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1-15 [Everyday Grammar] A Reason to Understand Adjective
Clauses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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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bove 1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3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4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5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6 adjective 15 ['ædʒiktiv] adj.形容词的；从属的 n.形容词

7 after 4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8 again 2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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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1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2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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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nswer 3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15 any 2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16 anyway 1 ['eniwei]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总之

17 ar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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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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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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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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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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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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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beating 1 ['bi:tiŋ] n.打；[纸]打浆；敲打；失败 v.打（beat的ing形式）

24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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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27 begin 3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28 beginning 3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29 begins 2 [bɪ'ɡɪn] v. 开始；着手

30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31 better 2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32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33 boo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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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reathing 1 ['bri:ðiŋ] n.呼吸；瞬间；微风 adj.呼吸的；逼真的 v.呼吸（breathe的现在分词）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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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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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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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allum 1 n. 卡勒姆

39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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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40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41 clause 6 [klɔ:z] n.条款；[计]子句 n.(Clause)人名；(法)克洛斯

42 clauses 15 [k'lɔː zɪz] n. 子句 名词clause的复数形式.

43 cleaned 1 [kliː n] adj. 干净的；纯洁的；完全的；空白的；正当的；精准的 adv. 完全地 n. 清洁 v. 打扫；清扫；擦，刷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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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ome 2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46 common 2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47 commonly 1 ['kɔmənli] adv.一般地；通常地；普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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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50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51 consider 4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52 could 3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53 definitions 1 ['defɪnɪʃənz] n. 定义 名词definition的复数形式.

54 describe 5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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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describing 1 [dɪsk'raɪbɪŋ] n. 描述物品 动词describe的现在分词.

57 did 5 [did] v.做（do的过去式）

58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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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discussion 1 [dis'kʌʃən] n.讨论，议论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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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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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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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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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nglis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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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veryday 1 ['evridei] adj.每天的，日常的 n.平时；寻常日子

68 exact 1 adj.准确的，精密的；精确的 vt.要求；强求；急需 vi.勒索钱财

69 example 6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70 examples 2 [ɪɡ'zɑːmplz] n.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

71 experiment 1 [ik'speriment, ek's-] vi.尝试；进行实验 n.实验，试验；尝试

72 explain 1 [ik'splein] v.说明；解释

73 explanations 1 [ˌeksplə'neɪʃn] n. 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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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presses 1 [ɪk'spres] n. 快车；快递；专使 adj. 明确的；急速的；直接的 adv. 用快递 vt. 表达；表示；挤压出；快递

76 few 4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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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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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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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followed 2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81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2 friend 3 [frend] n.朋友；助手；赞助者 n.(Friend)人名；(英)弗兰德

83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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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fun 2 [fʌn] n.乐趣；玩笑；有趣的人或事 adj.供娱乐用的 vi.开玩笑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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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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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g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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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e现在分词going）

88 goes 2 [gəuz] vi.前进；行走（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Goes)人名；(瑞典)约斯；(法、德)格斯；(荷)胡斯

89 grammar 4 ['græmə] n.语法；语法书

90 grammatical 1 [grə'mætikəl] adj.文法的；符合语法规则的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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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93 had 1 v.有；吃；得到（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ux.已经（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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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hav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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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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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hear 3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98 heard 1 [hə:d] v.听到（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闻知 n.(Heard)人名；(英)赫德

99 heart 1 [hɑ:t] n.心脏；感情；勇气；心形；要点 vt.鼓励；铭记 vi.结心 n.(Heart)人名；(英)哈特

100 hopeless 1 ['həuplis] adj.绝望的；不可救药的

101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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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04 imagine 2 vt.想象；猜想；臆断 vi.想象；猜想；想象起来

105 immediately 2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106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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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08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9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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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john 2 [dʒɔn] n.厕所

111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112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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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l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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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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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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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18 losing 2 ['lu:ziŋ] n.损失；失败 adj.输的；失败的；导致失败的 v.失去；损失（lose的ing形式）；错过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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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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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22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23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24 measurement 1 ['meʒəmənt] n.测量；[计量]度量；尺寸；量度制

125 meet 3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126 migh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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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mind 1 [maind] n.理智，精神；意见；智力；记忆力 vt.介意；专心于；照料 vi.介意；注意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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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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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莫雷

129 music 2 ['mju:zik] n.音乐，乐曲

130 m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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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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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no 1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134 not 8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35 no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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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noun 5 [naun] n.名词 n.(Noun)人名；(以)努恩

137 nouns 2 ['naʊnz] n. 名词

138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39 of 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40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41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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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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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o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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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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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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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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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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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perhap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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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phrasal 1 ['freizl] adj.短语的；习惯用语的，成语的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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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play 1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典)普莱

153 please 1 [pli:z] vt.使喜欢；使高兴，使满意 vi.讨人喜欢；令人高兴 int.请（礼貌用语）

154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155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156 possibly 1 ['pɔsəbli] adv.可能地；也许；大概

157 practice 2 ['præktis] n.实践；练习；惯例 vi.练习；实习；实行 vt.练习；实习；实行

158 prayers 1 ['preɪəz] n. 祈祷；祝福 名词prayer复数形式.

159 predicate 3 ['predikeit] vt.断定为…；使…基于 vi.断言，断定 n.谓语，述语 adj.谓语的；述语的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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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racing 1 ['reisiŋ] n.赛马；竞赛 vi.赛马（race的ing形式）；竞赛 adj.比赛的

162 re 2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163 reaso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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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reasons 3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165 refer 2 [ri'fə:] vi.参考；涉及；提到；查阅 vt.涉及；委托；归诸于；使…求助于

166 relationship 1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167 relative 1 ['relətiv] adj.相对的；有关系的；成比例的 n.亲戚；相关物；[语]关系词；亲缘植物

168 repeat 1 [ri'pi:t] vt.重复；复制；背诵 n.重复；副本 vi.重做；重复发生

169 re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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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results 2 [rɪ'zʌlts] n. 结果

171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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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173 said 1 adj.上述的，该 v.说（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aid)人名；(西、塞、哈萨克、乌兹、吉尔、塔吉、土库、阿塞、阿
拉伯)赛义德

174 sa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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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s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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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177 Scott 4 [skɔt] n.斯科特（男子名）

178 seco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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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sentence 2 ['sentəns] n.[语][计]句子，命题；宣判，判决 vt.判决，宣判

180 sentences 1 ['sentəns] n. 句子；判决 vt. 宣判；判决

181 shania 1 n. 沙妮娅

182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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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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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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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sleep 2 [sli:p] vi.睡，睡觉 n.睡眠 n.(Sleep)人名；(英)斯利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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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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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sometimes 4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189 song 4 [sɔŋ, sɔ:ŋ] n.歌曲；歌唱；诗歌；鸣声 n.(Song)人名；(泰)颂；(柬)松；(英)桑；(老)宋；(越)双；(东南亚国家华语)松

190 songwriter 2 ['sɔŋ,raitə, 'sɔ:ŋ-] n.流行歌曲的作者；歌曲作家

191 sounded 1 ['saʊndɪd] vbl. 听起来

192 speaker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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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special 3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194 speech 1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195 station 5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196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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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structure 5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199 structures 2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200 students 1 [st'juːdnts] 学生

201 subjec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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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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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talked 2 [tɔː k] v. 交谈；商讨；演讲；阐述；劝服 n. 谈话；会谈；讨论；讲话；空谈

205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206 tha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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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the 5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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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10 there 6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11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12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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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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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thi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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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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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throughout 1 [θru:'aut] adv.自始至终，到处；全部 prep.贯穿，遍及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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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219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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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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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22 tools 1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223 train 5 [trein] n.火车；行列；长队；裙裾 v.培养；训练；瞄准 n.(Train)人名；(英)特雷恩；(法)特兰；(意)特拉因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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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twain 1 [twein] n.两；二；一对 adj.一对的 n.(Twain)人名；(英)特温

226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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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unusual 2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229 up 1 [ʌp] adv.起来；上涨；向上 prep.在…之上；向…的较高处 adj.涨的；起床的；向上的 n.上升；繁荣

230 us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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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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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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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ver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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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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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36 w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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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went 3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238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39 w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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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w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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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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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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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why 1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244 wi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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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46 wondering 1 ['wʌndəriŋ] adj.疑惑的；觉得奇怪的 v.想知道（wonder的ing形式）；惊奇

247 word 9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248 word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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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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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51 you 2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52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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