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21 [Ask a Teacher] Friendship Idioms 词频表
and 2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 t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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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通话·威妥玛)

ar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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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he 1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5 they 10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6 w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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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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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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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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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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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friends 7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11 two 7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2 of 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3 thick 6 [θik] n.最拥挤部分；活动最多部分；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厚的；浓的；粗大的 adv.密集地；浓浓地，厚厚地 n.
9

(Thick)人名；(英)西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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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you 6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6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7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8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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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0 lik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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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questi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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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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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thin 5 [θin] adj.薄的；瘦的；稀薄的；微弱的 vt.使瘦；使淡；使稀疏 vi.变薄；变瘦；变淡 adv.稀疏地；微弱地 n.细小部分 n.
14

(Thin)人名；(越)辰；(柬)廷

through 5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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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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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end 4 [frend] n.朋友；助手；赞助者 n.(Friend)人名；(英)弗兰德
27 hit 4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28 off 4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29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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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peas 4 ['piːz] n. 豌豆 名词pea的复数形式.
31 pod 4 [pɔd] n.蚕茧；豆荚 vi.结豆荚 vt.从豆荚中剥出 n.(Pod)人名；(罗)波德
32 shoulder 4 ['ʃəuldə] n.肩，肩膀；肩部 vt.肩负，承担 vi.用肩推挤，用肩顶
33 us 4 pron.我们
34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5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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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ry 3 [krai] vt.叫喊；哭出；大声说 n.叫喊；叫声；口号；呼叫 vi.哭；叫；喊
37 Englis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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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friendship 3 ['frendʃip] n.友谊；友爱；友善 n.(Friendship)人名；(英)弗兰德希普
39 good 3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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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ioms 3 ['ɪdiəmz] 习语
41 means 3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42 often 3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43 our 3 ['auə, ɑ:] pron.我们的
44 pain 3 [pein] n.疼痛；努力 vt.使…痛苦；使…烦恼 vi.感到疼痛；引起疼痛 n.(Pain)人名；(意)帕因；(俄)派因；(法)潘；(英)佩因
45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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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turkey 3 ['tə:ki] n.火鸡；笨蛋；失败之作
47 ve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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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yasemin 3 亚塞明
49 your 3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50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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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along 2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52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53 answer 2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54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55 between 2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56 called 2 [kɔː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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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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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的）食品罐头

com 2 abbr.组件对象模型（ComponentObjectModel）；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Computer-OutputMicrofilm）
59 comfort 2 ['kʌmfət] n.安慰；舒适；安慰者 vt.安慰；使（痛苦等）缓和
60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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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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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62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63 email 2 ['i:'meil] n.电子信函 vt.给…发电子邮件 n.(Email)人名；(法)埃马伊
64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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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特；(捷)菲尔斯特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66 go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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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Going)人名；(英)戈因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68 helps 2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69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70 interests 2 ['ɪntrəst] n. 兴趣；嗜好；利息；股份 v. 使…感兴趣
71 loyal 2 ['lɔiəl] adj.忠诚的，忠心的；忠贞的 n.效忠的臣民；忠实信徒 n.(Loyal)人名；(英、德、西、匈、法)洛亚尔
72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73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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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特；(泰)巴；(法)帕尔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76 secret 2 ['si:krit] n.秘密；秘诀；机密 adj.秘密的；机密的 n.(Secret)人名；(法)塞克雷
77 se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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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sh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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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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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稍微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81 stachel 2 n. 施塔赫尔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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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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teacher 2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84 thank 2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85 thieves 2 [θi:vz] n.小偷（thief的复数） n.(Thieves)人名；(德)蒂费斯
86 times 2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87 today 2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88 together 2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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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w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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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尔

write 2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92 writing 2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93 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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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Alyssa 1 n. 阿莉莎
95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96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97 argue 1 ['ɑgju:] vi.争论，辩论；提出理由 vt.辩论，争论；证明；说服 n.(Argue)人名；(英、法)阿格
98 arm 1 n.手臂；武器；袖子；装备；部门 vi.武装起来 vt.武装；备战
99 arrest 1 [ə'rest] vt.逮捕；阻止；吸引 n.逮捕；监禁 n.(Arrest)人名；(德)阿雷斯特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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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102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103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04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105 beliefs 1 n.信仰；信 （belief的复数）
106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91

特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108 bra 1 [brɑ:, 'seribrə] n.胸罩 n.(Bra)人名；(科特)布拉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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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Camille 1 n. 卡米尔(女子名)
111 carmen 1 ['kɑ:mən] n.卡门（女子名）
112 Caty 1 卡蒂
113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114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115 date 1 [deit] n.日期；约会；年代；枣椰子 vi.过时；注明日期；始于（某一历史时期） vt.确定…年代；和…约会 n.(Date)人名；
107

(日)伊达(姓)；(英)戴特

dear 1 [diə] adj.亲爱的；尊敬的；昂贵的 adv.高价地；疼爱地 int.哎呀 n.亲爱的人 n.(Dear)人名；(英、西)迪尔
117 define 1 [di'fain] vt.定义；使明确；规定 n.(Define)人名；(英)德法恩；(葡)德菲内
118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119 describes 1 [dɪ'skraɪb] vt. 描述；说成；形容；画(尤指几何图形)
120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21 ease 1 [i:z] vt.减轻，缓和；使安心 n.轻松，舒适；安逸，悠闲 vi.减轻，缓和；放松；灵活地移动
122 eas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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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124 emotional 1 [i'məuʃənəl] adj.情绪的；易激动的；感动人的
125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26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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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s 1 [ɪɡ'zɑːmplz] n.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
128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127

触摸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30 frightened 1 ['fraitnd] adj.害怕的；受惊的；受恐吓的 v.害怕；使吃惊；吓走（frighten的过去分词）
131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129

gone现在分词going）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133 goals 1 ['ɡəʊlz] n.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
134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135 green 1 [gri:n] adj.绿色的；青春的 n.绿色；青春 vt.使…变绿色 vi.变绿色 n.(Green)人名；(英、意)格林；(瑞典、芬)格伦
136 greg 1 [greg] n.格雷格（男子名，等于Gregory）
137 Gregory 1 ['gregəri] n.格雷戈里（男子名，古代罗马教皇之名）
138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39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140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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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42 holds 1 英 [həʊldz] 美 [hoʊldz] n. 货舱；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
143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144 idiom 1 ['idiəm] n.成语，习语；土话
145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46 immediately 1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147 impatient 1 [im'peiʃənt] adj.焦躁的；不耐心的
148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49 Isabel 1 ['izəbel] n.伊莎贝尔（人名）
150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51 john 1 [dʒɔn] n.厕所
152 judgmental 1 [dʒʌdʒ'mentəl] adj.审判的
153 keeping 1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154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155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56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157 lisa 1 [li:zə] n.丽莎（女子名）
158 lola 1 ['ləulə] n.洛拉（女子名）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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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love 1 [lʌv] n.恋爱；亲爱的；酷爱；喜爱的事物 vt.喜欢；热爱；爱慕 vi.爱 n.(Love)人名；(英)洛夫
161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62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163 mike 1 n.扩音器，麦克风；话筒；休息,游手好闲 vi.使用扩音器；偷懒,游手好闲 vt.用扩音器传送；用窃听器窃听
164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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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以)莫雷
165

1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法、芬、捷、英)莫斯特

most

movie 1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167 m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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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nazli 1 纳兹利
169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170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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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1 n.政党，党派；聚会，派对；当事人[复数parties] vi.参加社交聚会[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
172 pea 1 [pi:] n.豌豆 n.(Pea)人名；(意)佩亚
173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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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plant 1 [plɑ:nt, plænt] n.工厂，车间；植物；设备；庄稼 vt.种植；培养；栽培；安置 vi.种植 n.(Plant)人名；(英、西、意)普兰
171

特；(法)普朗

practice 1 ['præktis] n.实践；练习；惯例 vi.练习；实习；实行 vt.练习；实习；实行
176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177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178 relationships 1 [rɪ'leɪʃnʃɪps] 关系[式]
179 Robbins 1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180 round 1 [raund] n.圆；循环；一回合；圆形物 adj.圆的；完全的；大概的；肥胖的 adv.在周围；迂回地；朝反方向；挨个 vt.完
175

成；围捕；绕行；弄圆 vi.进展；变圆；环行；发胖 prep.附近；绕过；大约；在…周围 n.(Round)人名；(英)朗德

sadness 1 ['sædnis] n.悲哀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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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184 sayings 1 ['seɪɪŋz] n. 语录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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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seeds 1 [siːdz] n.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87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188 sharing 1 英 ['ʃeərɪŋ] 美 ['ʃerɪŋ] n. 共享；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
189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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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人名；(英)斯莫尔

state 1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192 stayed 1 [steɪ] v. 停留；逗留；保持 n. 停留；逗留
193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194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195 supportive 1 [sə'pɔ:tiv] adj.支持的；支援的；赞助的
196 sympathetic 1 [,simpə'θetik] adj.同情的；交感神经的；共鸣的；赞同的；和谐的；合意的 n.交感神经；容易感受的人
197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198 thanks 1 n.谢谢（只用复数） int.谢谢
199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00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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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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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upset 1 vt.使心烦；颠覆；扰乱 vi.翻倒 adj.心烦的；混乱的；弄翻的 n.混乱；翻倒；颠覆
204 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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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06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07 VOA 1 英 [ˌviː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208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09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210 w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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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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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213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14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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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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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worried 1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217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18 wrongdoing 1 ['rɔŋ'du:ŋ, 'rɔ:ŋ-] n.坏事；不道德的行为
219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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