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2-08 [Ask a Teacher] How Can I Improve My English
Pronunciation_ (Part 1)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3 [ə'baut] prep.关于；大约 adj.在附近的；四处走动的；在起作用的 adv.大约；周围；到处 n.大致；粗枝大叶；不拘小节的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2 accent 6 ['æksənt, æk'sent] n.口音；重音；强调；特点；重音符号 vt.强调；重读；带…口音讲话

3 actors 1 ['æktəz] n.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

4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5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6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7 and 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8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9 antonio 1 [æn'təuniəu] n.安东尼奥（男名）

10 are 4 [强ɑ:, 弱ə] v.是（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 n.公亩 n.(Are)人名；(意、西、芬)阿雷

11 arrangement 1 [ə'reindʒmənt] n.布置；整理；准备

12 as 1 [æz] conj.因为；随着；虽然；依照；当…时 prep.如同；当作；以…的身份 adv.同样地；和…一样的

13 ask 1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14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15 at 3 prep.在（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场所、位置、空间）；以（某种价格、速度等）；向；达；因为；朝；忙于 n.阿特（老
挝货币基本单位att）；[化]砹（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 abbr.密封的（airtight）；气温（airtemperature）

16 banderas 2 n. 班德拉斯

17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8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19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20 but 1 [强 bʌt, 弱 bət, bʌt] conj.但是；而是；然而 adv.仅仅，只 prep.除…以外 n.(But)人名；(俄、罗)布特；(越)笔

21 by 1 prep.通过；被；依据；经由；在附近；在……之前 adv.通过；经过；附近；[互联网]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

22 called 1 [kɔː l] vt. 呼叫；打电话；把 ...称为 n. 打电话；访问；召唤；呼叫；把 ... 看作 vi. 呼叫；(短暂的)拜访

23 can 5 vt.将…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能；能够；可以；可能 n.罐头；（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容器；（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
的）食品罐头

24 chan 2 [tʃæn] n.通道（槽，沟） n.(Chan)人名；(法)尚；(缅)钱；(柬、老、泰)占

25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26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27 Chinese 1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28 clearly 1 ['kliəli] adv.清晰地；明显地；无疑地；明净地

29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30 com 1 abbr.组件对象模型（ComponentObjectModel）；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Computer-OutputMicrofilm）

31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32 communicating 1 [kə'mjuːnɪkeɪt] v. 传达；沟通；交流

33 country 1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乐
的

34 design 1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35 differently 1 ['difərəntli] adv.不同地；差异；各种

36 do 5 n.要求；规定；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做；干；学习；研究；进行；完成；解答；整理；算出；引起；行过 aux.助动词
（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代替动词）；（用于加强语气） vi.行，足够；生长 n.（英）多（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
称） n.（口语）事件；（主英国口语）诈骗；（主英国、新西兰口语）宴会；（口语）必须做到的事情



37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38 dr 1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39 ears 1 abbr. 电声额定系统(=Electro-Acoustic Rating System)； n. 耳朵（名词ear的复数形式）；【报刊】报头小栏，报耳

40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41 easy 2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42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43 email 1 ['i:'meil] n.电子信函 vt.给…发电子邮件 n.(Email)人名；(法)埃马伊

44 English 10 ['iŋgliʃ] adj.英国人的；英国的；英文的 n.英语；英国人；英文；英格兰人 vt.把…译成英语

45 enough 2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46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47 example 2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48 exercises 2 ['eksəsaiz] n.练习题，演习；运动

49 expressions 1 [ik'spreʃənz] n.[数]表达式；表情；公式；表示式（expression是复数形式）

50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51 first 1 [fə:st] adv.第一；首先；优先；宁愿 n.第一；开始；冠军 adj.第一的；基本的；最早的 num.第一 n.(First)人名；(英)弗斯
特；(捷)菲尔斯特

52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53 foreign 1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54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55 George 1 [dʒɔ:dʒ] n.乔治（男子名）；自动操纵装置；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

56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57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58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59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60 has 2 v.有，吃，得到，从事，允许，雇用，享有（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亲属关系中）接受；拿；买到

61 have 3 [hæv, 弱həv, əv, v] vt.有；让；拿；从事；允许 aux.已经 n.(Have)人名；(芬)哈韦；(德)哈弗

62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63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64 help 1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65 here 3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66 Hollywood 1 ['hɔliwud] n.好莱坞

67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68 hum 1 [hʌm] vi.发低哼声 vt.用哼声表示 n.嗡嗡声；哼声；杂声 int.哼；嗯 n.(Hum)人名；(匈、塞、英)胡姆；(东南亚国家华语)湛

69 humming 1 ['hʌmiŋ] adj.发嗡嗡声的；精力旺盛的 n.哼唱 v.嗡嗡作响（hum的ing形式）

70 identity 1 [ai'dentəti] n.身份；同一性，一致；特性；恒等式

71 improve 6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72 in 5 [in] prep.按照（表示方式）；从事于；在…之内 adv.进入；当选；（服装等）时髦；在屋里 adj.在里面的；时髦的 n.执政
者；门路；知情者 n.(In)人名；(中)演(广东话·威妥玛)；(柬)殷(用于名字第一节)，因；(日)寅(名)

73 insect 1 ['insekt] n.昆虫；卑鄙的人

74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5 it 2 [ɪt] pron.[指无生命的东西、动物、植物]它；这；那 pron.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活动、经验、抽象观念等 pron.在不分性
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表示天气、时日、距离、状态、温度等等 abbr.信息技术
informationtechnology

76 jackie 1 ['dʒæki] n.杰基（人名）

77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78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79 keeping 1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80 kind 2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81 language 4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82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83 learned 1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84 learners 1 ['lɜːnəz] 学习者

85 learning 3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86 like 4 [laik] vt.喜欢；想；愿意 vi.喜欢；希望 prep.像；如同 adj.同样的；相似的 n.爱好；同样的人或物 adv.可能 conj.好像

87 line 1 [lain] n.路线，航线；排；绳 vt.排成一行；划线于；以线条标示；使…起皱纹 vi.排队；站成一排 n.(Line)人名；(英)莱恩；
(俄)利涅

88 listen 4 ['lisən] vi.听，倾听；听从，听信 n.听，倾听

89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英)
卢克

90 loudly 3 ['laudli] adv.大声地，响亮地

91 make 1 [meik] vt.使得；进行；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安排；引起；构成 vi.开始；前进；增大；被制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92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93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94 men 1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95 more 4 [mɔ:] adv.更多；此外；更大程度地 adj.更多的；附加的 pron.更多的数量 n.更多 n.(More)人名；(英、法)莫尔；(意、西、
以)莫雷

96 mother 2 ['mʌðə] n.母亲；大娘；女修道院院长 vt.生下；养育；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母亲的；出生地的

97 mouth 1 [mauθ] n.口，嘴；河口 vt.做作地说，装腔作势地说；喃喃地说出 vi.装腔作势说话

98 movements 1 ['muːvmənts] n. 动作

99 music 1 ['mju:zik] n.音乐，乐曲

100 my 2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101 native 3 ['neitiv] adj.本国的；土著的；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天赋的 n.本地人；土产；当地居民

102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103 non 1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104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05 occurs 1 [ə'kɜːz] 动词occur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06 of 1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07 often 2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08 On 1 [ɔn, ɔ:n, ən, n] adv.向前地；作用中，行动中；继续着 prep.向，朝……；关于；在……之上；在……时候 adj.开着的；发生着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109 or 7 conj.或，或者；还是；要不然 n.(Or)人名；(中)柯(广东话·威妥玛)；(柬)奥；(土、匈、土库、阿塞、瑞典)奥尔

110 order 2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111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12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13 part 1 n.部分；角色；零件；一些；片段 vt.分离；分配；分开 vi.断裂；分手 adv.部分地 adj.部分的 n.(Part)人名；(英、瑞典)帕
特；(泰)巴；(法)帕尔

114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115 partly 1 ['pɑ:tli] adv.部分地；在一定程度上

116 pattern 2 ['pætən] n.模式；图案；样品 vt.模仿；以图案装饰 vi.形成图案

117 patterns 2 ['pætənz] n. 式样；图案；样式；模式 名词的pattern复数形式.

118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19 plenty 1 ['plenti] n.丰富，大量；充足 adj.足够的，很多的 adv.足够 n.(Plenty)人名；(英)普伦蒂

120 pronouncing 1 [prəu'naunsiŋ] adj.发音的；表示发音的 v.发音（pronounce的ing形式）

121 pronunciation 7 [prəu,nʌnsi'eiʃən] n.发音；读法

122 question 2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123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124 read 1 [ri:d] vt.阅读；读懂，理解 vi.读；读起来 n.阅读；读物 adj.有学问的 n.(Read)人名；(英)里德

125 region 1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126 regular 1 ['regjulə] adj.定期的；有规律的；合格的；整齐的；普通的 n.常客；正式队员；中坚分子 adv.定期地；经常地 n.
(Regular)人名；(以)雷古拉尔

127 removing 1 [riː 'muːvɪŋ] n. 消除；排除；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128 repeated 2 [ri'pi:tid] adj.再三的，反复的 v.重复；复述（repeat的过去分词）

129 rhythm 3 ['riðəm, 'riθəm] n.节奏；韵律

130 rhythms 1 韵律

131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132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133 second 2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134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135 see 2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136 send 1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137 sentence 1 ['sentəns] n.[语][计]句子，命题；宣判，判决 vt.判决，宣判

138 sentences 2 ['sentəns] n. 句子；判决 vt. 宣判；判决

139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140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141 simple 1 ['simpl] adj.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n.笨蛋；愚蠢的行为；出身低微者 n.(Simple)人名；(法)桑普勒

142 sing 1 vi.唱歌；歌颂；鸣叫；呼号 vt.唱；用诗赞颂；唱着使 n.演唱；鸣声；呼啸声 n.(Sing)人名；(老、德、泰)辛

143 so 1 ['səu, 弱 sə] adv.如此，这么；确是如此 conj.所以；因此 pron.这样 n.(So)人名；(柬)索

144 some 2 adj.一些；某个；大约；相当多的 pron.一些；若干；其中的一部分；（数量不确切时用）有些人 adv.非常；相当；<美
>稍微

145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146 songs 1 ['sɒŋz] n.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

147 sound 1 [saund] vt.听（诊）；测量，测…深；使发声；试探；宣告 n.声音，语音；噪音；海峡；吵闹；听力范围；[医]探条 adj.
健全的，健康的；合理的；可靠的；有效彻底的 adv.彻底地，充分地 vi.听起来；发出声音；回响；测深

148 sounds 4 ['saʊndz] n. 声音，响声（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 v. 听起来；感觉起来；发出声音；发音（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
形式）

149 Spanish 1 ['spæniʃ] adj.西班牙的；西班牙人的；西班牙语的 n.西班牙语；西班牙人

150 speak 3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151 speakers 2 [s'piː kəz] n. 说话者；发言者；说某种语言者；扬声器（名词speaker的复数形式）

152 speaking 2 ['spi:kiŋ] adj.演讲的；富于表情的，雄辩的 n.说话；演讲 v.讲（speak的ing形式）

153 story 4 ['stɔ:ri] n.故事；小说；新闻报道；来历；假话 vt.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说谎 n.(Story)人名；(英)斯托里

154 subject 1 ['sʌbdʒikt, -dʒe-, səb'dʒekt] n.主题；科目；[语]主语；国民 adj.服从的；易患…的；受制于…的 vt.使…隶属；使屈从于…

155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156 systematic 1 adj.系统的；体系的；有系统的；[图情]分类的；一贯的，惯常的

157 take 1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158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159 teacher 2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160 that 3 [ðæt, 弱ðət, ðt] pron.那；那个 adv.那么；那样 conj.因为；以至于 adj.那；那个 n.(That)人名；(德)塔特

161 the 1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62 their 2 [ðεə, 弱ðər] pron.他们的，她们的；它们的 n.(Their)人名；(英)蒂尔；(芬、瑞典)泰尔

163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164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65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66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167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168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169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170 this 4 [ðis, 弱ðəs] pron.这；这个；这里 adj.这；本；这个；今 adv.这样地；这么 n.(This)人名；(法)蒂斯

171 time 1 [taim] n.时间；时代；次数；节拍；倍数 vt.计时；测定…的时间；安排…的速度 adj.定时的；定期的；分期的 n.(Time)人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172 to 20 [强 tu:, 弱 tu, 辅音前弱tə, t] adv.向前；（门等）关上 prep.到；向；（表示时间、方向）朝…方向 n.(To)人名；(柬)多；(中)脱
(普通话·威妥玛)

173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174 tongue 2 [tʌŋ] n.舌头；语言 vt.舔；斥责；用舌吹 vi.说话；吹管乐器 n.(Tongue)人名；(英)唐

175 training 1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176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177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78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179 understood 1 [,ʌndə'stud] adj.被充分理解的；心照不宣的 v.明白；懂得（understand的过去分词）；熟悉

180 us 3 pron.我们

181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182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183 want 2 [wɔnt, wɔ:nt] vt.需要；希望；应该；缺少 n.需要；缺乏；贫困；必需品 vi.需要；缺少

18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85 way 1 [wei] n.方法；道路；方向；行业；习惯 adv.大大地；远远地 adj.途中的 n.(Way)人名；(中)见Wei；(英、缅)韦

186 we 4 [wi:弱 wi] pron.我们（主格）；笔者，本人（作者或演讲人使用）；朕，寡人 n.(We)人名；(缅)韦

187 what 2 [hwɔt, hwʌt, 弱hwət] pron.什么；多么；多少 adj.什么；多么；何等 adv.到什么程度，在哪一方面 int.什么；多么

188 when 2 conj.考虑到；既然；当…时；在…时；如果 adv.什么时候，何时；（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在那时；其时；当时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189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90 while 3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191 who 1 pron.谁；什么人

192 will 4 [wɪl] n.意志；决心；情感；遗嘱；意图；心愿 vt.决心要；遗赠；用意志力使 vi.愿意；下决心 aux.将；愿意；必须

193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94 words 5 [wə:dz] n.[计]字（word的复数）；话语；言语 v.用言语表达（word的三单形式）

195 worry 1 ['wʌri, 'wə:ri] n.担心；烦恼；撕咬 vt.担心；发愁；折磨 vi.担心；烦恼；撕咬

196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197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198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199 you 9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00 your 8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201 yourself 1 [jɔ:'self, juə-, jə-] pron.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