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7-17 [Everyday Grammar] Ways to Say You Are Annoyed 词词
频表频表

1 the 4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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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i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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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r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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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nd 1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6 th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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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s 1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 you 1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9 abou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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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for 1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1 past 1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12 w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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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continuous 10 [kən'tinjuəs] adj.连续的，持续的；继续的；连绵不断的

14 gerund 9 ['dʒerənd] n.动名词

15 with 9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6 a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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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form 8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18 present 8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19 verb 8 [və:b] n.动词；动词词性；动词性短语或从句 adj.动词的；有动词性质的；起动词作用的 n.(Verb)人名；(俄)韦尔布

20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1 wish 8 [wiʃ] n.希望；祝福；心愿 vt.祝愿；渴望；向…致问候语 vi.愿望；需要 n.(Wish)人名；(英)威什

22 a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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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constantly 7 ['kɔnstəntli] adv.不断地；时常地

24 express 7 [ik'spres] vt.表达；快递 adj.明确的；迅速的；专门的 n.快车，快递，专使；捷运公司

25 he 7 [hi:, 弱 hi, i:, i] n.男孩，男人；它（雄性动物） pron.他 n.(He)人名；(日)户(姓)；(朝)海；(柬)赫

26 kept 7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 would 7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8 annoyance 6 [ə'nɔiəns] n.烦恼；可厌之事；打扰

29 leaving 6 ['li:viŋ] n.离开；残余；渣滓 v.离开；留下；舍弃（leave的ing形式）

30 listen 6 ['lisən] vi.听，倾听；听从，听信 n.听，倾听

31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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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something 6 ['sʌmθiŋ] pron.某事；某物 n.重要的人；值得重视的事 adv.非常；有点；大约 adj.大约；有点象

33 th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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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use 6 [ju:z] n.使用；用途；发挥 vt.利用；耗费 vi.使用，运用 n.(Use)人名；(德)乌泽

35 verbs 6 [vɜːbz] n. 动词 名词verb的复数形式.

36 again 5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37 always 5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38 Englis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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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mple 5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40 hogging 5 ['hɒgɪŋ] n. 弯曲；挠度；扭曲；屈折 动词hog的现在分词形式.

41 of 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2 often 5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43 ti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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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adverbs 4 ['ædvɜːbz] 副词

45 all 4 [ɔ:l] adj.全部的 adv.全然地；越发 n.全部 pron.全部 n.(All)人名；(瑞典)阿尔；(英)奥尔

46 annoying 4 [ə'nɔiiŋ] adj.讨厌的；恼人的 v.骚扰（annoy的ing形式）

47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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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veryday 4 ['evridei] adj.每天的，日常的 n.平时；寻常日子

49 grammar 4 ['græmə] n.语法；语法书

50 let 4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51 negative 4 ['negətiv] adj.[数]负的；消极的；否定的；阴性的 n.否定；负数；[摄]底片 vt.否定；拒绝

52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53 problem 4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54 repeated 4 [ri'pi:tid] adj.再三的，反复的 v.重复；复述（repeat的过去分词）

55 speaker 4 ['spi:kə] n.演讲者；扬声器；说话者；说某种语言的人 n.(Speaker)人名；(英)斯皮克

56 speaker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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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talk 4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58 tense 4 [tens] adj.紧张的；拉紧的 vt.变得紧张；使拉紧 vi.拉紧，变得紧张 n.时态

59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60 your 4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61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62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63 bathroom 3 ['bɑ:θrum] n.浴室；厕所；盥洗室

64 behavior 3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65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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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lothes 3 [kləuðz] n.衣服

67 computer 3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68 did 3 [did] v.做（do的过去式）

69 dirty 3 ['də:ti] adj.下流的，卑鄙的；肮脏的；恶劣的；暗淡的 vt.弄脏 vi.变脏

70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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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does 3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72 earlier 3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73 ending 3 ['endiŋ] n.结局；结尾

74 expressing 3 v.表达；表达观点（express的ing形式）

75 fi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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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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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ing 3 [iŋ] abbr.惯性导航与制导（InertialNavigationandGuidance）；强中子发生器（IntenseNeutronGenerator） n.(Ing)人名；(柬)
英；(朝)剩

78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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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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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our 3 ['auə, ɑ:] pron.我们的

81 over 3 ['əuvə] adv.结束；越过；从头到尾 prep.越过；在…之上；遍于…之上 adj.结束的；上面的 vt.越过 n.(Over)人名；(俄、西、
土)奥韦尔

82 person 3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83 program 3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84 reminder 3 [ri'maində] n.暗示；提醒的人/物；催单

85 sentence 3 ['sentəns] n.[语][计]句子，命题；宣判，判决 vt.判决，宣判

86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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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88 today 3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89 w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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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action 2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91 aggravating 2 ['ægrə,veitiŋ] adj.加重的；令人恼怒的 v.使恶化；激怒（aggravate的ing形式）

92 Alice 2 ['ælis] n.爱丽丝（女子名）

93 annoyed 2 [ə'nɔid] adj.恼怒的；烦闷的 v.使烦恼；打扰（annoy的过去分词）

94 another 2 [ə'nʌðə] adj.又一，另一；另外的；不同的 pron.另一个；又一个 prep.另一个；另一个人

95 attention 2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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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between 2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98 brother 2 ['brʌðə] n.兄弟；同事；战友 int.我的老兄！ n.(Brother)人名；(英)布拉泽

99 Bryant 2 ['braiənt] n.布赖恩特（男子名，等于Brian）

100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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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causing 2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102 chewing 2 [t'ʃu ɪːŋ] n. 咀嚼 动词chew的现在分词.

103 clause 2 [klɔ:z] n.条款；[计]子句 n.(Clause)人名；(法)克洛斯

104 complain 2 [kəm'plein] vi.投诉；发牢骚；诉说 vt.抱怨；控诉

105 doctor 2 vt.修理；篡改，伪造；为…治病；授以博士学位 n.医生；博士 vi.就医；行医

106 emotion 2 [i'məuʃən] n.情感；情绪

107 exchange 2 [iks'tʃeindʒ] n.交换；交流；交易所；兑换 vt.交换；交易；兑换 vi.交换；交易；兑换

108 few 2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09 focus 2 ['fəukəs] n.焦点；中心；清晰；焦距 vt.使集中；使聚焦 vi.集中；聚焦；调节焦距 n.(Focus)人名；(瑞典)福库斯

110 formed 2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111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12 habit 2 ['hæbit] n.习惯，习性；嗜好 vt.使穿衣

113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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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15 her 2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116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17 home 2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118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19 kee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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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link 2 [liŋk] n.[计]链环，环节；联系，关系 vt.连接，连结；联合，结合 vi.连接起来；联系在一起；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
(Link)人名；(英、德、塞、捷、匈、瑞典)林克

121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22 maybe 2 ['meibi] adv.也许；可能；大概 n.可能性；不确定性

123 meaning 2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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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nerves 2 [nɜːvs] n. 神经紧张 名词nerve的复数形式.

126 noun 2 [naun] n.名词 n.(Noun)人名；(以)努恩

127 nuisance 2 ['nju:səns] n.讨厌的人；损害；麻烦事；讨厌的东西

128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29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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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phrase 2 [freiz] n.短语,习语,措辞,乐句 vt.措词,将(乐曲)分成乐句

131 say 2 [sei] vt.讲；说明；例如；声称；假设；指明 vi.讲；表示；念；假定；背诵 n.(Say)人名；(土)萨伊；(法、老、柬)赛；(英)
塞伊；(匈、罗)绍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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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she 2 [ʃi:] pron.她（主格）；它（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船舶、地球、月亮等） n.女人；雌性动物 n.(She)人名；(中)佘(普通
话·威妥玛)

134 sometimes 2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135 sto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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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t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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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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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139 visited 2 v.拜访，访问（visit的过去式）

140 ways 2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141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42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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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44 able 1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145 adv 1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146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47 aggravation 1 [,ægrə'veiʃən] n.加剧；激怒；更恶化

148 alone 1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149 angry 1 ['æŋgri] adj.生气的；愤怒的；狂暴的；（伤口等）发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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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52 basic 1 ['beisik] adj.基本的；基础的 n.基础；要素

153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54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155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156 behavioral 1 [bi'heivjərəl] adj.行为的

157 behaviors 1 [bɪheɪ'viː əʊz] 行为

158 belongings 1 [bi'lɔŋiŋz] n.[经]财产，所有物；亲戚

159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160 casually 1 ['kæʒjuəli] adv.随便地；偶然地；临时地

161 causes 1 [kɔː 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162 clauses 1 [k'lɔː zɪz] n. 子句 名词clause的复数形式.

163 cleaning 1 ['kli:niŋ] n.清洗；清除；去污；大败 v.清洁（clean的ing形式）

164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165 contains 1 [kən'teɪnz] v.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66 continually 1 [kən'tinjuəli] adv.不断地；频繁地

167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
特

168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69 direct 1 [di'rekt, dai-] adj.直接的；直系的；亲身的；恰好的 vt.管理；指挥；导演；指向 vi.指导；指挥 adv.直接地；正好；按直系
关系

170 disapproval 1 [,disə'pru:vəl] n.不赞成；不喜欢

171 discuss 1 [dis'kʌs] vt.讨论；论述，辩论

172 dislike 1 [dis'laik] vt.不喜欢，厌恶 n.嫌恶，反感，不喜爱

173 dog 1 [dɔg, dɔ:g] n.狗；丑女人；卑鄙的人；(俚)朋友 vt.跟踪；尾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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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76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177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178 exasperation 1 [ig,zæspə'reiʃən, -,zɑ:s-] n.恼怒；恶化；惹人恼怒的事

179 explain 1 [ik'splein] v.说明；解释

180 explore 1 [ik'splɔ:] vt.探索；探测；探险 vi.探索；探测；探险

181 expression 1 [英 [ɪk'spreʃn] 美 [ɪkˈsprɛʃən] n.表现，表示，表达；表情，脸色，态度，腔调，声调；式，符号；词句，语句，措
辞，说法

182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183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184 finally 1 ['fainəli] adv.最后；终于；决定性地

185 finds 1 [faɪnd] v. 发现；找到；认为；觉得；感到；裁决；判定 n. 发现

186 fine 1 [fain] adj.好的；优良的；细小的，精美的；健康的；晴朗的 n.罚款 vt.罚款；澄清 adv.很好地；精巧地 n.(Fine)人名；(意)
菲内；(英)法恩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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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forms 1 ['fɔː mz] n. 表格；形式；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

189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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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92 girl 1 n.女孩；姑娘，未婚女子；女职员，女演员；（男人的）女朋友 n.（捷）吉尔

193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194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195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96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97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8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199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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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hog 1 n.猪，像猪般的人；贪婪者 vt.使拱起 vi.拱起 n.(Hog)人名；(法)奥格

202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203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204 ignore 1 [ig'nɔ:] vt.驳回诉讼；忽视；不理睬

205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06 join 1 [dʒɔin] vt.参加；结合；连接 vi.加入；参加；结合 n.结合；连接；接合点 n.(Join)人名；(法)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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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209 lesson 1 ['lesən] n.教训；课 vt.教训；上课

210 li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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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212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213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214 long 1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215 loved 1 [lʌvd] v.热爱（love的过去分词） adj.恋爱的；受珍爱的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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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218 might 1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219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220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221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2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223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224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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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noise 1 [nɔiz] n.[环境]噪音；响声；杂音 vt.谣传 vi.发出声音；大声议论 n.(Noise)人名；(英)诺伊斯

227 note 1 [nəut] n.笔记；音符；票据；注解；纸币；便笺；照会；调子 vt.注意；记录；注解 n.(Note)人名；(英)诺特

228 notice 1 ['nəutis] n.通知，布告；注意；公告 vt.通知；注意到；留心 vi.引起注意

229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230 one 1 [wʌn] pron.一个人；任何人 adj.一的；唯一的 n.一 num.一；一个 n.(One)人名；(老)温

231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232 own 1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233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234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35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236 periods 1 ['pɪrɪədz] n.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

237 place 1 [pleis] n.地方；住所；座位 vt.放置；任命；寄予 vi.名列前茅；取得名次 n.(Place)人名；(罗)普拉切；(法)普拉斯；(英)普
莱斯

238 plus 1 [plʌs] n.正号，加号；好处；附加额 adj.正的；附加的 prep.加，加上 n.(Plus)人名；(德)普卢斯

239 positive 1 ['pɔzətiv, -zi-] adj.积极的；[数]正的，[医][化学]阳性的；确定的，肯定的；实际的，真实的；绝对的 n.正数；[摄]正片

240 prevents 1 [prɪ'vent] v. 预防；防止，阻止；挡住

241 privacy 1 ['praivəsi, 'pri-, 'prai-] n.隐私；秘密；隐居；隐居处

242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43 programs 1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244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245 puts 1 [pʊts] n.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

246 rarely 1 ['rεəli] adv.很少地；难得；罕有地

247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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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remember 1 [ri'membə] vt.记得；牢记；纪念；代…问好 vi.记得，记起

250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51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52 seriously 1 ['siəriəsli, 'si:r-] adv.认真地；严重地，严肃地

253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254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255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256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57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258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59 slightly 1 ['slaitli] adv.些微地，轻微地；纤细地

260 small 1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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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solved 1 英 [sɒlv] 美 [sɑːlv] v. 解决；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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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265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266 speak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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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pecialist 1 ['speʃəlist] n.专家；专门医师 adj.专家的；专业的

268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269 spend 1 [spend] vt.度过，消磨（时光）；花费；浪费；用尽 vi.花钱；用尽，耗尽 n.预算

270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271 structure 1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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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suppose 1 [sə'pəuz] vt.假设；认为；让（虚拟语气）；推想 vi.猜想；料想 conj.假使…结果会怎样

274 talked 1 [tɔː k] v. 交谈；商讨；演讲；阐述；劝服 n. 谈话；会谈；讨论；讲话；空谈

275 than 1 [ðæn, 弱ðən, ðn] conj.比（用于形容词、副词的比较级之后）；除…外（用于other等之后）；与其…（用于rather等之
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276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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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78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79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80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81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82 trouble 1 ['trʌbl] n.麻烦；烦恼；故障；动乱 vt.麻烦；使烦恼；折磨 vi.费心，烦恼

283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284 us 1 pron.我们

285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286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87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88 very 1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289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290 whatever 1 [hwɔt'evə, 'hwət-] adj.不管什么样的 pron.无论什么；诸如此类 conj.无论什么

291 w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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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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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95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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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writing 1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297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98 yes 1 [jes] adv.是,是的 n.是（表示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