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2-19 [Everyday Grammar] Spacecraft, Pronouns and
Grammar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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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话·威妥玛)

3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is 1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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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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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sh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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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nglish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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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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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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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i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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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o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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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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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objects 10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15 and 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6 inanimate 9 [in'ænimət] adj.无生命的；无生气的

17 talk 9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18 speaker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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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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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different 7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21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2 objec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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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pronouns 7 [p'rəʊnaʊnz] n. 代词 名词pronoun的复数形式.

24 an 6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5 b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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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pronoun 6 ['prəunaun] n.代词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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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whe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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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0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1 spacecraft 5 ['speiskrɑ:ft, -kræft] n.[航]宇宙飞船，航天器

32 used 5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3 ver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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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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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auer 4 ['bauə] n.鲍尔（德语姓氏）

36 kinds 4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37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38 particularly 4 [pə'tikjuləli] adv.特别地，独特地；详细地，具体地；明确地，细致地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39 someth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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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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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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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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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veryday 3 ['evridei] adj.每天的，日常的 n.平时；寻常日子

45 example 3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46 films 3 [fɪlm] n. 电影；薄膜；胶卷 vt. 把 ... 拍成电影；给 ... 覆上一薄层；拍照片 vi. 变朦胧；拍摄电影

47 grammar 3 ['græmə] n.语法；语法书

48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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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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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mu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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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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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piece 3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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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sometimes 3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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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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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word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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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a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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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alive 2 [ə'laiv] adj.活着的；活泼的；有生气的

60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61 Australian 2 [ɔ:'streɪljən] adj.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的 n.澳大利亚人

62 boats 2 英 [bəʊt] 美 [boʊt] n. 船；船型物 v. 划船；放于船上；乘船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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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食品罐头

64 careful 2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65 cars 2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66 counts 2 [kaʊnt] v. 计算；视为；依赖；重要，有价值 n. 计数；总数 n. 伯爵（欧洲国家的贵族头衔）

67 e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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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tc 2 adv.等等，及其他

69 explore 2 [ik'splɔ:] vt.探索；探测；探险 vi.探索；探测；探险

70 famous 2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71 ford 2 n.浅滩；Ford：福特汽车公司 vi.涉水而过 vt.涉过；徒涉

72 go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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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got 2 [gɔt] v.得到，明白（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Got)人名；(法)戈；(西、匈、瑞典)戈特

74 har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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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Harrison 2 ['hærisn] n.哈里森（男子名，哈里之子）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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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helmet 2 ['helmit] n.钢盔，头盔 n.(Helmet)人名；(德)黑尔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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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john 2 [dʒɔn] n.厕所

80 junk 2 [dʒʌŋk] n.垃圾，废物；舢板 n.(Junk)人名；(德、捷)容克

81 kid 2 [kid] n.小孩；小山羊 vt.欺骗；取笑；戏弄 vi.欺骗；取笑；戏弄 adj.小山羊皮制的；较年幼的 n.(Kid)人名；(英)基德

82 l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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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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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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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ll 2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85 loo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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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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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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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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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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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means 2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91 nail 2 [neil] vt.钉；使固定；揭露 n.[解剖]指甲；钉子 n.(Nail)人名；(法)纳伊；(土、阿拉伯、罗)纳伊尔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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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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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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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past 2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96 pot 2 [pɔt] n.壶；盆；罐 vt.把…装罐；射击；节略 vi.随手射击 n.(Pot)人名；(柬)布特；(捷)波特；(法)波

97 proc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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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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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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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scene 2 [si:n] n.场面；情景；景象；事件

101 ships 2 [ʃɪps] n.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

102 speed 2 [spi:d] vi.超速，加速；加速，迅速前行；兴隆 n.速度，速率；迅速，快速；昌盛，繁荣 vt.加快…的速度；使成功，使
繁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103 talking 2 ['tɔ:kiŋ] adj.说话的，多嘴的；有表情的 n.讲话，谈论 v.谈论；讲话（talk的ing形式） n.(Talking)人名；(英)托金

104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05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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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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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understanding 2 [,ʌndə'stændiŋ] n.谅解，理解；理解力；协议 adj.了解的；聪明的；有理解力的 v.理解；明白（understand的ing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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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watching 2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110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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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112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113 Zealand 2 ['zi:lənd] n.西兰岛（丹麦最大的岛）

114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115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116 actors 1 ['æktəz] n.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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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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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animals 1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20 animate 1 ['ænimeit, 'ænimət] vt.使有生气；使活泼；鼓舞；推动 adj.有生命的

121 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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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123 attach 1 [ə'tætʃ] vt.使依附；贴上；系上；使依恋 vi.附加；附属；伴随

124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125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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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127 behind 1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128 bicycle 1 ['baisikl] n.自行车 vi.骑脚踏车 vt.骑自行车运送

129 buy 1 [bai] vt.购买；获得；贿赂 vi.买，采购 n.购买，买卖；所购的物品 n.(Buy)人名；(法)比伊

130 car 1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131 case 1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132 chair 1 [tʃεə] n.椅子；讲座；（会议的）主席位；大学教授的职位 vt.担任（会议的）主席；使…入座；使就任要职 n.(Chair)人
名；(法)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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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chiefly 1 ['tʃi:fli] adv.主要地；首先

135 classic 1 ['klæsik] adj.经典的；古典的，传统的；最优秀的 n.名著；经典著作；大艺术家

136 cle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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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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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comm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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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141 confusing 1 [kən'fju:ziŋ] adj.混乱的；混淆的；令人困惑的 v.使迷惑；使混乱不清；使困窘（confuse的ing形式）

142 container 1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143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44 crash 1 [kræʃ] n.撞碎；坠毁；破产；轰隆声；睡觉 vi.摔碎；坠落；发出隆隆声；(金融企业等)破产 vt.打碎；使坠毁、撞坏；擅
自闯入

145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146 details 1 n.细节（detail的复数）；详细资料 v.详细说明（detail的三单形式）

147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148 discussed 1 [dɪs'kʌst] adj. 被讨论的；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9 discussion 1 [dis'kʌʃən] n.讨论，议论

150 discussions 1 [dɪs'kʌʃnz] 讨论

151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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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153 door 1 [dɔ:] n.门；家，户；门口；通道 n.(Door)人名；(英)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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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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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157 film 1 [film] n.电影；薄膜；胶卷；轻烟 vt.在…上覆以薄膜；把…拍成电影 vi.摄制电影；生薄膜；变得朦胧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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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flat 1 adj.平的；单调的；不景气的；干脆的；平坦的；扁平的；浅的 adv.（尤指贴着另一表面）平直地；断然地；水平地；直
接地，完全地 n.平地；公寓；平面 vt.使变平；[音乐]使（音调）下降，尤指降半音 vi.逐渐变平；[音乐]以降调唱（或奏）
n.（法）弗拉特（人名）；（英）弗莱特（人名）

160 flower 1 ['flauə] n.花；精华；开花植物 vi.成熟，发育；开花；繁荣；旺盛 vt.使开花；用花装饰 n.(Flower)人名；(英)弗劳尔

161 following 1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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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generally 1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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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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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guitar 1 [gi'tɑ:] n.吉他，六弦琴 vi.弹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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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hamill 1 n. 哈米尔

168 hat 1 [hæt] n.帽子 vt.给……戴上帽子 vi.供应帽子；制造帽子 n.(Hat)人名；(中)核(广东话·威妥玛)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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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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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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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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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holding 1 ['həuldiŋ] n.举办；支持 v.召开；担任（hold的ing形式）；握住 n.(Holding)人名；(英)霍尔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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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humans 1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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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immediately 1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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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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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large 1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182 laurie 1 ['lɔ:ri; 'lɔri] n.劳里（女子名，等于Laura）；劳里（男子名，等于Law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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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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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l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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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listening 1 ['lisəniŋ] adj.收听的；助听的 n.倾听 v.听（listen的ing形式）

187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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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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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machinery 1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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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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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mark 1 n.标志；马克；符号；痕迹；分数 vi.作记号 vt..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n..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195 metal 1 ['metəl] n.金属；合金 vt.以金属覆盖 adj.金属制的 n.(Metal)人名；(捷)梅塔尔；(瑞典)梅塔尔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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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modification 1 [,mɔdifi'keiʃən] n.修改，修正；改变

198 modifications 1 改性

199 modifying 1 英 ['mɒdɪfaɪ] 美 ['mɑːdɪfaɪ] v. 修改；更改；缓和；修饰

200 motorcycle 1 ['məutə,saikl] n.摩托车；机动车 vi.骑摩托车

201 movie 1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202 myself 1 [mai'self] pron.我自己；我亲自；我的正常的健康状况和正常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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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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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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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occurs 1 [ə'kɜːz] 动词occur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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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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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paper 1 ['peipə] n.纸；论文；文件；报纸 adj.纸做的 vt.用纸糊；用纸包装 vi.贴糊墙纸；发交通违章传票 n.(Paper)人名；(俄)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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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尔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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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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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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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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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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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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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poor 1 [puə, pɔ:] adj.贫穷的；可怜的；贫乏的；卑鄙的 n.(Poor)人名；(英、伊朗)普尔

219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20 riding 1 ['raidiŋ] n.骑马；骑术 v.骑；乘坐（ride的现在分词） n.(Riding)人名；(英)赖丁

221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222 rock 1 [rɔk] n.岩石；摇滚乐；暗礁 vt.摇动；使摇晃 vi.摇动；摇晃 n.(Rock)人名；(英、德、匈、意、瑞典)罗克

223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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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ex 1 [seks] n.性；性别；性行为；色情 vt.引起…的性欲；区别…的性别

226 sharp 1 adj.急剧的；锋利的；强烈的；敏捷的；刺耳的 adv.急剧地；锐利地；突然地 n.尖头 vt.磨快；把音调升高 vi.升音演奏
n.(Sharp)人名；(英)夏普

227 ship 1 [ʃip] vt.运送，乘船；以船运送 vi.上船；乘船旅行；当船员 n.船；舰；太空船 n.(Ship)人名；(中)摄(广东话·威妥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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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30 simpler 1 adj.更简单的（simple的比较级） n.(Simpler)人名；(瑞典)辛普勒

231 situations 1 [sɪtʃ'ʊeɪʃnz]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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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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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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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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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speak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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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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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speci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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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specifically 1 [spi'sifikəli] adv.特别地；明确地

241 star 1 [stɑ:] n.星，恒星；明星；星形物 vt.用星号标于；由…主演，由…担任主角 vi.担任主角 adj.明星的，主角的；星形的 n.
(Star)人名；(瑞典)斯塔尔；(德)施塔尔

242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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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toring 1 ['stɔ:riŋ] n.储存；保管 v.储存；供应（store的ing形式） adj.存储的

245 strange 1 [streindʒ] adj.奇怪的；陌生的；外行的 adv.奇怪地；陌生地，冷淡地 n.(Strange)人名；(英)斯特兰奇；(瑞典、塞)斯特
朗格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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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tronger 1 [英[strɒŋə(r)] 美[strɒŋə]] adj.更强壮的

248 substance 1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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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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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terms 1 [tə:mz] n.地位，关系；[法]条款；术语；措辞；价钱（term的复数形式） v.把…称为（term的三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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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53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54 th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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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人名；(越)辰；(柬)廷

255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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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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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transportation 1 [,trænspə'teiʃən,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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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unknown 1 ['ʌn'nəun] adj.未知的；陌生的，默默无闻的 n.未知数；未知的事物，默默无闻的人

261 useful 1 ['ju:sful] adj.有用的，有益的；有帮助的

262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63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64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265 wars 1 英 [wɔː (r)] 美 [wɔː r] n. 战争；斗争 v. 作战；斗争

266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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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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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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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71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272 wo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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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4 worn 1 [wɔ:n] adj.疲倦的；用旧的 v.穿；磨损（wear的过去分词）；佩戴 n.(Worn)人名；(柬)翁；(英、葡)沃恩

275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76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77 yes 1 [jes] adv.是,是的 n.是（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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