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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易读错单词排行 

曾卡在一个单词上吗？曾和一个英语母语人士交谈，别人却听不懂你所说的

话吗？当终于搞懂了你说的意思，他们重复出那个词，你一定想，“那不就是我

刚才所说的吗？” 

 

    要知道英语中微弱的发音差别会完全改变单词的意思。使用这份最容易发错

音的单词列表来避免各种可能的误解！ 

Limb / Limp: 注意这些单词的最后的字母！limb 是你的手臂，腿，或者树的主

干而且“b ”是不发音的。 但你的手臂或脚受伤时，你就 limp 。“p 餐”是

发音的。 

Said / Set: 一定要发清楚“d” 和 “t”这两个音。 Said 是 is 动词 to say

（说或发声）的过去时。Set 是一个动词，意思是“做好准备”或“放在特定的

位置”。例如 I said I would set the table.  

Zen / Then: 操练这里“z”和“th”的发音。Zen 是宗教冥思的一种形式。 Then

是指“在那时”，“在那以后”，或“那样的话”。 例如 I went to a class about 
Zen, then I went home.  

Loose / Lose: 注意“s”和“z”的音。Loose 以一个轻微的 “s”结尾，意思

是‘不紧’。当你 lose 什么东西是指东西找不到了。 重读 lose 中的“z”的音。

例如 My ring is loose, I'm afraid I'll lose it.  

Statue / Stature: 注意单词的结尾！statue 是指一个人或动物的巨大的雕像

并且尾音发“chew”。Stature 值得是某人的身高或是他的权利及声誉。尾音和

"chur."更接近。 例如 We honor historical figures of great stature with 
statues.  

Quite / Quiet / Quit: 这三个单词并不象他们看起来的那么难！只要注意原音

部分就好。Quite 听起来象“kwite”而且常用来强调－指“完全”，“真的”

和“在某个程度上”（I'm quite alone, I'm quite sure）。 Quiet （kwi-et）

意思是“没有杂音” －象在图书馆。Quit（kwit）意思是“停止”“放弃”或

者“离开”。例如 I quit playing loud music and now it's quite qu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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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发音的 10 个诀窍 

每个人都知道使用英语是真正改善发音的唯一办法。但是如果你每天不能和

英语母语人士交谈的话，那该怎么办呢？别担心！还有很多提高口语能力的方法。  

1.Listen to yourself. 如果你听不到自己的发音问题，要纠正就很难了。试着

把你将的话录下来并和英语为母语人士将的对比一下。  

2. Slow down! 很多英语学习者常说语速太快容易养成他们的坏习惯。每天操练

一些基本语言。以单音节开始，然后单词，最后，把几个词连在一起。  

3. Picture it...闭上你的眼睛并在说出口之前想一想如何发这个音。想象出口

型和脸部动作。 

4. Get physical! 发音是个形体动作。你是在教你的嘴新的发声方法和移动肌

肉的方式。每天集中训练几个音。你发‘th ’的音有困难吗？将你的舌头放在

齿间（不要咬住）并从口中吐气。感受气流从你的舌间吹过。  

5. Watch yourself. 站在镜子前查看当你发某些固定音时的嘴型，唇型和舌头

的位置。和你看到的 Englishtown 发音录像对比！ 

6. Copy the experts. 绝对没有取代从专家－英语母语人士处学习发音的方

式。因此仔细听！听英语广播节目并看英语的电视节目和电影。（不要念字幕！）

模仿你所听到的－就算你还不肯定他们说的话。  

7. Practice alone. 发音的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就是因为我们害怕犯错。－第一

次见面，在饭店点菜，询问方向－然后你自己表演出对话内容。别害羞！  

8. Find a language buddy. 从其他人处获得反馈是非常重要的。找一个对提高

英语水平同样感兴趣的朋友。试着更换录音资料这样你就可以互相听对方的发

音。 

9. Be poetic. 好的发音不仅是掌握单独的音节。还是对 intonation （声音的

升降调）和 stress （对单词中一些音节和句子中的一些单词更大声更清晰的发

音）的理解。大声念一些诗歌，演讲，歌曲，集中练习单词的重音和音调。 

10. Sing a song! 学习一些英语流行歌曲的歌词并跟着唱。唱歌帮助你放松并

能让这些词说出来，同时帮助改进你的语音和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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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措辞更优雅 

是不是你说的话常常会引起误会呢？你是否不能获得请求的回复呢？如果

这样的话，可能别人认为你的英语不够礼貌客气。通过以下的指导避免让人感觉

不礼貌的情况出现！ 

Can you pass me...? vs Give me... 
人们不喜欢别人支配他们去做事情，因此有时想直接得到你想要的可不是那么简

单。换掉那些听起来是命令的语句，例如“Give me the newspaper”，而使用

“Can you pass me the newspaper?” 

Could you give me five minutes? vs Go away. 
你工作非常的忙，但是你的同事却请你帮忙……当你工作非常紧张而不能做其他

的事情的时候，只说“Go away”肯定是不合适的。取而代之，使用以下的短语

就能让每个人都觉得愉快了“Could you give me five minutes?” 

Excuse me. vs Move. 
让别人“Move out of the way”听起来特别的粗鲁而且这样说很可能会得到别

人拒绝。下一次有人挡了你的路，你可以说“Excuse me”这样就能避免不愉快

的情况出现而得到你期待的结果！ 

I'm afraid I can't. vs No. 
有时侯要拒绝一个朋友的邀请非常的困难。只说"No"听起来很不礼貌。下一次你

要表示拒绝却不冒犯别人的话就可以说， “I'm afraid I can't.” 

I would like... vs I want... 
用下面的词表示请求常常被认为很不礼貌，“I want”。取代，“I want a cup 

of coffee”，试着向服务生说，“I’d like a cup of coffee, please”。你

就能得到你想要的咖啡同时别人的一个微笑了！  

Would you mind...? vs Stop it! 
如果有人做你不喜欢的事，而且可能还很不礼貌？你该怎样阻止他们呢？要想得

到理想中的结果，不用大声叫嚣“Stop talking on your phone in the cinema!”，

只要客气对他们说，“Would you mind not using your phone in the cinema, 
please?” 

Can you hold, please? vs Wait. 
在电话中是否选择适当礼貌用语可以使对话更有效或中止对话。如果有人打电话

来找人，不要说，“Wait”。而是，礼貌的问“Can you hold, please?” 



【红宝书】考研英语词汇（必考词+基础词+超纲词）——考研精品 
【红宝书】 网站：www.hongbaoshu.com        考研英语精品资料 

 4

 

十妙招速增词汇量 

要记下这么多的单词感到有点没有办法抵挡了吗？其实这并没有必要变成

一份另人畏惧的差事！查看这些最棒的点子及指示让你累积起你的单词能量！ 

 

Connect: 将单词的记忆建立在一个常用主题的基础上更容易记忆单词。建立你

自己的单词间的联系还可以用蜘蛛网的方式组织单词。 

Write: 实际使用词汇能帮助在脑海中真正记住单词。用新的词汇造句或用一组

单词或表达方式编故事。 

Draw: 激发出你自身的艺术性画那些和那些新学单词有关部门的图片。你的图片

能在今后帮助你激发记忆。 

Act: 将你新学的单词或表达方式用动作表达出来。或者，想象并表演出你可能

会使用到那些单词的场景。 

Create:  用英语设计你的单词卡并在空闲的时间学习。每周都要制作新的单词

卡，但是要不停的回顾所有的单词。 

Associate: 不同的单词指定不同的颜色。这种联系方式能在今后帮助你回忆单

词。 

Listen: 想一想有没有什么听起来和你新学到的单词接近的单词，特别是一些复

杂的单词。将你的新单词和其他单词联系起来以帮助你记住发音。 

Choose: 记得你感兴趣的话题要更容易学习。因此，仔细选择你认为有用的或有

趣的单词。就算是选择单词的过程也是一种记忆的手段！ 

Limit: 不要试图一天之内记下一本单词！每天限制你自己记忆 15 个单词，你就

会不断的增添自信而不是感到没有办法应付。 

Observe: 当阅读或是听英语的时候注意那些你正在学习的单词。 

欢迎登录【红宝书】网站：www.hongbaoshu.com  

获取更多考研英语资料 

http://www.hongbaosh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