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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上册Unit 1 How often do you exercise?

    how often多久一次    

    hardly  adv. 几乎不；几乎没有    

    【助记魔咒】    

    太困难了，几乎不能做到。    

    hard（困难的）+ly（副词后缀）→hardly（adv.几乎不）    

    ever  adv. 曾；曾经    

    【重点词组】ever since 自那以后；for ever 永远    

    twice  adv. 两次；两倍    

    once    adv. 一次    

    time   n. （c）次；次数    

    Internet    n. 网络；互联网    

    【助记魔咒】           

     互联网是全世界互相连接的网。    

    Inter（互相）＋net（网）→Internet（n.互联网）    

    Program   n.（戏剧、广播、电视等的）节目、表演；    

    （电脑）程序    

    【助记魔咒】    

    节目单要写在节目播出之前。    

    pro（在……前面）＋gram（写）→program（n.节目单）    

    no   adj.没有的；全无的    

    result   n. 结果；成果    

    【助记魔咒】re+sult→result    

    as for 至于；关于    

    junk   n. 废弃的旧物；破烂物    

    junk food 垃圾食品    

    milk   n. 牛奶    

    health    n. 健康；健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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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viewer   n. 采访者    

    【助记魔咒】interview(v.采访)＋er（表“人”的后缀）→interviewer（n.采访者）    

    habit    n. 习惯；习性    

    【助记魔链】习惯(habit)是一点点地(bit)养成的。    

    a lot of 大量；许多    

    of course 当然    

    look after照顾；照看    

    difference   n. 不同；差异；区别    

    grade   n. 分数；成绩；年级    

    lifestyle    ｎ. 生活方式    

    【助记魔咒】life(生活)＋style（方式）→lifestyle(n.生活方式)    

    unhealthy   adj.  不健康的；不益健康的    

    【助记魔咒】un(否定前缀)＋healthy（adj.健康的）→unhealthy(adj.不健康的)    

    yuck   int.（表示反感、厌恶等）呸；啐    

    although   conj.  (=though)虽然；即使；纵然

八年级·上册Unit 2  What’s the matter?

    Matter   n. 事情；问题；差错Arm   n. 臂；胳膊    

    Back    n. 后背；背脊Ear   n. 耳朵    

    【助记魔链】用耳朵(ear)听(hear)声音。    

    Eye    n. 眼睛    

    【助记魔咒】eye中两个字母e像两只眼睛，字母y像倒着的鼻子。    

    Foot    n. (pl. feet) 脚；足    

    【重点词组】on foot步行    

    head    n. 头；头部    

    【重点词组】use one’s head动脑筋；at the head of在……前面    

    leg    n. 腿；腿部neck    n. 脖子；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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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词组】neck and neck并驾齐驱；不分上下    

    nose    n. 鼻子stomach    n. 胃；胃部    

    tooth    n. 牙齿sore    adj.  疼痛的    

    have    v.  得（病）；患（病）cold     n. 伤风；感冒    

    【助记魔咒】老（old）人冬天容易感冒（cold）。    

    have a cold患感冒    

    stomachache     n. 胃痛；腹痛；肚子痛    

    【助记魔咒】stomach（胃）+ache（疼痛）→stomachache（n.胃痛）    

    throat     n. 喉头；喉咙；咽喉    

    toothache     n. 牙痛    

    【助记魔咒】tooth（牙）＋ache（疼痛）→toothache（n.牙痛）    

    fever    n. 发烧；发热    

    【重点词组】have a fever发烧    

    lie    v. （lay， lain）躺；卧；（某物）平放在某处    

    rest     v.   休息    honey    n. 蜂蜜    

    dentist     n. 牙医    water     n. 水    

    should    aux. v. 应该    headache    n. 头痛    

    【助记魔咒】head(头)＋ache(疼痛)→headache(n.头痛)    

    shouldn’t＝should not    

    ago     adv.(距……)以前    

    【助记魔咒】以前（ago）走（go）过一（a）条泥泞的路。    

    Illness    n. 疾病；生病    

    【助记魔咒】ill（adj.生病的）＋ness(名词后缀)→illness(n.疾病)    

    advice      n. 劝告；忠告；建议    

    thirsty     adj.  渴的；口渴的    

    【助记魔链】thirsty(渴的)－thirty（三十）    

    stress     v.  加压力于；使紧张  n. 压力；紧张    

    【助记魔链】stress（压力）－street（街道）    

    stressed out 紧张的；有压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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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rly    adv.  早；提早    

    traditional      adj.  传统的；惯例的    

    【助记魔咒】tradition（n.传统）+al（形容词后缀）→traditional（adj.传统的）    

    balance     n. 平衡；平衡状态；协调    

    yin n. (汉)（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存在于宇宙万物间的两大对立面之一，跟“阳”相对）阴    

    yang n. （汉）（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存在于宇宙万物间的两大对立面之一，跟“阴”相对）阳    

    beef     n. 牛肉    

    Dangshen  n. （中草药）党参    

    【助记魔咒】Dangshen是汉语拼音。 Huangqi n. （中草药）黄芪    

    【助记魔咒】Huangqi是汉语拼音。Herb    n. 草本植物；药草；香草    

    【助记魔咒】喝吧！刚煎好的中草药。  herb谐音“喝吧”。    

    Tofu    n. 豆腐    

    【助记魔咒】tofu是汉语音译词。    

    Important    adj.  重要的；重大的      

    Balanced    

    【助记魔咒】balance(v.)+(e)d（形容词后缀）→balanced（adj.平衡的；协调的）    

    diet    n. 饮食；节食    

    【助记魔链】节食（diet）不当会导致死亡（die）。    

    a few 有些；几个（表示肯定）    

    moment    n. 瞬间；片刻    

    【重点词组】at the moment那时，此时，现在；in a moment立即，马上；wait for a moment等一会儿  

at the moment 此时；现在    

    until   conj.(=till) 直到……之时；在……之前    

    【重点词组】not...until 直到……才    

    improve   v.  改善；改良；提高    

    【助记魔咒】im+prove→improve

八年级·上册(文中音标略)Unit 3  What are you doing for va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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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sit   v.  临时受雇照顾（婴儿）    

    【助记魔咒】坐在婴儿旁照顾婴儿。    

    baby(n.婴儿)＋sit（v.坐）→babysit(v.临时受雇照顾\[婴儿\])     

    plan   n.＆ v. 计划；设计；筹划    

    【助记魔链】计划坐飞机出游。    

    plan(n.& v.计划)－plane(n.飞机)    

    at home 在家    

    Tibet     西藏    

    Hong Kong 香港    

    how long 多久    

    get back 回来    

    San Francisco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港市）旧金山    

    Hawaii    （美国州名）夏威夷    

    Sightseeing    n. 观光；游览    

    【助记魔咒】sight(视力)＋see (看) ＋ing（名词后缀）→sightseeing（n.观光；游览）    

    fishing    n. 捕鱼；钓鱼    

    【助记魔咒】fish(v.钓鱼)＋ing（名词后缀）→fishing(n.钓鱼)    

    rent    v.  租用；出租    

    think about 考虑；思考    

    Greece    希腊    

    Decide   v.  决定；选定    

    decide on 决定；选定    

    lake    n. 湖；湖泊    

    Great Lakes 五大湖 （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五个大湖的总称）    

    Countryside   n. 乡下；农村；乡村    

    【助记魔咒】country(乡村；国家)＋side(边)→countryside(n.乡村)    

    forget   v.  (forgot, forgot或 forgotten)  忘记；忘却    

    【助记魔咒】因为忘记烦恼，所以得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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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因为）+get（得到）→forget（忘记）    

    Thailand    泰国    

    Tourist  n. 旅行者；游客    

    【助记魔咒】tour(v.旅行)＋ist(者)→tourist (n.旅行者)    

    the Great Wall 长城

八年级·上册(文中音标略)Unit 4   How do you get to school?

    get to到达；抵达    

    subway    n. 地铁；地下火车    

    【助记魔咒】地铁就是地下的道路。    

    sub (下)＋way（道路）→subway(n.地铁)    

    train    n. 火车    

    【助记魔链】train (n.火车)－rain(n.雨)     

    minute   n. 分钟    

    【重点词组】half a minute片刻；in a few minutes几分钟时间就, 立刻；in a minute马上, 立刻    

    take sb. some time to do sth.花费某人……时间去做某事    

    kilometer    n. 公里；千米    

    【助记魔咒】kilo (千)＋meter(米)→kilometer(n.公里；千米)    

    【重点词组】kilometer post里程标；kilometer stone里程碑    

    how far 多远    

    quick   adj.  快的；迅速的    

    mile  n. 英里    

    bicycle   n. 自行车；两轮脚踏车    

    【助记魔咒】自行车有两个圆圈。    

    bi （二）+cycle（圆圈）→bicycle（n.自行车）          

    ride   n. 骑；乘    

    【助记魔咒】每日（ri）骑（ride）白马，得（de）意喜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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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n. 车站    

    transportation   n. 运送；运输    

    【助记魔咒】transport(v.运送)＋ation（名词后缀）→transportation（n.运送；运输）    

    north    n. （作定语）北部的；北方的    

    【重点词组】North China 华北；North Pole 北极； North Star 北极星    

    North America 北美洲    

    Depend   v.  依赖；依靠    

    depend on 视……而定；决定于    

    by boat 乘坐小船    

    must   aux. v.必须；一定要    

    means    n. 方法；手段；工具    

    car  n. 小汽车    

    【重点词组】by car乘汽车(电车)；take(catch) a car乘车    

    town  n. 镇；城镇；市镇    

    ill   adj.  生病的；不健康的    

    worry   v.  担心；担忧；焦虑    

    【重点词组】worry about担心，为……烦恼

八年级·上册(文中音标略)Unit 5   Can you come to my party?

    Lesson   n. 课；课程    

    【助记魔咒】一节课也不能少上。    

    less(少)+on(上)→lesson(n.课；课程)    

    hey     int. （用以促使注意，表示惊讶或询问）嘿；喂    

    baseball game 棒球比赛    

    calendar    n. 日历；日程表    

    tomorrow   n. 明天；明日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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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itation   n. 邀请    

    【助记魔咒】invit(e)(v.邀请)+ation（名词后缀）→invitation (n.邀请)    

    match   n. 比赛；竞赛    

    【助记魔链】match(n.比赛；竞赛)－watch(v. 观看)    

    【重点词组】have a match举行比赛；watch a match观看比赛    

    whole  adj.  整个的；全部的；完整的    

    【助记魔咒】有谁乐意把自己全部的秘密公开呢？    

    who(谁)+le(音“乐”)→whole(全部的)    

    come over to 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过来    

    till   conj. 直到……之时；在……之前    

    

八年级·上册(文中音标略)Unit 6  I’m more outgoing than my sister.

    More   adv.（构成含有三个或三个以上音节的大多数形容词及副词的比较级）    

    （比……）更；更多的；更大的    

    【重点词组】more or less差不多；no more不再    

    than   conj. （用于形容词、副词的比较级之后） 比    

    calm    adj.  （心情）镇静的；无忧虑的    

    wild   adj.  卤莽的；轻率的    

    athletic    adj.  体格健美的；体格强健的    

    【重点词组】athletic sports体育运动    

    twin    adj. 孪生的；双胎的    

    both     pron. 两个（都）；两者（都）    

    【重点词组】both...and...不但……而且……；既……又……    

    however    conj. 然而    

    【助记魔咒】how＋ever→however    

    little    adj.  很少的；少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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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ular   adj.  受欢迎的；流行的；通俗的    

    【重点词组】a popular song 一首流行歌曲    

    be good at 擅长；在……方面做得好    

    schoolwork    n. 学业；功课    

    【助记魔咒】school（学校）＋work（工作）→schoolwork（n.学业；功课）    

    laugh   v.  笑；发笑    

    【重点词组】laugh at讥笑；嘲笑    

    opposite   adj.  对立的；相反的    

    【助记魔咒】oppo＋site→opposite    

    view   n. 观点；想法；态度    

    interest   n. 兴趣；爱好    

    【重点词组】a place of interest名胜    

    most of 大多数    

    though    conj.  虽然；即使；纵然    

    Review of units 1－6……    

    Review of units 1－6    

    Wheel   n.  轮子    

    Woman   n. 女人    

    【助记魔咒】漂亮的女人“妩媚”动人。    

    woman谐音“妩媚”。    

    Use   v.  用；使用；利用    

    【重点词组】used to过去，曾经……；make use of利用，使用；out of use不再使用了；use up用完，     

    用光；use one s head动脑筋，仔细考虑    

    sick   adj.  不适的；患病的    

    body   n. 身体；躯体    

    begin with 以……开始    

    swimming pool 游泳池    

    travel   v. 旅行；游历    

    together   adv. 在一起；共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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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记魔咒】to＋get＋her→together     

    all together 一起；总共

八年级·上册(文中音标略)Unit 7  How do you make a banana smoothie?

    Smoothie   n. 思木西（一种将水果、酸奶等加以混合的健康饮料）    

    【助记魔咒】smoothie谐音“思木西”。    

    blender    n. （美）果汁机；搅和器    

    【助记魔咒】blend（v.混合）＋er（名词后缀）→blender（n.果汁机；搅和器）    

    yogurt    n. 酸奶；酸乳酪    

    turn on 打开（电器）  cut up 切碎    

    peel   v.  剥；削（水果等的皮）    

    【助记魔咒】水果的皮要削去。peel谐音“皮”。    

    【重点词组】peel off剥掉, 脱落    

    pour   v.  倾倒；灌；浇    

    【助记魔咒】p+our→pour    

    put   v. （put, put）放；放置    

    【重点词组】put down记下，放下；put away把……收起来，放好；put on 穿（衣服），戴（帽子，眼

镜等）；put up 挂起，举起，建造；put out 伸出，熄灭，扑灭；put off延期，推迟。这些短语的宾语是代

词时，要把代词放在动副结构之间。    

    into    prep.到……里；进入到……之内    

    ingredient  n. （烹调用的）材料；原料；成份    

    how many 多少    

    cinnamon   n. 肉桂    

    teaspoon   n. 茶匙    

    【助记魔咒】tea（茶）＋spoon（汤匙）→teaspoon（n.茶匙）    

    watermelon   n. 西瓜    

    【助记魔咒】西瓜是含水量较大的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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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er(水)+melon(瓜)→watermelon(n.西瓜)     

    amount    n. 总额；总数；数量   cup   n.  小茶杯；一杯的容量    

    【助记魔链】一个cup（杯子），翻过来当cap（帽子）。    

    Finally   adv. 最后地；最终    

    【助记魔咒】final（adj.最后的）＋ly（副词后缀）→finally（adv.最后地；最终）    

    bowl    n. 碗    

    【重点词组】a bowl of...一碗……    

    mix   v.  混合；混在一起   mix up 混合在一起    

    popcorn    n. 玉米花    

    【助记魔咒】pop+corn（玉米）→popcorn（n.玉米花）    

    popper   n. 爆米花机    

    sauce   n. 调味汁；酱油    

    crust   n. （一片）面包皮；糕饼的面制外壳    

    oven  n. 烤炉；烤箱    

    【助记魔链】over－oven    

    mayonnaise   n. 蛋黄酱；美乃滋    

    【助记魔咒】mayonnaise谐音“美乃滋”。    

    may+on+naise→mayonnaise    

    turkey   n. 火鸡    

    【助记魔咒】感恩节送给西方朋友一只火鸡肯定是结交朋友的“特殊的钥匙”。    

    tur（音“特”）+key（钥匙）→turkey（火鸡）    

    slice  n. 薄片    

    【重点词组】a slice of...一片……    

    relish    n. 调味品；佐料    

    lettuce   n. 莴苣；生菜    

    sandwich    n. 三明治    

    【助记魔咒】sandwich谐音“三明治”。    

    Bread   n. 面包    

    Add   v.  加；增加；加添    

http://cli.im/lV7ae


file:///G|/3000txt/downbank/魔法英语词汇掌中宝（八年级全册）.txt[2013/11/21 22:56:07]

    add...to... 把……加到……上    

    top   n. 顶；上部    

    【重点词组】on top of在……上面 ；at the top of在……的顶部；from top to toe从头到脚    

    recipe   n. 烹调法；食谱    

    mustard  n. 芥末；芥子酱    

    【助记魔链】芥末务必不能多吃。    

    must（务必）－mustard（芥末）    

    duck  n. 鸭子    

    【助记魔咒】鸭子大渴，常爱喝水。duck谐音“大渴”。    

    Pancake   n. 薄煎饼；烙饼    

    【助记魔咒】薄煎饼一般是用平底锅做出来的饼。    

    pan（平底锅）+cake（饼）→pancake（n.薄煎饼）    

    roll   v. 滚动；卷起   check   v. 核对；检查    

    【助记魔咒】把车（che）盖打开（ck），仔细检查（check）。    

    

八年级·下册(文中音标略)Unit 1  Will people have robots?

    prediction    n. 预言；预测    

    【助记魔咒】predict(v.预言)＋ion（名词后缀）→prediction（n.预言；预测）    

    robot   n. 机器人     

    won’t = will not   in  prep.在……时间内; 不到……的时间; 在……之后    

    paper  n. 纸     

    【助记魔咒】拍破的纸不能用。paper谐音“拍破”。    

    paper money 纸币; 钞票   credit  n. 信用; 信誉   credit card 信用卡    

    pollution  n. 污染; 污染物     

    【助记魔咒】pollut(e)（v.污染）＋ion(名词后缀)→pollution (n.污染)    

    leisure  n. 闲暇; 空闲时间   leisure time 空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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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s   adj. （形容词little的比较级）少量的; 较少的     

    use  v. （过去式、过去分词used）用; 使用; 利用   she’ll =she will    

    building   n. 房屋；建筑物    

    【助记魔咒】build(v.建造)＋ing（名词后缀）→building(n.建筑物)     

    astronaut   n. 宇航员；太空人    apartment  n. 公寓; 套房; 房间    

    【助记魔咒】 apart(adj.分开的)＋ment（名词后缀）→apartment（n.公寓；套房；房间）    

    rocket   n. 火箭; 冲天炮    

    【助记魔咒】火箭把大岩石炸成小碎块。    

    rock（岩石）+ er（［名缀］小）→rocket （火箭）space   n. 太空; 空间   space station 空间站; 

太空站    

    moon   n. 月球; 月亮     

    【助记魔链】moon(月亮)－noon(正午)    

    【重点词组】a full moon满月；a new moon新月    

    Mars   n.火星   Fly   v. 飞;飞行; 空中航行    Took   v.  动词take的过去式     

    Fall     v. （过去式fell）,过去分词fallen落下; 跌落; 降落; 成为; 变为    

    【重点词组】fall asleep睡着, 入睡；fall behind落后；fall ill生病；fall back撤退；fall on 

one’s knees跪下    

    fall in love with 喜爱；爱上    I’ll = I will    

    Pet   n. 宠物     

    Besides   adv. 再者; 加之; 而且     

    Keep   v. （过去式、过去分词kept）养护;照顾；保留     

    【重点词组】keep away不接近，远离；keep up with跟上，赶上    

    parrot    n. 鹦鹉  go skating 去滑冰   go swimming 去游泳    

    smart   adj.  漂亮的; 时髦的；整洁的     

    crazy   adj.  古怪的; 荒唐的     

    【助记魔链】crazy(古怪的)－lazy(懒惰的)    

    wrote   v.  动词write的过去式     

    World Cup 世界杯足球赛   Oscar   n. 奥斯卡金像奖     

    【助记魔咒】Oscar谐音“奥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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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ademy   n. 学院; 学会   Academy Awards（美国）电影艺术科学院颁发的年奖；奥斯卡金像奖    

    Olympic   adj.  奥林匹克世界运动会的    

    【助记魔咒】Olympic谐音“奥林匹克”。    

    Games   n. 竞技会；运动会  Olympic Games 奥林匹克世界运动会（简称奥运会）    

    Predict   v.  预言; 预测; 预示     

    Embarrassing   adj.  使人尴尬的;使人为难的；使人难堪的    

    【助记魔咒】embarrass（v.使困窘）+ing（名词后缀）→embarrassing（adj.使人尴尬的）    

    come true（梦想等）实现；成为现实     

    creator   n. 创造者    

    【助记魔咒】creat（e）(v.创造)＋or(表“人”的后缀)→creator (n.创造者)    

    Warner Brothers（美国）华纳兄弟电影公司       

    Head    n. 首脑；首领；头儿    

    Personal   adj.  私人的; 个人的     

    【助记魔咒】person(n.人)＋al（形容词后缀）→personal(adj.私人的)    

    royal   adj.  皇室的；王族的 Royal Academy of Art（英国）皇家艺术院    

    Picasso  毕加索（西班牙画家、雕刻家）Matisse    马蒂斯（法国画家、雕刻家和版画家）    

    Worth   adj.  值……; 相当于……的价值     

    Reading……    

    Bowling   n. 保龄球游戏；地滚球游戏     

    【助记魔咒】bow（保）+ling（龄）→bowling（n.保龄）    

    alley    n. (保龄球游戏等的)球道；球场；球房  court      n. （网球、棒球等的）球场    

    【重点词组】Some boys are playing basketball on the basketball court.一些男孩正在篮球场上打     

    球。    

    【助记魔咒】球场上进球要靠他。court谐音“靠他”。    

    Heat   v.  使热; 加热 Olympics    n. 奥林匹克世界运动会（简称奥运会）    

    pin    n. （保龄球游戏等的）球柱; 木柱  lane    n. （保龄球游戏等球场的）球道    

    ancient   adj.  古代的；远古的   roll   v.  (使)滚动；转动    

    wooden   adj.  木制的     

    【助记魔咒】wood（n.木头）+en（形容词后缀）→wooden（adj.木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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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ck   v.  击; 打; 撞     

    【重点词组】knock at(on) 敲……；knock down撞倒；knock over 打翻    

    knock down 击倒；撞倒 place   v.  放置；安置(某物)于一位置     

    triangle   n. 三角形     

    【助记魔咒】tri （三）+angle（角）→triangle（n.三角形）    

    B.C.     abbr. (Before Christ) 公元前    

    Inside    adv. 在里面；在内部；向里面     

    【助记魔咒】in（在……里面）+side（边）→inside（adv.在里面）    

    for the first time 第一次（做某事）    

    European   n. 欧洲人adj.欧洲的  Brought   v.  动词bring的过去式、过去分词     

    【助记魔链】brought（带来）－bought（买）    

    hundred   n. 百；百个    

    seem   v.  似乎是; 好像是; 看似    

    【助记魔咒】see(v.看)＋m→seem(v.看似)    

    bowl    v.滚（球、铁环等）；（在滚木球戏中）把球投向靶球    

    bowler   n. 玩保龄球游戏的人    

    【助记魔咒】bowl (v.滚)＋er（表“人”的后缀）→bowler（n.玩保龄球游戏的人）    

    begin   v. （过去式began   , 过去分词begun ）开始    

    bet   v.  (过去式、过去分词bet、bet 或betted、betted) 打赌     

    【助记魔链】bet（v.打赌）－pet（n.宠物）    

    bet on 为某事打赌    

    against   prep.反对; 不支持  turn against 使反对    

    made   v.  动词make的过去式、过去分词     

    illegal   adj.  不合法的; 违法的    

    【助记魔咒】il（否定前缀）+legal（adj.合法的）→illegal（adj.不合法的）    

    anyway   adv. 不管怎样;无论如何     

    【助记魔咒】any＋way→anyway    

    congress  n. 代表大会     

    clean up 整顿; 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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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tleman    n. 绅士;君子    

    【助记魔咒】gentle(adj.高贵的)＋man（人）→gentleman(n.绅士;君子)    

    allow    v.  允许; 许可;同意    

    nowadays   adv. 现今；时下    

    【助记魔咒】now(现在)＋a＋day(日)＋s→nowadays(adv.现今)    

    serve   v.  侍候（顾客）; 供以（货物或服务）;上（菜等）    

    more than 超过；多于    

    alone   adv. 单独地; 独自地; 只有    

    【助记魔咒】独自就是全部就是一个人。     

    al(=all；全部)+one（一个）→alone（adv.单独地；独自地）    

    company   n. 公司    

    least   adj. （little的最高级）最少的；最小的    

    【助记魔链】little（少的；小的）－less（较少的；较小的）－least（最少的；最小的）     

    at least 至少; 最少    

    triple   adj.  三倍的；三重的    

    explain   v.  解释; 说明    

    husband    n. 丈夫    

    make time for 腾出时间（做某事）    

    far away 远离    

    cost   v. （过去式、过去分词cost）价值（若干）；花（多少钱）    

    side   n.  面; 侧面    

    law   n.  法律; 法令    

    start   n.  开始；起始

八年级·下册(文中音标略)Unit 2   What should I do?

    keep out（使）留在外面；（使）不进入    

    serious   adj.  严重的; 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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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reo  abbr.（stereophonic）立体声电唱机、音响装置、音响等    

    loud    adv.  大声地；响亮地  argue   v.  争论；争吵    

    【重点词组】argue with sb.和某人争论    

    style  n. 款式；式样；时尚    

    out of style 过时的；落伍的    

    wrong   adj.  错误的；有毛病的；不合适的    

    What’s wrong？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了？    

    could    aux. v. （can的过去式）能，可以    

    call up 打电话给（某人）    

    argument   n. 争论；争吵；意见不合    

    【助记魔咒】argue(v.辩论)＋ment（名词后缀）→argument(n.争论)    

    pay for 为……付款；付钱    

    okay    adj.  好的；对的；可行的    

    either   adv.（用于否定句）也    

    【助记魔链】either（也）－other（其他的）    

    ask for 索要；要求    

    bake   v. ＆n．烘；烤；焙；烘烤食品    

    【助记魔链】make(制造) —bake(烘烤)     

    teen   n. （=teenager）青少年    

    talk   v.  谈话；讨论；演讲    

    family   n.  家人；家属；亲属    

    tutor   n.家庭教师；私人教师    

    original   adj.  新颖的；独创的    

    the same as 与……相同    

    trendy   adj.  时髦的；赶时髦的    

    haircut   n. 理发；发式    

    【助记魔咒】hair(头发)＋cut(割)→haircut(n.理发)    

    caller   n. 打电话者；来访者    

    get   v. （过去式got ，过去分词got或gotten）获得；取得；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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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school 在学校    

    except   prep.除……之外；不包括……    

    wrong   adv.错误地；不正确地；不对地    

    upset   adj.  心烦的；苦恼的    

    【助记魔咒】up＋set→upset    

    leave out 忽略；遗漏；排除    

    lose   v. （过去式、过去分词lost［ｌ ｓｔ］,［ｌ ｓｔ］）丢失；遗失；找不到    

    【助记魔链】玫瑰(rose) 丢了 (lose)。    

    aunty    n. （=auntie）（昵称）姑；姨；伯母；婶；舅母    

    get on（与某人）相处    

    fight   n. 打斗；打架；交战    

    【助记魔链】light(灯，轻的)—fight(交战)    

    look for 寻找    

    Reading……    

    Suffer   v.  遭受；忍受    

    suffer from 受……之苦；受……之害    

    still  adv. 仍；尚；还    

    drop    v.（使）落下；降落    

    drop off（口）让……下车；从（交通工具上）下来    

    British  adj. （大）不列颠的；英国的；英国人的    

    whose    pron. 那（些）人的；他（她）（们）的    

    【助记魔链】whose(谁的)—those(那些)    

    race   n. 赛跑；比赛    

    【重点词组】a horse race 赛马；a 10 mile race 10英里赛跑    

    run a race 赛跑；参加赛跑    

    prepare   v.  预备；准备；使做好准备    

    prepare for 为……做好准备    

    raise   v. 抚养（家属）；养育（子女）    

    【助记魔链】raise(v.抚养)－rain(v.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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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ius  n. 天才；才子    

    exhaustion  n. 疲惫；用尽；竭尽    

    exhausted   adj. 极其疲惫的；精疲力尽的    

    attend   v.  参加；上（学）  after school club 课外活动小组    

    include   v.包括；包含    

    pushy   adj.  莽撞的；固执己见的    

    push   v.  催促；逼迫    

    own    pron. 自己的    

    pressure  n.  压力；紧迫；艰难    

    compare   v.  比较    

    party   n. （共同工作或活动的）队；组；群    

    psychiatrist   n.精神病专家；精神病医师    

    【助记魔咒】phychiatri(c)(adj.精神病学的)+st(名词后缀)→psychiatrist(n.精神病专家)    

    adult   n.  成年人    

    independent  adj.独立的；不依赖他人的    

    【助记魔咒】in（否定前缀）+dependent（adj.依靠的）→independent（adj.独立的）    

    be used to doing 习惯于做某事    

    【助记魔咒】be used to中的to为介词而不是动词不定式符号。used to意为“过去常常，以前

常……”，用来表示过去的习惯，后接动词原形，即used to do sth.。    

    fill up 填满；装满；充满    

    organized   adj.  有组织的；安排有序的    

    freedom   n.  自由；自主    

    【助记魔咒】free（adj.自由的；有空的）+dom（名词后缀）→freedom（n.自由；自主）    

    by oneself 靠自己    

    stressed   adj.  紧张的；有压力的    

    【助记魔咒】stress(v.紧张；有压力)+ed（形容词后缀）→stressed（adj.紧张的；有压力的）    

    once   adv. 一旦    

    sign   n. 迹象；征兆；预兆    

    solution    n. （问题的）解答；解决方法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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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下册(文中音标略)Unit 3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the UFO arrived?

    Past   adj.  过去的；已过的    

    UFO   abbr.(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不明飞行物；飞碟；幽浮    

    in front of 在……前面    

    bathroom    n.浴室；洗澡间    

    【助记魔咒】bath(沐浴)+room(房间)→bathroom(浴室)    

    bedroom   n. 寝室；卧室；卧房    

    【助记魔咒】bed(床)+room(房间)→bedroom(寝室)    

    kitchen    n. 厨房    

    【助记魔链】kitchen－chicken(鸡)    

    barber    n. 理发师；理发匠    

    barber shop 理发店；理发厅    

    get out of 从……出去    

    cut   v. （过去式、过去分词cut）剪；切；割    

    alien   n. 外星人    

    flight    n. 飞行；航空旅行    

    【助记魔咒】f＋light→flight    

    bought   v.  动词buy的过去式、过去分词    

    land   v.  登岸；登陆；着陆    

    while  conj.  当……的时候；在……之时    

    take off 起飞    

    around   adv. & prep. 大约    

    right   adv. 正好；恰好    

    strange   adj.  奇怪的；奇妙的；奇异的    

    surprised   adj.  惊愕的；惊奇的；吃惊的    

    【助记魔咒】surprise（v.惊奇）+(e)d（形容词后缀）→surprised（adj.惊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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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d   v.  欺骗；哄骗    

    scared   adj.  惊恐的；害怕的    

    climb   v.  攀登；攀爬；爬上    

    【助记魔咒】climb 单词中字母b不发音。    

    Jump   v.  跳；跃    

    jump down 跳下来    

    shout   v.  大叫；呼喊    

    action   n. 行动；行为；所作之事    

    【助记魔咒】act（v.行动）+ion（名词后缀）→action（n.行动；行为）    

    cat   n. 猫    

    said    v.  （动词say的过去式、过去分词）说    

    rode   v.  骑，乘（动词ride的过去式）    

    run away 跑开；迅速离开；逃走    

    couldn’t＝could not    

    anywhere   adv. （用于否定句中）到处；无论哪里    

    【助记魔咒】any＋where→anywhere    

    didn’t＝did not    

    came   v.  来（动词come的过去式）    

    happen   v.  发生    

    in hospital 住院    

    at the doctor s 在诊所；在医院    

    Reading……    

    Reading    

    Cake   n. 蛋糕；糕饼类食品    

    moon cake 月饼    

    Vietnam   越南（东南亚国家）    

    women    n. （woman的复数）女人；妇女    

    each other 彼此；互相    

    parade  v.  列队行进；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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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tern  n. 灯笼；提灯    

    autumn  n. 秋天；秋季    

    Mid Autumn Festival 中秋节    

    【助记魔咒】Mid Autumn Festival 中秋节，又叫Mid Autumn Day。    

    Steal v. （过去式 stole,过去分词 stolen）偷；窃取    

    Magical  adj.  有魔力的；魔法的    

    Pill   n. 药丸    

    Chase   v.  追赶；追逐    

    chase after 追赶；追逐    

    fail   v. 失败    

    【助记魔咒】考场上跌倒（fall），意味着失败（fail）。    

    Safely  adv. 安全地；平安地    

    【助记魔咒】safe（adj.安全的）+ly（副词后缀）→safely（adv.安全地）    

    protect   v.  防御；保护    

    rabbit   n. 兔子    

    hear v. （过去式、过去分词heard）听见；听说    

    【助记魔链】hear－here（这儿）    

    【重点词组】hear of 听说；得知    

    Asian   adj. 亚洲的    

    get together 聚集    

    gaze  v.  凝视；注视    

    gaze at 凝视；注视     

    full  adj.  丰满的；圆鼓鼓的    

    full moon 满月    

    round   adj.  圆的；球形的    

    sometime  adv. 于某时；在某一时间    

    set  v. （过去式、过去分词 set）确定；决定（时间）    

    【重点词组】set off出发；动身； set on攻击；前进； set in开始；到来；set down放下；制定    

    lunar  adj.  月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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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nar calendar 阴历    

    celebrate   v.  庆祝；祝贺    

    view  n. 景色；风景；视野    

    as  conj.  当……之时    

    rise  v.  （过去式 rose，过去分词 risen）（日、月、星）升起    

    light v.（过去式、过去分词lit或lighted）点燃；使明亮；使发光    

    candle  n. 蜡烛    

    electric   adj.  电的；带电的；用电的    

    light  n. 光源；发光物（如蜡烛或灯等）    

    fill with 充满    

    nut  n. 坚果    

    think of ...as 认为……是……；把……当作……    

    【重点词组】think of想起；关心；think about考虑；回想    

    female  adj. 女性的；雌性的；阴性的    

    characteristic   n. 特点；特征；特色    

    past  n. 往日；昔日；过去    

    in the past 在过去    

    set  v.  放；置    

    peach   n. 桃子    

    represent  v.  表示；表现；象征；表达    

    business  n. 商业；商店；工商企业等    

    take a day off 放一天假    

    so that 以便；致使    

    dress up 穿上盛装；精心打扮    

    suit   n. 一套（外衣）；套装    

    dress   n. 连衣裙；礼服    

    visit  v.  拜访；访问    

    grave  n. 墓穴；坟墓    

    gather   v.  聚集；集合    

http://cli.im/lV7ae


file:///G|/3000txt/downbank/魔法英语词汇掌中宝（八年级全册）.txt[2013/11/21 22:56:07]

    peanut   n. 花生；花生米    

    【助记魔咒】花生是长得有些像豌豆的坚果。    

    pea（豌豆）+nut（坚果）→peanut（n.花生）      

    sugar   n. 糖    

    duck   n. 鸭；母鸭    

    raisin   n.  葡萄干    

    seed    n. 种子；籽    

    light up 使明亮；照亮    

    ground    n. 地面    

    dead   adj.  死去的；已死的    

    king  n. 国王；君主    

    queen   n. 王后；女王    

    seen   v.  动词 see的过去分词    

    holiday  n. 假日

八年级·下册(文中音标略)Unit 4  He said I was hard-working

    Report   v.  报导；报告    

    surprise   n. 惊奇；令人意想不到的事物    

    【重点词组】in surprise惊奇地；to one s surprise使某人吃惊的是    

    surprise party（专为某人举办但事先瞒着他/她做好一切安排的）惊喜聚会    

    mad  adj. 极为愤怒的；十分恼火的    

    be mad at对……非常愤怒、恼火    

    told   v.  动词tell的过去式、过去分词    

    anymore   adv. （否定句意中）而今再也    

    woulndn’t＝would not    

    first of all 首先；第一    

    however   adv. 无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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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记魔咒】how+ever→however    

    pass   v.  传递；传送；转移    

    message   n.  消息；信息    

    pass on 把……传给另一个；转移    

    response   n.  回答；答复    

    suppose  v.  假定；认为；料想；期望    

    be supposed to 认为必须；认为应该；认为……必要    

    hard working  adj. 努力工作的；勤勉的    

    better   adv. （副词well的比较级）较好地；更好地    

    well  adv.  好；令人满意地    

    do well in  在某方面做得好；擅长    

    average   adj.  平常的，普通的；一般的    

    grandma    n. （口）奶奶；外婆    

    【助记魔咒】grand+ma→grandma    

    grandpa   n. （口）爷爷；外公    

    【助记魔咒】grand+pa→grandpa    

    well  adj.   健康的；安好的    

    in good health 身体健康的    

    end of year exam 年终考试    

    report card  成绩报告单    

    nervous   adj.   紧张的；神经质的    

    envelope    n. 信封；封皮    

    luckily   adv. 幸运地；侥幸地；幸亏    

    【助记魔咒】lucky(y变i；adj.幸运的)＋ly（副词后缀）→luckily（adv.幸运地）    

    OK  adv.   尚可；不错；很好    

    Semester   n.  一学期；半学年    

    Worst  adj. （形容词bad的最高级）最差的；最不好的；最坏的    

    True   adj.   符合事实的；真的    

    Disappointing    adj.令人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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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d   v. （过去式、过去分词 sent ）送；寄；发送    

    【重点词组】send for派人去请。 如：She sent for the doctor.她派人去请医生。    

    Love  n. 爱；热爱；（给亲友写信时结尾具名前用语）爱你（们）的    

    Lucky   adj.  幸运的；有好运的    

    【助记魔咒】luck（n.幸运）+y（形容词后缀）→lucky（adj.幸运的）    

    copy   v.  抄写；抄袭    

    hers     pron. 她的    

    start    v.  使产生；使开始；引起    

    get   v.  变成；变得    

    get mad 变疯；变得恼怒    

    get over 恢复；克服（疾病、惊讶、损失等况）    

    gotten    v.  动词get的过去分词    

    own    pron.  自己的    

    【重点词组】of one’s own自己的；on one’s own独立，靠自己    

    have a favor 劳驾；请您帮个忙    

    Reading……    

    Thin   adj.  稀薄的；淡薄的    

    Village   n. 乡村；村庄    

    Shaanxi Province 陕西省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学    

    Graduate   n. 毕业生    

    Volunteer   n. 志愿者    

    Educational  adj. 教育的；有教育意义的    

    【助记魔咒】education（n.教育）+al（形容词后缀）→educational（adj.教育的）     

    aid   v.  帮助；援助；救助    

    program   n. 计划；方案    

    Ministry  of Education 教育部    

    Chines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experience    n. 经验；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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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er   n. 米    

    level   n. 水平面；水平线    

    simple      adj.简单的；简朴的    

    millet   n. 黍；小米    

    【助记魔咒】小米挺小的。mill（音“米”）+et（表示“小”的后缀）→millet（黍；小米）    

    gruel   n. 稀粥    

    support   v. 支持；鼓励    

    dormitory   n. 寝室；宿舍    

    senior high school 高级中学    

    complete  v. 完成；结束    

    mathematics   n. 数学    

    process   n. 过程；进程    

    gain   v. 获得；取得；得到    

    knowledge   n. 知识；学识；学问    

    【助记魔咒】know（v.知道）+ledge（名词后缀）→knowledge（n.知识；学识）    

    skill   n. 技术；技能    

    organization   n. 组织；机构    

    border  n.边沿；边界    

    【助记魔咒】不得偷越边境否则奉命开枪。b（音“不”）+order（命令）→border（边界）    

    care  n. 关心；照顾    

    earth   n. 地球    

    Greenpeace    n. (保护动物不遭捕猎等的)“绿色和平”组织    

    【助记魔咒】green（绿色）+peace（和平）→greenpeace（n.“绿色和平”组织）    

     Unicef    abbr.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    

    WWF abbr. (World Wildlife Fund)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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