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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期专题推荐书目的选题是英语四六级考试专题。英语

四六级考试每年举行两次，其目的是对大学生的实际英语水平

提供测评服务。市面上四六级考试参考书籍纷繁错杂，备考资

料选择的科学性显得尤为重要。 

四、六级考试内容由四部分构成:听力理解、阅读理解、

综合测试和写作测试。听力理解部分的分值占比为 35%，其中

听力对话占 15%，听力短文占 20%。听力题材选用对话、讲

座、广播电视节目等更具真实性的材料。阅读理解部分分值占

比为 35%，其中仔细阅读部分占 25%，快速阅读部分占 10%。

仔细阅读部分除测试篇章阅读理解外，还包括对篇章语境中的

词汇理解的测试;快速阅读部分测试各种快速阅读技能。综合测

试比例为 15%，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完型填空或改错，

占 10%;第二部分为短句问答或翻译，占 5%。写作能力测试部

分比例为 15%，体裁包括议论文、说明文、应用文等。 

四六级考试来临在即，望同学们结合个人实际情况，科

学选择参考书籍，击破薄弱环节，攻破考试难关。祝愿大家都

能顺利通过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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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专题推荐书目 
2019 年第 2 期  总第 22 期 

1、《大学英语四级历年真题全析全解集中赢》：赵建昆主编，中

国石化出版社；索书号：H310.421-44/Z3031 

真题作用不言而喻，他所蕴含的重要信息

是其他书籍所不能及的，大家要在真题中总结

考题思路、归纳语法考点、检测个人薄弱环节。 

本书是“四六级考神”赵建昆老师为考生

量身定制的升级版真题。书中不但囊括了四级

考试十套真题，还重新修订了真题中阅读、翻

译、听力等新题型。答案部门讲解十分详尽，所有听力内容均配有

听力原文，阅读部门均配有中文翻译，只要考生认真练习，反复强

化，定能在四级考试中成功夺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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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专题推荐书目 
2019 年第 2 期  总第 22 期 

2、《四级词汇:词根+联想记忆法：乱序版》：俞敏洪 编著，浙江

教育出版社；索书号：H319.34/Y7965 

    单词是英语考试复习的核心，也是考好英

语四六级的前提。词汇量的匮乏严重影响了一

个人听、说、读、写等方面的能力。想要快速

积累大量的英语单词，一本好的英语词汇书必

不可少。 

本书系统的介绍了“词根+联想”记忆法，

以词根、词缀记忆单词为主，利用单词的拆分、谐音和词与词之间

的联系学习单词。打破常规按字母对单词进行排序的方式，以全新

的乱序编排带来新的学习体验。本书依照新四级考试考察单词的侧

重点将四级词汇分为核心单词、超纲单词、熟词癖义、中学已学单

词和词组、单词返记菜单。此外，本书甄选了部分历年真题中的经

典词汇题作为单词复习的切入点，配以精辟解析，以题讲词，使考

生能在真实语境中掌握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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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专题推荐书目 
2019 年第 2 期  总第 22 期 

3、《六级词汇:词根+联想记忆法：乱序版》：俞敏洪 编著，浙江

教育出版社；索书号：H313/Y7964 

本书旨在通过系统介绍“词根+联想”

记忆法，可以使考生短时间内轻松记住六级

单词，同时从新六级考试的考点出发，全方

位解读核心词汇，让考生对重点单词的用法

了然于胸。 

词根联想记忆法是以词根、词缀为主，

利用单词的拆分、谐音和词与词之间的联系

形成的一套系统、灵活、实用、有效的记忆方法。同时，为了

增加背诵时的趣味性、加深对单词的记忆并突出单词的对比，

本书为部分单词配上了诙谐幽默的漫画插图，为近义词、行进

词、同类词等配了有趣的组图以及经典的词源故事。这些方法

使记忆单词有单调枯燥的劳役变成了生动的游戏，可大大提高

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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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专题推荐书目 
2019 年第 2 期  总第 22 期 

4、《大学英语六级阅读命题报刊题源精选精练》：卢根主编, 中

国石化出版社；索书号：H319.37/L785 

阅读理解是英语语言学习中最重要的

基本技能，同时也是我们获取语言知识最直

接、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学习阅读、学会阅

读，提高阅读能力，是最终掌握英语、提高

整体英语水平的关键一环。 

大学英语六级中阅读理解部分在整个

考试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此部门的得分直接影响到整个考试的成

败，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此部分的重视。据统计表明，英语考试中

阅读文章有相当比例出自于 The Economist、Newsweek、TIME 等

原版英文杂志，且这些文章均为近五年发表的，具有时效性。本书

所收录的文章，均出自考试命题者所青睐的优秀原版杂志期刊，与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命题趋势贴近，适合应是考试参考阅读。 



图书馆专题推荐书目        2019 年第 2 期   英语四六级考试专题 

 7 

图书馆专题推荐书目 
2019 年第 2 期  总第 22 期 

5、《大学英语新四级翻译、写作周计划[专著]》：大学英语四六

级考试命题研究组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索书号：H315.9/D0882 

结合翻译、写作两个题型的特点，精心编

写了本书。本书主要具有以下特色： 

一、6 周时间，规划科学合理。 

二、翻译技巧，涵盖各个层面。 

三、明确汉译英基本步骤，逐一学习词句各

类常用翻译技巧，掌握段落汉译英高分策略。 

四、各类句式，扫清汉译英语法结构障碍 

五、从单句翻译到段落翻译，将翻译练透练精 

六、高频公式，轻松驾驭写作结构 

七、基本功能句，搞定各类作文段落 

八、遣词造句，制造写作出彩亮点 

九、100 篇作文，带你将写作练透练精，专题作文演练，每天结束

时都配有佳作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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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专题推荐书目 
2019 年第 2 期  总第 22 期 

6、《简·六级写作》：马德高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索书号：

H319.36/M032 

本书用三维构建写作发透视阅卷评分思

路，紧扣大纲，指导性强，从用词、句式、结

构三个维度全方位打造英语六级高分作文，帮

助考生在英语六级学习时达到事半功倍的复习

效果。 

阅卷过程中，阅卷老师一般会先根据作文

结构给出基本分，然后根据作文的用词和句式方面好坏进行加分或

者减分。三维构建写作法就是根据阅卷老师思路，从用词、句式、

结构三个维度来构建和修改作文的写作方法 

本书从行文思路和表现形式两个维度对近九年的六级写作真

题进行了系统的统计和分析。用图解、表解等直观形象的表达方式，

分秒定位重难点，提高阅读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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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专题推荐书目 
2019 年第 2 期  总第 22 期 

7、《玩转大学英语四级写作与汉译英 e 课堂 : 2016 新题型》：王

长喜主编，索书号：H319.36/W127 

    王长喜编著的《玩转大学英语四级写作与

汉译英 e 课堂(2016 新题型 APP 版)》依据*考试

大纲，分两篇对写作和翻译的题型和考点逐一

进行解读。写作篇依次解读写作真题、高频体

裁和结构类型、高分攻略；翻译篇依次解读翻 

译真题、词与句的翻译攻略、核心翻译法则、高分攻略。 

两个篇章的最后都安排 30 篇实战练习，为考前冲刺做好准

备。本书亮点在于“e 课堂”的概念，即遍布全书知识点处的二维

码，读者可以随时扫描收听名师讲解音频，书加二维码，便是读者

的专属“e 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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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专题推荐书目 
2019 年第 2 期  总第 22 期 

8、《四级写作高分范文 100 篇 : 新题型》：新东方考试研究中心

编，浙江教育出版社；索书号：H315/X533 

《四级写作高分范文 100 篇》属于爆品式

的四级作文辅导书，紧跟四级写作**命题趋势，

收罗了 100 个作文话题，丰富多彩、包罗万象：

有具有人文气息的经典话题，如“开卷有益”、

“耐心是一种美德”等；也有具有强烈时代烙印

的话题，如“大妈广场集体舞争议”、“智能手机

的利弊”等；还有与大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如“参加学校社

团”、“做大会志愿者自荐信”等，基本上囊括了四级写作话题的各

个命题角度，能够为考生提供丰富实用的四级写作训练素材。 

     同时，这 100 篇作文，每篇作文均设置“审题立意”、“写作思

路”、“范文点评”、“要点用法”、“句法点评”五大栏目，循环往复式

地训练考生作文审题方法及写作思路与技巧，扩充考生常用写作句

式及亮点词句，帮助考生培养流畅、连贯的写作能力，游刃有余地

完成四级写作的任务。 



图书馆专题推荐书目        2019 年第 2 期   英语四六级考试专题 

 11 

图书馆专题推荐书目 
2019 年第 2 期  总第 22 期 

9、《简·六级阅读》：马德高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索书号： 

H319.37/M032 

    本书原创的“点链网阅读法”能够帮助考生

提高答题效率，节省备考时间，提升阅读水平。

六级阅读的解题应该先找准“点”，然后运用“点”

定位到“链”，*后彻底理解“网”。 

本书题量丰富，包括分题型突破 220 题 综

合演练 240 题 冲刺演练 240 题，帮助考生在实战演练中稳步提高

成绩。本书根据星火 S-18 命题系统分析编制而成，选材与真题同

源，命题接近真题，解析详尽清晰。智能备考，考试更轻松：智能

测试、智能估分，备考更加个性化；方法提升、考点总结，备考更

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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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专题推荐书目 
2019 年第 2 期  总第 22 期 

10、《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晨读美文 : 真题版》：赵建昆编写，中

国石化出版社；索书号：H319.37/Z3032 

    《四级晨读美文 100 篇》收入了 100 篇

原版英语文章的精彩节选，力图在轻松愉快

的阅读氛围中帮助读者丰富和强化英语基础

知识，激发学习兴趣，提升英语能力本书由

以下四个部分构成：美丽英文、激情演讲、

趣味时文和真题精选。 

“美丽英文”部分包含经典名篇，不仅能够提升阅读能力，还能

获得美好的学习体验与宝贵的心灵滋养；“激情演讲”部分所节选的

内容均出自现当代精彩演讲；“趣味时文”大多为英美报纸杂志上的

文章，还能够帮助读者掌握当下较为地道和时新的英语用法；“真

题精选”部分的文章选自历年四级阅读真题，选材多样，有助于读

者加深对真题的理解和把握，在阅读真题文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

的优势和不足，从而有针对性地为四级考试做更好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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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索书号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1 H319.34/Y7965
四级词汇 : 词根+联想
记忆法：乱序版

俞敏洪主编 海豚出版社

2 H319.34/Y7966
四级词汇 : 词根+联想
记忆法

俞敏洪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

3 H319.34/D0883
大学英语新四级词汇周
计划

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命题研究组

机械工业出版社

4 H315.9/D0882
大学英语新四级翻译、
写作周计划[专著]

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命题研究组

机械工业出版社

5 H319.37/D0882
大学英语新四级阅读周
计划[专著]

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命题研究组

机械工业出版社

6 H313.1/W226
十天搞定四级词汇: 便
携版

王江涛,王妙然
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

7 H319.36/W127

玩转大学英语四级写作
与汉译英e课堂 : 2016
新题型

王长喜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8 H319.9/W1271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巅峰
听力

王长喜主编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9 H315/X533
四级写作高分范文100
篇 : 新题型

新东方考试研究
中心

浙江教育出版社

10 H319.37/Z3032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晨读
美文 : 真题版

赵建昆主编 中国石化出版社

11 H319.36/S957
大学英语四级段落翻译
提分必备

孙文侠主编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12 H319.35-44/Z3031
大学英语四级语法过关
必练1000题

赵建昆主编 中国石化出版社

13 H319.34/Y7961
四级词汇词根+联想记
忆法 : 乱序版

俞敏洪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

14 H319.34/Y7964
六级词汇词根+联想记
忆法 : 乱序版

俞敏洪主编 海豚出版社

英语四六级考试推荐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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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H319.34/Y7963
六级英语核心词词根+
词缀高效记忆法

俞敏洪主编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6 H319.37/W893
最新大学英语六级阅读
和翻译全攻略

吴小玲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7 H315.9/D0883
大学英语新六级翻译、
写作周计划[专著]

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命题研究组

机械工业出版社

18 H319.37/D0883
大学英语新六级阅读周
计划[专著]

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命题研究组

机械工业出版社

19 H319.36/M032 简·六级写作 马德高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 H319.37/M032 简·六级阅读 马德高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21 H319.34/D088
大学英语新六级词汇周
计划

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命题研究组

机械工业出版社

22 H319.34/D088
大学英语新六级词汇周
计划

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命题研究组

机械工业出版社

23 H315.9/D0881
大学英语新六级翻译、
写作周计划

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命题研究组

机械工业出版社

24 H319.9/D0881
大学英语新六级听力周
计划

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命题研究组

机械工业出版社

25 H313/Y7964
六级词汇词根+联想记
忆法 : 乱序版

俞敏洪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

26 H319.37/L785
大学英语六级阅读命题
报刊题源精选精炼

卢根主编 中国石化出版社

27 H310.421-44/Z3031
大学英语四级历年真题
全析全解集中赢

赵建昆主编 中国石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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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H319.9/Q8771
新题型大学英语四级听
力高分突破

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命题研究组

浙江大学出版社

29 H313/L690
阅读巧记 : 大学英语
四级全大纲词汇

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命题研究组

机械工业出版社

30 H319.9/Q8771
新题型大学英语四级听
力高分突破

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命题研究组

浙江大学出版社

31 H319.9/D088
大学英语新四级听力周
计划

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命题研究组

机械工业出版社

32 H319.34/D0881
大学英语新四级词汇周
计划

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命题研究组

机械工业出版社

33 H319.37/D088
大学英语新四级阅读周
计划

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命题研究组

机械工业出版社

34 H315.9/D088
大学英语新四级翻译、
写作周计划

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命题研究组

机械工业出版社

35 H319.9/Z303
考神团队英语专业四级
听力30天速成胜经

赵建昆主编 中国石化出版社

36 H319.37/L402 大学英语四级阅读技巧 梁建民主编 中国石化出版社

37 H315/Z3031
考神团队英语专业四级
写作30天速成胜经

赵建昆主编 中国石化出版社

38 H319.34/Y7961
四级词汇词根+联想记
忆法 : 乱序版

俞敏洪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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