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2-30 [Education Report] How to Break Bad Habits 词频表词频表

1 you 38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 to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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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ne 25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4 the 2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5 your 24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6 is 1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habits 13 ['hæbɪt] n. 习惯；习性

8 for 11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 i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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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nd 1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1 habit 10 ['hæbit] n.习惯，习性；嗜好 vt.使穿衣

12 o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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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r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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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ca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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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i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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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O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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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bou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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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cell 8 [sel] n.细胞；电池；蜂房的巢室；单人小室 vi.住在牢房或小室中 n.(Cell)人名；(英)塞尔

19 somethin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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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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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could 7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22 us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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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ba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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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of 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5 think 6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6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7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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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reak 5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晓；
（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29 b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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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heck 5 vt.检查，核对；制止，抑制；在…上打勾 vi.核实，查核；中止；打勾；[象棋]将一军 n.<美>支票；制止，抑制；检
验，核对 n.（英）切克（人名）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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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mak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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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on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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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s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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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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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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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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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hecking 4 ['tʃekiŋ] n.校验；[电子][通信]抑制；[涂料]龟裂；检查；[力]裂纹

38 example 4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39 how 4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40 ideas 4 观念

41 response 4 [ri'spɔns] n.响应；反应；回答

42 reward 4 [ri'wɔ:d] n.[劳经]报酬；报答；酬谢 vt.[劳经]奖励；奖赏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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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wood 4 [wud] n.木材；木制品；树林 vi.收集木材 vt.植林于；给…添加木柴 n.(Wood)人名；(英、法、西、葡、阿拉伯)伍德

45 action 3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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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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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book 3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49 clear 3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除；
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50 craving 3 ['kreiviŋ] n.渴望；热望 v.渴望；恳求（crave的ing形式）

51 cue 3 [kju:] n.提示，暗示；线索 vt.给…暗示 n.(Cue)人名；(西)库埃

52 difficult 3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53 every 3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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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invisible 3 [in'vizəbl] adj.无形的，看不见的；无形的；不显眼的，暗藏的

56 loo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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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migh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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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need 3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59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60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61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62 process 3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63 social 3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64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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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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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unattractive 3 [,ʌnə'træktiv] adj.不吸引人注意的；没有魅力的；不美丽的

67 w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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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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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writes 3 [raɪt] v. 写；书写；填写；作曲

70 agreement 2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71 back 2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后
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72 backpack 2 ['bækpæk] n.双肩背包，背包；远足用的背包 vt.挑运；把…放入背包 vi.背负简便行李旅行；挑运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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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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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call 2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76 chat 2 [tʃæt] vi.聊天；闲谈 vt.与…搭讪；与…攀谈 n.聊天；闲谈 n.(Chat)人名；(英)查特(教名Carol、Carola、Caroline、Carolyn的
昵称)；(西)查特；(越)质；(柬)乍；(泰)察；(捷)哈特；(中)质(广东话·威妥玛)；(法)沙

77 contract 2 ['kɔntrækt, kən'trækt] vi.收缩；感染；订约 vt.感染；订约；使缩短 n.合同；婚约

78 desire 2 [di'zaiə] n.欲望；要求，心愿；性欲 vt.想要；要求；希望得到… vi.渴望 n.(Desire)人名；(刚(布)、英)德西雷

79 discussed 2 [dɪs'kʌst] adj. 被讨论的；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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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doing 2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81 earlier 2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82 education 2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83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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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nvironment 2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85 family 2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86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87 James 2 [dʒeimz] n.詹姆斯（姓氏，男子名）；《雅各书》

88 john 2 [dʒɔn] n.厕所

89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90 looking 2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91 made 2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92 making 2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93 media 2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94 member 2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95 mode 2 [məud] n.模式；方式；风格；时尚 n.(Mode)人名；(德、英、法、乍、瑞典)莫德

96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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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negat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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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notes 2 英 [nəʊt] 美 [noʊt] n. 笔记；便条；纸币；音符；票据；注解；音调 vt. 注意；记录；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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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perhaps 2 adv.或许；（表示不确定）也许；（用于粗略的估计）或许；（表示勉强同意或其实不赞成）也许；可能 n.假定；
猜想；未定之事

101 psychologist 2 [psai'kɔlədʒist] n.心理学家，心理学者

102 quick 2 [kwik] n.核心；伤口的嫩肉 adj.快的；迅速的，敏捷的；灵敏的 adv.迅速地，快 n.(Quick)人名；(英、德、瑞典、芬)奎
克

103 reducing 2 英 [rɪ'djuːsɪŋ] 美 [rɪ'duːsɪŋ] n. 减低；还原；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104 remember 2 [ri'membə] vt.记得；牢记；纪念；代…问好 vi.记得，记起

105 reminder 2 [ri'maində] n.暗示；提醒的人/物；催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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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108 seeing 2 ['si:iŋ] n.看见；视觉；观看；视力 conj.因为；由于；鉴于 adj.看见的；有视觉的 v.看见（see的ing形式）

109 step 2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110 steps 2 n.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台阶，步骤（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

111 stop 2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112 studies 2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113 studying 2 ['stʌdi] n. 研究；学习；学科；书房；(绘画或文学)习作；练习曲；沉思；记忆力…的人；台词记得…的人 v. 研究；
学习；读书；仔细观察；努力

114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115 suggests 2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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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18 Tips 2 英 [tips] 美 [tɪps] abbr. =Techn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技术情报处理系统[美] n. 顶端；消费；小部件；脏乱的地
方；实用的小建议（名词tip的复数形式）

119 today 2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120 unsatisfying 2 [ˌʌn'sætɪsfaɪɪŋ] adj. 不能令人满意的

121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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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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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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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24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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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127 add 1 [æd] vi.加；增加；加起来；做加法 vt.增加，添加；补充说；计算…总和 n.加法，加法运算

128 adds 1 abbr.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

129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30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31 ano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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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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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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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asks 1 英 [ɑːsk] 美 [æsk] v. 询问；请求；邀请；要求；开价；期待

135 atomic 1 [ə'tɔmik] adj.原子的，原子能的；微粒子的

136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37 begin 1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138 behaviors 1 [bɪheɪ'viː əʊz] 行为

139 brain 1 [brein] n.头脑，智力；脑袋 vt.猛击…的头部 n.(Brain)人名；(英)布雷恩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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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carefully 1 ['kɛəfəli] adv.小心地

142 carrying 1 ['kærɪɪŋ] adj. 运送的；运输的 n. 运送；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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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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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closing 1 ['kləuziŋ] adj.收盘的；结束的；结尾的 n.结尾辞 v.关闭（clos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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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149 container 1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150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151 custom 1 n.习惯，惯例；风俗；海关，关税；经常光顾；[总称]（经常性的）顾客 adj.（衣服等）定做的，定制的

152 cut 1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153 dealing 1 ['di:liŋ] n.交易；行为

154 decide 1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155 describes 1 [dɪ'skraɪb] vt. 描述；说成；形容；画(尤指几何图形)

156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157 discussion 1 [dis'kʌʃən] n.讨论，议论

158 disturb 1 [dis'tə:b] vt.打扰；妨碍；使不安；弄乱；使恼怒 vi.打扰；妨碍

159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160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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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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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164 emotional 1 [i'məuʃənəl] adj.情绪的；易激动的；感动人的

165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166 examine 1 [ig'zæmin] vt.检查；调查；检测；考试 vi.检查；调查

167 experienced 1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168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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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explore 1 [ik'splɔ:] vt.探索；探测；探险 vi.探索；探测；探险

170 explored 1 [ɪks'plɔː d] adj. 探究的；被勘测的 动词expl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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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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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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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75 friendly 1 ['frendli] adj.友好的；亲切的；支持的；融洽的，和睦的 adv.友善地；温和地 n.(Friendly)人名；(英)弗兰德利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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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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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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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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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goals 1 ['ɡəʊlz] n.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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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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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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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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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healthy 1 ['helθi] adj.健康的，健全的；有益于健康的

187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88 hello 1 [he'ləu, hə-] int.喂；哈罗 n.表示问候，惊奇或唤起注意时的用语 n.(Hello)人名；(法)埃洛

189 hide 1 [haid] vt.隐藏；隐瞒；鞭打 vi.隐藏 n.躲藏；兽皮；躲藏处

190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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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imagine 1 vt.想象；猜想；臆断 vi.想象；猜想；想象起来

193 importance 1 [im'pɔ:təns] n.价值；重要；重大；傲慢

194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95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196 increasing 1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197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198 interesting 1 [ˈɪntrɪstɪŋ，ˈɪntrəstɪŋ] adj.有趣的；引起兴趣的，令人关注的

199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200 just 1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201 ki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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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lacking 1 ['lækiŋ] adj.缺乏的；没有的；不足的 v.缺少；不足（lack的ing形式）

203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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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206 legal 1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207 light 1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208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209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210 material 1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211 mental 1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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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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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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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215 number 1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216 object 1 ['ɔbdʒikt, -dʒekt, əb'dʒekt] n.目标；物体；客体；宾语 vt.提出…作为反对的理由 vi.反对；拒绝

217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218 offers 1 英 ['ɒfə(r)] 美 ['ɔː fər] vt. 提供；提出；（卖方）出价；贡献 vi. 提议；出现；求婚 n. 提议；出价

219 only 1 ['əunli] adv.只，仅仅；不料 adj.唯一的，仅有的；最合适的 conj.但是；不过；可是

220 onto 1 ['ɔntu, -tə] prep.在…之上；对…了解；映射到…上 adj.映射的；自身的；映成的

221 ord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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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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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24 out 1 [aut] adv.出现；在外；出局；出声地；不流行地 adj.外面的；出局的；下台的 n.出局 prep.向；离去 vi.出来；暴露 vt.使熄
灭；驱逐

225 patience 1 ['peiʃəns] n.耐性，耐心；忍耐，容忍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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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perform 1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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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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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planning 1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231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232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233 processes 1 n.过程；[计]进程（process的复数） v.处理（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加工

234 promise 1 ['prɔmis] n.许诺，允诺；希望 vt.允诺，许诺；给人以…的指望或希望 vi.许诺；有指望，有前途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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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237 reaction 1 [ri'ækʃən, ri:-] n.反应，感应；反动，复古；反作用

238 reading 1 ['ri:diŋ] n.阅读，朗读；读物；读数 adj.阅读的 v.阅读（read的ing形式）

239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240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41 repeatedly 1 [rɪ'piː tɪdli] adv. 重复地；再三地

242 repetition 1 [,repi'tiʃən] n.重复；背诵；副本

243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244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245 rewards 1 [rɪ'wɔː dz] n. 奖励 名词reward的复数形式.

246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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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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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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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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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ignal 1 n.信号；暗号；导火线 vt.标志；用信号通知；表示 adj.显著的；作为信号的 vi.发信号 n.(Signal)人名；(瑞典)西格纳尔

253 silence 1 ['sailəns] n.沉默；寂静；缄默；不谈；无声状态 vt.使沉默；使安静；压制；消除噪音 int.安静！；别作声！

254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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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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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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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tates 1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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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suggestion 1 [səg'dʒestʃən] n.建议；示意；微量，细微的迹象

259 surroundings 1 [sə'raundiŋz] n.环境；周围的事物

260 switch 1 [switʃ] vt.转换；用鞭子等抽打 vi.转换；抽打；换防 n.开关；转换；鞭子

261 tells 1 [tel] v. 告诉；吩咐；讲述；表达；辨别；判断；泄露；告发；产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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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64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65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66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67 thoughts 1 ['θɔː ts] n.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

268 tim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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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270 unable 1 [ʌn'eibl] adj.不会的，不能的；[劳经]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271 unappealing 1 [,ʌnə'pi:liŋ] adj.不能打动人的；无吸引力的

272 urge 1 [ə:dʒ] vt.力劝，催促；驱策，推进 n.强烈的欲望，迫切要求；推动力 vi.强烈要求

273 us 1 pron.我们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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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VOA 1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276 wa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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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78 watch 1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279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280 wear 1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281 wendy 1 ['wendi] n.温迪（女子名）

282 whi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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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84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285 wristwatch 1 ['ristwɔtʃ, -wɔ:tʃ] n.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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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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