl/  n. 小山

into  /5IntU/  prep. 到…里面

later  /5leIt/  adv. 后来；过后

magazine  /7mQg5zin/  n. 杂志

million  /5mIljn/  num.&n. 百万；百万个

neighbour  /5neIb/  n. 邻居

OK  /U5keI/  adv. 对；好

pea  /pi/  n. 豌豆

pocket  /5pkIt/  adj.（定语）袖珍的；n. 衣袋

question  /5kwestSn/  n. 问题

robot  /5rUbt/  n. 机器人

seventh  /5sevnT/  n. 第七；七分之一

slipper  /5slIp/  n. 拖鞋

spring  /sprIN/  n. 春季，春天，泉

swan  /swn/  n. 天鹅

thief  /Tif/  n. 贼

toy  /tI/  n. 玩具

visit  /5vIzIt/  v.&n. 拜访，参观

whose  /huz/  pron. 谁的

accident  /5QksIdnt/  n. 事故

ask  /Ask/  v. 问，询问

before  /bI5f/  adv.&prep. 在…之前

breakfast  /5brekfst/  n. 早餐

cartoon  /kA5tun/  n. 卡通画，动画片

classroom  /5klAsrum/  n. 教室，课堂

counter  /5kaUnt/  n. 柜台

die  /daI/  v. 死亡，去世

earth  /T/  n. 地球，土地

eye  /aI/  n. 眼睛；眼力，鉴赏力

fish  /fIS/  n. 鱼；v. 钓鱼

funny  /5fnI/  adj. 滑稽可笑的，有趣的

greet  /grit/  v. 致敬；迎接

him  /hIm/  pron.（宾格）他

invite  /In5vaIt/  v. 邀请

laugh  /lAf/  v. 笑，嘲笑

mail  /meIl/  n. 邮件；邮寄；v. 邮寄

mind  /maInd/  n. 思想，想法

neither  /5nID/  pron.&adj.（两者）都不（的）

old  /Uld/  adj. 年老的；老的，旧的，…岁的

peace  /pis/  n. 和平；平静

poem  /5pUIm/  n. 诗

quickly  /5kwIklI/  adv. 迅速地

rock  /rk/  n. 岩，岩石 v. 摇

seventy  /5sevntI/  num. 七十

slow  /slU/  adj. 慢的

square  /skwe/  n. 正方形；广场

sweater  /5swet/  n. 羊毛衫；针织上衣

thin  /TIn/  adj. 细的，瘦的，薄的

traffic  /5trQfIk/  n. 交通，交通量

visitor  /5vIzIt/  n. 客人，来宾，参观者

why  /(h)waI/  adv. 为什么

第 1 天（下）

不看书，请听录音，按照录音要求，把你听到的单词依次写在空白练习纸上，然后对照下面

的文本，核对差错，并对拼错的单词重点记忆。

听写练习（003）     003.mp3 听写练习（004）     004.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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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  /eIs/  n. 纸牌的幺点

asleep  /5slip/  adj. 睡着的

begin  /bI5gIn/  v. 开始

breath  /breT/  n. 呼吸

cashier  /kQSI/  n.（银行、商店等的）出纳员

clean  /klin/  adj. 干净的；v 打扫，清洁

country  /5kntrI/  n. 乡村；国家；农村

different  /5dIfrnt/  adj. 不同的

earthquake  /5TkweIk/  n. 地震

face  /feIs/  n. 脸

fisherman  /5fISmn/  n. 渔民，渔夫

furniture  /5fnItS/  n. 家具

ground  /graUnd/  n. 地面；地上

himself  /hIm5self/  pron. 他自己

iron  /5aIn/  n. 铁；熨斗

lawyer  /5lj/  n. 律师，法学家

mailbox  /meIlbks/  n. 信箱，邮筒

mine  /maIn/  n. 矿，矿山，矿井；pron. 我的

nephew  /5nefjU()/  n. 侄子，外甥

on  /n/  prep. 在…上面

peach  /pitS/  n. 桃

poet  /5pUIt/  n. 诗人

quiet  /5kwaIt/  adj. 安静的，平静的

roll  /rUl/  v. 绕，卷

several  /5sevrl/  adj. 几个，若干，数个

small  /sml/  adj. 小的

stage  /steIdZ/  n. 阶段，时期；舞台；戏剧

sweet  /swit/  adj. 甜的；n. 糖果

thing  /TIN/  n. 物，东西；事，事情

train  /treIn/  n. 火车，v. 培训；训练

volleyball  /5vlIbl/  n. 排球；排球运动

wide  /waId/  adj. 宽的；广阔的，广泛的

actor  /5Qkt/  n. 男演员

at  /Qt/  prep. 在；位于

behind  /bI5haInd/  adv.&prep. 在…后面，落后于…

bridge  /brIdZ/  n. 桥

cat  /kQt/  n. 猫

clerk  /klEk/  n. 工作人员；职员

countryside  /5kntrIsaId/  n. 农村，田野，乡下

difficult  /5dIfIklt/  adj. 困难的；难的

east  /ist/  n. 东，东方；adj. 东方的，东部的

factory  /5fQktrI/  n. 工厂

fishing  /fISIN/  n. 钓鱼

further  /5fD/  adj. 更多的，另外的；adv. 更远地

group  /grup/  n. 组，群

his  /hIz/  pron. 他的

is  /Iz/  v. 是（be 的第三人称单数）

lazy  /5leIzI/  adj. 懒惰的

mailman  /5meIlmQn/  n. 邮递员；邮差

minute  /5mInIt/  n. 分钟

nest  /nest/  n. 鸟窝；巢

once  /wns/  adv. 曾经，一次

peanut  /5pint/  n. 花生

policeman  /p5lismn/  n. 警察

quite  /kwaIt/  adv. 很，非常

roof  /ruf/  n. 房顶，屋顶

shadow  /5SQdU/  n. 影子，阴影；暗处，阴暗

smell  /smel/  n. 气味；嗅觉；v. 嗅，闻；闻起来

stairs  /stez/  n. 楼梯

swim  /swIm/  v. 游泳

think  /TINk/  v. 思考，考虑；想起

travel  /5trQvl/  v.&n. 旅行

wait  /weIt/  v. 等待，等候

wife  /waIf/  n. 妻子，夫人

第 2 天（上）

不看书，请听录音，按照录音要求，把你听到的单词依次写在空白练习纸上，然后对照下面

的文本，核对差错，并对拼错的单词重点记忆。

听写练习（005）     005.mp3 听写练习（006）     006.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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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ress  /5QktrIs/  n. 女演员

audience  /5djns/  n. 观众

bell  /bel/  n. 钟，铃

bright  /braIt/  adj. 明亮的，晴朗的；机灵的

catch  /kQtS/  v. 赶，追；抓住

clever  /5klev/  adj. 聪明的，机灵的

courtyard  /5ktjAd/  n. 院子

dig  /dIg/  v. 掘，挖

eastern  /5istn/  adj. 东方的，来自东方的，东部的

fail  /feIl/  v. 失败，不及格，未能通过考试

fist  /fIst/  n. 拳头

future  /5fjutS/  n. 未来

grow  /grU/  v. 生长，发育；种植

history  /5hIstrI/  n. 历史

island  /5aIlnd/  n. 岛

leaf  /lif/  n. 叶子

main  /meIn/  adj. 主要的

mirror  /5mIr/  n. 镜子

net  /net/  n. 网，网状物

one  /wn/  num. 一，一个

pear  /pe/  n. 梨；梨树

polite  /p5laIt/  adj. 有礼貌的，客气的；有教养的

rabbit  /5rQbIt/  n. 兔子，野兔

room  /rum/  n. 房间

shake  /SeIk/  v. 摇

smile  /smaIl/  v. 微笑

stamp  /stQmp/  n. 邮票

table  /5teIbl/  n. 桌子；饭桌

third  /Td/  num. 第三

tree  /tri/  n. 树，树木

waiter  /5weIt/  n. 男侍者，男服务员

wild  /waIld/  adj. 狂热的，疯狂的；野生的

address  /5dres/  n. 地址

August  /5gst/  n. 八月

below  /bI5lU/  prep. 在…下面，在下方

bring  /brIN/  v. 带来；拿来

cattle  /5kQtl/  n. 牛；牲口，家畜

climb  /klaIm/  v. 爬，攀登

cousin  /5kzn/  n. 表（堂）兄弟，表（堂）姐妹

dinner  /5dIn/  n. 晚餐；正餐

easy  /5izI/  adj. 容易的；简单的

fall  /fl/  n. 秋天 v. 落下；下跌；下降，减弱

five  /faIv/  num. 五

game  /geIm/  n. 比赛，竞赛；运动会；游戏

guest  /gest/  n. 客人

hobby  /5hbI/  n. 爱好，嗜好

it  /It/  pron. 它

learn  /ln/  v. 学，学习

make  /meIk/  vt. 做，制造，使得

Miss  /mIs/  n. 小姐

never  /5nev/  adv. 从来不，决不

only  /5UnlI/  adj. 唯一的，仅有的

pen  /pen/  n. 钢笔

pollution  /p5luSn/  n. 污染

racket  /5rQkIt/  n. 球拍

round  /raUnd/  adj. 圆的；adv. 周围

shape  /SeIp/  n. 形状，外形；adj. 成形的

smoke  /smUk/  n.&v. 烟，烟尘；吸烟，抽烟

stand  /stQnd/  v. 站；立

tail  /teIl/  n. 尾巴

thirsty  /5TstI/  adj. 口渴的

triangle  /5traIQNgl/  n. 三角形

waitress  /5weItrIs/  n. 女招待员，女服务员

win  /wIn/  v. 获胜

第 2 天（下）

不看书，请听录音，按照录音要求，把你听到的单词依次写在空白练习纸上，然后对照下面

的文本，核对差错，并对拼错的单词重点记忆。

听写练习（007）     007.mp3 听写练习（008）     008.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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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plane  /5erpleIn/  n. 飞机

aunt  /Ant/  n. 伯母；婶母；姑母；姨母；舅母

beside  /bI5saId/  prep. 在…旁边；和…相比

broad  /brd/  adj. 宽的，广阔的；adv. 宽阔地

cause  /kz/  n. 原因，理由；目标；v. 使产生

clock  /klk/  n. 钟

cow  /kaU/  n. 奶牛

dirty  /5dtI/  adj. 脏的

eat  /it/  v. 吃
family  /5fQmIlI/  n. 家；家人，家庭；家庭成员

floor  /fl/  n. 地面，地板；楼层

garage  /5gQrA(d)Z/  n. 车库

guitar  /gI5tA/  n. 吉他

hole  /hUl/  n. 洞

jacket  /5dZQkIt/  n. 短上衣，夹克衫

leave  /liv/  v. 离开，留下

man  /mQn/  n. 男人

miss  /mIs/  v. 错过；思念，想念；惦念

new  /nju/  adj. 新的；新来的

open  /5Upn/  adj. 开着的；公开的；v. 打开

pencil  /5pensl/  n. 铅笔

pool  /pul/  n. 游泳池

radio  /5reIdIU/  n. 收音机

rubbish  /5rbIS/  n. 废物，垃圾；废话

she  /Si/  pron.（主格）她

snake  /sneIk/  n. 蛇

star  /stA/  n. 星星

take  /teIk/  vt. 认为，当作，拿，取

thirteen  /5T5tin/  num. 十三

trip  /trIp/  n. 旅行；旅程

wake  /weIk/  v. 醒来；唤醒

wind  /wId/  n. 风

afraid  /5freId/  adj. 恐怕的；担心的；害怕的

autumn  /5tm/  n. 秋天

between  /bI5twin/  prep.&adv. 在（两者）之间

brother  /5brD/  n. 兄弟

cave  /keIv/  n. 山洞，洞穴；v. 塌陷

close  /klUz/  adj. 靠近的，亲密的；v. 关闭

crazy  /5kreIzI/  adj. 疯狂的；蠢的

disease  /dI5ziz/  n. 疾病

education  /7edjU()5keISn/  n. 教育，培养

famous  /5feIms/  adj. 著名的

flower  /5flaU/  n. 花

garden  /5gAdn/  n. 花园

gym  /dZIm/  n. 体育馆；健身房

holiday  /5hldI/  n. 假日；节日

jam  /dZQm/  n. 果酱

lecture  /5lektS/  v.&n. 演讲，讲课

many  /5menI/  adj. 很多的，许多的

mistake  /mIs5teIk/  n. 错误

news  /njuz/  n. 新闻

orange  /5rIndZ/  adj. 橙色的，橘黄色的；n. 橘子

people  /5pipl/  n. 人们，人民，人

poor  /pU/  adj. 贫困的，穷的；可怜的；贫乏的

railway  /5reIlweI/  n. 铁路

rule  /rul/  n. 惯例；规章，规则

sheep  /Sip/  n. 绵羊

snow  /snU/  n. 雪；v. 下雪

start  /stAt/  v. 出发；开始；着手

talk  /tk/  v. 说话；交谈

thirteenth  /5T5tinT/  num.&n. 第十三（个）

trouble  /5trbl/  n.&v. 麻烦

walk  /wk/  v.&n. 走，步行，散步

window  /5wIndU/  n. 窗户

第 3 天（上）

不看书，请听录音，按照录音要求，把你听到的单词依次写在空白练习纸上，然后对照下面

的文本，核对差错，并对拼错的单词重点记忆。

听写练习（009）     009.mp3 听写练习（010）     010.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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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5Aft/  prep. 在…之后

awake  /5weIk/  adj. 醒着的；v. 唤醒；醒

bicycle  /5baIsIkl/  n. 自行车

brown  /braUn/  adj. 棕色的，褐色的；n. 棕色

celebrate  /5selIbreIt/  v. 庆祝；庆贺

closet  /5klzIt/  n. 壁橱

crop  /krp/  n. 农作物，庄稼

distance  /5dIstns/  n. 距离

egg  /eg/  n. 蛋，鸡蛋

fan  /fQn/  n. 扇子，风扇，鼓风机

fly  /flaI/  v 飞；飞行；乘飞机旅行；n. 苍蝇

gate  /geIt/  n. 大门，门口

habit  /5hQbIt/  n. 习惯；脾性

home  /hUm/  n. 家

January  /5dZQnjUrI/  n. 一月

left  /left/  adj. 左边的，左面的；在左方的 n. 左边

map  /mQp/  n. 地图

mix  /mIks/  v. 混淆

newspaper  /5njuspeIp/  n. 报纸

other  /5D/  adj. 别的，另外的

percent  /p5sent/  n. 几百分之一，百分点

popular  /5ppjUl/  adj. 流行的，通俗的

rain  /reIn/  n. 雨；v. 下雨

ruler  /5rul/  n. 尺子

shelf  /Self/  n. 书架

snowy  /5snUI/  adj. 下雪的

station  /5steISn/  n.（汽车、火车）车站

tall  /tl/  adj. 高的

thirtieth  /5TtIIT/  num. 第三十（个）

trousers  /5traUzz/  n. 裤子

wall  /wl/  n. 墙，墙壁

windy  /5wIndI/  adj. 有风的，多风的

afternoon  /5Aft5nun/  n. 下午；午后

away  /5weI/  adv. 离，远离；变化，消失

big  /bIg/  adj. 大的

brush  /brS/  n. 刷子，毛刷；画笔；v. 刷，擦

center  /5sent/  n. 中心，中央；核心；中心人物

clothes  /klUDz/  n. 服装

cross  /krs/  n. 叉；v. 穿过；穿越；横跨

do  /du/  aux. 用于构成否定句和疑问句

eight  /eIt/  num. 八

far  /fA/  adj. 远的

follow  /5flU/  v. 跟随，追随

gentleman  /5dZentlmn/  n. 绅士

hair  /he/  n. 头发

homework  /5hUmwk/  n. 家庭作业

jeans  /dZinz/  n. 牛仔裤

leg  /leg/  n. 腿

March  /mAtS/  n. 三月

modern  /5mdn/  adj. 现代的

next  /nekst/  adj. 距离最近的，紧挨着的

our  /5aU/  pron. 我们的

person  /5psn/  n. 人

population  /7ppjU5leISn/  n. 人口；人口总数

rainbow  /5reInbU/  n. 彩虹

run  /rn/  v. 穿过，流过；跑

ship  /SIp/  n. 轮船，船

so  /sU/  adv. 如此；这样

stay  /steI/  v.&n. 停留，逗留

taste  /teIst/  n. 味，味道；爱好，趣味；v. 品尝

thirty  /5TtI/  num. 三十

truck  /trk/  n. 卡车，载重汽车

want  /wnt/  v. 想，想要

wine  /waIn/  n. 葡萄酒；酒

第 3 天（下）

不看书，请听录音，按照录音要求，把你听到的单词依次写在空白练习纸上，然后对照下面

的文本，核对差错，并对拼错的单词重点记忆。

听写练习（011）     011.mp3 听写练习（012）     012.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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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  /5geIn/  adv. 又，再

ax  /Qks/  n. 斧子

bike  /baIk/  n.（口语）自行车

building  /5bIldIN/  n. 建筑物；建筑；楼

central  /sen5trAl/  adj. 中心的，中央的，中部的

cloud  /klaUd/  n. 云；阴影；一大群

crossing  /5krsIN/  n. 十字路口

doctor  /5dkt/  n. 医生；博士

eighteen  /eI5tin/  n. 十八

farm  /fAm/  n. 农场，农庄

fond  /fnd/  adj. 喜爱的

get  /get/  v. 得到；买；到达

haircut  /5hekt/  n. 理发

honest  /5nIst/  adj. 诚实的，正直的，老实的

jeep  /dZip/  n. 吉普车

lemon  /5lemn/  n. 柠檬

market  /5mAkIt/  n. 集市；市场

mom  /mm/  n. 妈妈（口语）

nice  /naIs/  adj. 令人愉快的，好的，美的

ourselves  /7aU5selvz/  pron. 我们自己

pet  /pet/  n. 宠物

post  /pUst/  v. 张贴，公布

raincoat  /5reInkUt/  n. 雨衣

sad  /sQd/  adj. 难过的，悲伤的，沮丧的

shirt  /St/  n. 男（式）衬衫

soap  /sUp/  n. 肥皂

stocking  /5stkIN/  n. 长袜

taxi  /5tQksI/  n. 出租车

this  /DIs/  pron. 这个

try  /traI/  v.&n. 试，尝试；努力

warm  /wm/  adj. 暖和的，温暖的

winter  /5wInt/  n. 冬天；冬季

against  /5geInst/  prep. 反对；对着；防止；碰

baby  /5beIbI/  n. 婴儿，孩子；年龄最小的人

billion  /5bIljn/  n.（美）十亿；（英）万亿

bus  /bs/  n. 公共汽车

century  /5sentSUrI/  n. 世纪

club  /klb/  n. 俱乐部

crowd  /kraUd/  n. 人群；群众；v. 拥挤；挤满

dog  /dg/  n. 狗

eighth  /eItT/  num. 第八

farmer  /5fAm/  n. 农民，农夫

food  /fud/  n. 食物

giant  /5dZaInt/  n. 巨人

half  /hAf/  n. 一半

honey  /5hnI/  n. 蜂蜜

job  /dZb/  n. 工作

lend  /lend/  v. 借出

marriage  /5mQrIdZ/  n. 结婚，婚姻生活

moment  /5mUmnt/  n. 一会儿，片刻

night  /naIt/  n. 晚上，夜晚

out  /aUt/  adv. 出；在外

phone  /fUn/  n. 电话

postcard  /5pUstkAd/  n. 明信片，风景明信片

raindrop  /5reIndrp/  n. 雨滴

safe  /seIf/  adj. 安全的

shoes  /Suz/  n. 鞋

soccer  /5sk/  n. 英式足球

stomach  /5stmk/  n. 胃

tea  /ti/  n. 茶

those  /DUz/  pron. 那些

Tuesday  /5tjuzdI/  n. 星期二

wash  /wS/  n.&v. 洗

wise  /waIz/  adj. 智慧的，聪明的

第 4 天（上）

不看书，请听录音，按照录音要求，把你听到的单词依次写在空白练习纸上，然后对照下面

的文本，核对差错，并对拼错的单词重点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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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eIdZ/  n. 年龄

back  /bQk/  adj. 最后面的，向后；n. 背部 v. 回来

bird  /bd/  n. 鸟

businessman  /5bIznIsmn/  n. 商人

certainly  /5stnlI/  adv. 当然；可以

coast  /kUst/  n. 海岸

cry  /kraI/  n. 哭，哭声；叫喊，喊声

doll  /dl/  n. 玩具娃娃

either  /5aID(r)/  adj.（两者中）任一，每一方的

fast  /fAst/  adv. 快

foolish  /5fulIS/  adj. 愚蠢的

gift  /gIft/  n. 礼物

hall  /hl/  n. 大厅；礼堂

honour  /5n/  n. 荣誉，光荣；v. 尊敬；给予荣誉

journey  /5dZnI/  n. 旅行；旅程

lesson  /5lesn/  n. 功课，课；（pl）课程，教训

match  /mQtS/  n. 比赛

Monday  /5mndI/  n. 星期一

nine  /naIn/  num. 九

outdoor  /aUt5d/  adj.&adv.户外的（地），野外的（地）

photo  /5fUtU/  n. 相片，照片

postman  /5pUstmn/  n. 邮递员

rainy  /5reInI/  adj. 下雨的

same  /seIm/  adj. 相同的；同一的

shop  /Sp/  n. 商店；v. 购物

society  /s5saItI/  n. 社会；协会；团体；社交界

stomach  /5stmk/  n. 胃

teach  /titS/  v. 教，教学

thousand  /5TaUznd/  n.&adj. 一千（的）

turn  /tn/  v. 转动，旋转；改变方向；使变化

washroom  /wSrum/  n. 洗手间

wish  /wIS/  n.&v. 希望，愿望

air  /e/  vt. 使…通风；n. 空气

bad  /bQd/  adj. 坏的；不好的

birthday  /5bTdeI/  n. 生日

busy  /5bIzI/  adj. 忙的

chair  /tSe/  n. 椅子

coat  /kUt/  n. 上衣；外套

cup  /kp/  n. 奖杯，杯子

dollar  /5dl/  n. 美元

electric  /I5lektrIk/  adj. 电动的，电的

fat  /fQt/  adj. 胖的

foot  /fUt/  n. 足，脚；英尺

giraffe  /dZI5rAf/  n. 长颈鹿

hamburger  /5hQmbg/  n. 汉堡包

hope  /hUp/  v.&n. 希望

juice  /dZus/  n.（水果、蔬菜或肉的）汁

letter  /5let/  n. 信，字母

math  /mQT/  n. 数学

money  /5mnI/  n. 钱

nineteen  /5naIn5tin/  num. 十九

outside  /aUt5saId/  n. 外侧，外面；adj. 外部的

photograph  /5fUtgrAf/  n. 照片

pot  /pt/  n. 罐

raise  /reIz/  v. 举起，提升；抚养；建立，树立

sandwich  /5sQnwIdZ/  n. 三明治

shopping  /5SpIN/  n. 购物

sock  /sk/  n. 短袜

stone  /stUn/  n. 石头

teacher  /5titS/  n. 教师

three  /Tri/  num. 三

TV  /5ti5vi/  n. 电视

watch  /wtS/  v. 观看；n. 手表

with  /wID/  prep. 和…一起

第 4 天（下）

不看书，请听录音，按照录音要求，把你听到的单词依次写在空白练习纸上，然后对照下面

的文本，核对差错，并对拼错的单词重点记忆。

听写练习（015）     015.mp3 听写练习（016）     016.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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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port  /5ept/  n. 机场

badly  /5bQdlI/  adv. 非常地

biscuit  /5bIskIt/  n. 饼干

but  /bt/  conj. 可是，但是

chairman  /5tSemn/  n. 主席

coconut  /5kUknt/  n. 椰子

cupboard  /5kbd/  n. 碗柜；橱柜

dolphin  /5dlfIn/  n. 海豚

elephant  /5elIfnt/  n. 象

father  /5fAD/  n.（=dad）父亲

football  /5fUtbl/  n. 足球；足球运动

girl  /gl/  n. 女孩

hand  /hQnd/  n. 手

horn  /hn/  n. 号角

July  /dZU()5laI/  n. 七月

library  /5laIbrrI/  n. 图书馆

mathematics  /7mQTI5mQtIks/  n. 数学

monkey  /5mNkI/  n. 猴子；顽皮的小孩

ninetieth  /5naIntIIT/  num.&n. 第九十（个）

over  /5Uv/  adv. 在那边；越过；v. 结束

photographer  /f5tgrf/  n. 摄影师

potato  /p5teItU/  n. 马铃薯，土豆

read  /rid/  v. 读；阅读

Saturday  /5sQtdI/  n. 星期六

short  /St/  adj. 矮的，短的

sofa  /5sUf/  n. 沙发

stop  /stp/  n. 车站；v. 停止

teeth  /tiT/  n. 牙，tooth 的复数

through  /Tru/  prep. 穿过，通过；从开始到结束

twelfth  /twelfT/  num. 第十二

water  /5wt/  n. 水；v. 浇水

woman  /5wUmn/  n. 女人

along  /5lN/  prep. 沿着，顺着

badminton  /5bQdmIntn/  n. 羽毛球

black  /blQk/  adj. 黑的，黑色的；n. 黑色

butcher  /5bUtS/  n. 屠夫，卖肉者

chalk  /tSk/  n. 白垩；粉笔；v. 用粉笔写或画

coffee  /5kfI/  n. 咖啡

customer  /5kstm/  n. 顾客

donkey  /5dNkI/  n. 驴

elevator  /5elIveIt/  n. 电梯

fault  /flt/  n. 过失，过错；缺点，毛病；故障

for  /f/  prep. 为；给

give  /gIv/  v. 给

handbag  /5hQndbQg/  n. 手提包

horse  /hs/  n. 马

jump  /dZmp/  v. 跳；跳跃

life  /laIf/  n. 生活，一生；生命

matter  /5mQt/  n. 东西，事情；情况

moon  /mun/  n. 月亮

ninety  /5naIntI/  num. 九十

overcoat  /5UvkUt/  n. 大衣

piano  /pI5QnU/  n. 钢琴

power  /5paU/  n. 力，能力，精力；权力；功率

ready  /5redI/  adj. 准备好的，乐意的，情愿的

say  /seI/  v. 说

should  /SUd/  aux.&v. 应该

soft  /sft/  adj. 柔软的，温和的

store  /st/  n. 商店；备用品；储藏

telegraph  /5telIgrAf/  n. 电报机；电报

throw  /TrU/  v. 投，扔

twelve  /twelv/  num. 十二

waterfall  /5wtfl/  n. 瀑布

wonderful  /5wndfUl/  adj. 极好的，奇妙的

第 5 天（上）

不看书，请听录音，按照录音要求，把你听到的单词依次写在空白练习纸上，然后对照下面

的文本，核对差错，并对拼错的单词重点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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