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
世博英语（www.360abc.com）的更新即日起转为使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进行。每天
我们会发送一个“世博英语专递”，材料多选自各大英语新闻网站的头条，以尽量贴近大家理
解的方式进行讲解。通过每天一两分钟的阅读，一方面您可以了解到最新最酷的英语新闻，
另一方面使您的英语能够每天轻松进步一点点。日积月累，定有收获！感谢这么多年来各位
朋友对世博英语的一路支持和关注！
两种方式可以订阅“世博英语专递”
：
1. 在微信中搜索“360abc”
，关注公众号即可。
2.直接扫一扫下面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

以下是世博英语专递 1-11 期的样刊。正常情况下，我们是每周一到周五发送的。如果您觉
得不错，对您的英语学习有帮助，方便的话帮我们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我们是完全免费
的英语学习专刊，当看到订阅人数不断的增长时，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有朋友在关注
我们，在等候我们的专递。如果您有好的建议或是任何指正，也请和我们联系：
seabow@163.com。
谢谢大家！祝您学习进步！
2019 年 1 月

世博英语专递【1】Tsunami 海啸

今天来学两个单字，tsunami 和 toll。印度尼西亚的海啸 tsunami 已经造成死亡人数 toll 上升
到 400 以上了。
Tsunami 注意重音是在后面的。另外台风复习下是 typhoon。
tsunami [tsu:ˈnɑ:mi]

n. 海啸

toll [təʊl] n. 通行费; 伤亡人数; 钟声; 长途电话费 v. 鸣钟; 敲钟

世博英语专递【2】goverment shutdown 政府停摆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几天日子不好过，由于政府停摆，或者说是政府关门 goverment
shutdown，美国股市也受到一定影响。计算机的关机就是 shutdown 这个单词。
特朗普要求 call on 与民主党 Democrats 要达成一项交易 make a deal，是关于什么的呢？On
border security，是关于边境安全的。
今天学习了两个很实用的短语：
call on 要求，号召
make a deal 达成一项交易
怎么样？试着把今天的头条多说几遍，注意体会 on 和 during 介词的用法。

世博英语专递【3】Don’t be like me！ 别像我！

英国音乐家，前披头士成员保罗.麦卡特尼 Paul McCartney 告诉他的粉丝 fans，不要像我这
样噢，Don’t be like me. 吃的太多 eat too much。
这里的 like 可不是动词“喜欢”
，like 还可以做介词，表示“像”
。比如：
He is like his mother. 他像他妈妈。
这句话还可以这么讲：He looks like his mother.他看起来像他妈妈。
Don’t be like me. 不要像我。很好用的一句口语，现在就酷炫一下吧。

世博英语专递【4】Faucet 水龙头

这种清洁错误 This cleaning mistake 可能正在损毁你的水龙头。
Ruin 是破坏、损毁的意思。比如 ruin your health，损坏你的健康。
Faucet 做名词表示“水龙头”，口语中我们也经常使用 tap 来表示水龙头。Turn off the faucet.
关掉水龙头！

通过今天的新闻标题，我们学会了两个单字：
ruin [ˈru:ɪn] vt. 破坏，毁灭; 使破产
faucet [ˈfɔ:sɪt] n. 水龙头
世博英语专递【5】Down Garment 羽绒服

鹅 goose 还是鸭子 duck? 如何来选择你的羽绒服 down garment 呢？
天冷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轻便又保暖的羽绒服。而羽绒服又分鹅绒 goose down 和鸭绒
duck down。
这里的 down 可不是副词“向下”的意思，而是作为名词表示“羽绒”
，就是鸭子或鹅羽毛
中那种很小很柔软的绒毛。
garment [ˈgɑ:mənt] n. 服装; 衣服
说到这个 garment，谈到衣服和服饰，明天想和大家一起辨析一下 cloth，clothes，clothing
和 garment 的区别以及具体用法。

世博英语专递【6】The Marvelous Mrs. Maisel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

The Marvelous Mrs. Maisel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追美剧的应该都不陌生吧。据说是 2017
年的最佳美剧，第二季也于最近开播了。这个剧名让我想起 The Great Gatsby 了不起的盖茨
比这部小说和电影。
Marvelous 和 Fabulous 都是表示好到难以置信的，好到不可思议的。都是 ous 为后缀的形
容词，可以一起记忆。
麦瑟尔夫人 Mrs. Maisel 的极妙的时装或时尚 fabulous fashion 不仅仅就是 is more than just
服装 attire。
Attire 是个非常正式的表示“服装”的名词。
从今天的标题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要看懂新闻标题不仅仅是认识单字的问题，很多时候都
有文化背景的了解。Understanding the news title is more than just knowing the words.
来复习下今天的单词：
marvelous ['mɑ:vɪləs] adj. 不可思议的; 非凡的; 引起惊异的
fabulous [ˈfæbjələs] adj. 难以置信的; 极好的，极妙的
attire [əˈtaɪə(r)] n. 服装，衣服

世博英语专递【7】Premiere 首映

13 部电影，电视剧 and more，将于本周首映。
这个配图新闻标题没有几个单词，但值得学习。
Series 作为名词大家应该不会陌生，是“系列，序列”的意思。我们常用的比如 a series of 表
示“一系列…”；还有，安装软件时，要填入 series number 系列号或是叫做序列号。
但 series 还有一个更为常用的意思是“连续剧”的意思，TV series 就是电视连续剧。我们常
说的“美剧”，其实就是 American TV series。
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series 是单复数同形的，所以无论单数还是复数都是 series。
搞视频编辑的朋友对 premiere 这个单词不会陌生，Adobe 公司推出的一款视频编辑软件就
叫做 Adobe Premiere。Premiere 就是“首映，首次演出”的意思。
今天的两个单词注意一下发音：
series [ˈsɪəri:z] n. 系列，连续;（广播或电视上题材或角色相同的）系列节目
premiere [ˈpremieə(r)] n. 首映; vi. 初次公演，首次露面

世博英语专递【8】对混乱的一年说再见 Goodbye to an unsettling year

Reveler 来自于单词 revel，revel 做动词和名词都表示“狂欢作乐”的意思。这里加上个 er 后
缀，reveler 表示狂欢作乐的人。
Unsettling 这个单词新闻里面经常会出现，词根是 settle，动词，
“解决，安排，定居”这样
的意思，用大白话说就是“搞定”的意思。比如 settle the dispute 解决争论。Settle down 表示
“安定下来”，游子们会经常说：I want to settle down one day.有朝一日，我想安定下来。
Settle 加上一个表示否定的前缀 un，一个 ing 现在分词，就形成了 unsettling 表示“搞不定
的，解决不了的，安定不下来的”，这不就是“混乱的，使人不安的”意思嘛。
这两个词了解后，再来看新闻标题：狂欢的人们对 2019 说你好，对混乱的一年说再见！
复习下今天的单词：
reveler ['revlə] n. 摆设酒宴者，饮酒狂欢者;
unsettling [ʌnˈsetlɪŋ] adj. 使人不安的;混乱的

世博英语专递【9】ED 勃起功能障碍

ED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医学上叫做“勃起功能障碍”。我们是学习英语，仅从字词来研究
噢。
6 种令人震惊的 shocking 食物，这 6 种食物能够导致 cause 勃起功能障碍 Erectile
Dysfunction。
Erectile 来自于动词 erect，
“使竖起，使直立”的意思，比如 erect a tent 搭起一个帐篷。这
里 erectile 是形容词。
Dysfunction 来自于名词 function 功能，Dys 做前缀就表示“不良，障碍”，那么 Dysfunction
意思就是“功能有障碍”
。
今天的单词比较偏医学，但是词根都是很常用的：
shocking [ˈʃɒkɪŋ] adj. 触目惊心的; 令人震惊的
erectile [ɪˈrektaɪl] adj. 可使直立的，勃起的
dysfunction [dɪs'fʌŋkʃn] n. 机能障碍，机能失调
erectile dysfunction 勃起功能障碍
加个小彩蛋，这 6 种什么食物呢？一起来看看：
Meats 肉

Soy 大豆
Fried Foods 油炸食品
Salt 盐
Packaged And Canned Foods 包装罐头食品
Alcohol 酒

世博英语专递【10】New year’s Resolutions 新年的决心

又是新的一年了。很多人都会有新年决心 New year’s resolutions，研究表明 study claims，
大多数人 most people 放弃 give up 新年的决心，by January 12，什么？1 月 12 号前就放弃
了？这也太 shocking 了吧。
Resolution 这个名词意思挺多的，比较常用的是”决心，解决，分辨率”。你没看错，是“分
辨率”，比如我们电脑的屏幕分辨率就是 screen resolution。
Resolution 来自于动词 resolve，resolve 作为及物动词主要两个意思：1. 决心，决定 2. 是
指对问题或情况进行细微的分析，以得出结论或解决问题。Resolve 再往前导的话就会想到
solve 这个“解决”了，solve the problem 解决问题。那 solve 和 resolve 什么区别呢？我的理
解，solve 是解决问题的一般表达，而 resolve 这个”解决”更体现出解决的细致、分解之
处，问题之复杂程度。
世博英语专递也有 New Year’s Resolution：2019 年坚持更新每一天。不过大家放心，我们不
会 1 月 12 号就 give up 了。
现在大家来看这 3 个单词应该有新的感受了吧：solve，resolve，resolution。
来看今天的单词：
solve [sɒlv] vt. 解决; 解答
resolve [rɪˈzɒlv] vt. 决心; 决定 vt. 使消释; 使分解
resolution [ˌrezəˈlu:ʃn] n. 分辨率; 解决; 决心; 坚决
claim [kleɪm] vt. 声称; 断言

世博英语专递【11】DiDi Ride Hailing 滴滴打车

中国的滴滴 China’s Didi 开展 launches 金融服务 financial services，当…时候 as，当其核心
的打车业务 core ride hailing business 感受到压力 comes under pressure。
Launch 经常表达火箭啊，卫星的发射，比如 launch a satellite 发射一颗卫星。一旦发射，就
表示开始了，所以也表示“开展活动”的意思。
一个公司都有其核心业务 core business，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 core socialist values。
Ride 做动词大家比较熟悉，骑自行车 ride a bike，骑马 ride a horse。ride 做名词表示“旅
程、路程”的意思。
Hail 除了“下冰雹”
，还有“招手打车”的用法。hail a taxi 招手叫出租车。既然能招手叫一
辆出租车，那能否招手叫“一段旅程”呢？hail a ride。当然可以了！滴滴的快车、专车服
务 ride hailing service 就是这么做的。以前我们是招手叫一部车 hail a taxi，然后告诉路程
ride；现在是先叫一段路程 hail a ride，然后才来一部车。所以，ride hailing business 是表示
专车业务大家明白了吧。
英语新闻中很多词汇值得我们一起来学习和“欣赏”
：
launch [lɔ:ntʃ] vt. 发射; 开展（活动、计划等）
core [kɔ:(r)] n. 中心，核心，精髓; 果核
hail [heɪl] n. 冰雹; vi. 下冰雹; vt. 致敬; 称颂; 打信号示意（计程车等）停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