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3-12 [Everyday Grammar] Are 'Me and My Friends' Breaking
Grammar Rules 词频表词频表

1 and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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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2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 of 1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to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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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s 1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me 17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7 you 1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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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subjec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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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be 9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1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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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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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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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thi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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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compound 7 n.[化学]化合物；混合物；复合词 adj.复合的；混合的 v.合成；混合；恶化，加重；和解，妥协

17 English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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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someone 7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19 abo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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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goo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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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not 6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2 sentence 6 ['sentəns] n.[语][计]句子，命题；宣判，判决 vt.判决，宣判

23 wi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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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5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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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obby 5 ['bɔbi] n.警察 n.(Bobby)人名；(英)博比

27 coca 5 ['kəukə] n.古柯，古柯叶 n.(Coca)人名；(塞)措察；(英、西、意、罗)科卡

28 grammar 5 ['græmə] n.语法；语法书

29 so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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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us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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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whe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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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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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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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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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language 4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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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莫雷

37 m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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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o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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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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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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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驱逐

40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41 should 4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42 speak 4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43 study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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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tonight 4 [tə'nait] adv.在今晚 n.今晚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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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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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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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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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orpus 3 ['kɔ:pəs] n.[计]语料库；文集；本金 n.(Corpus)人名；(西)科尔普斯

50 doing 3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51 enough 3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52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53 go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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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here 3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55 mcgee 3 [计] 麦克吉

56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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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pronoun 3 ['prəunaun] n.代词

58 rule 3 [ru:l] vi.统治；管辖；裁定 n.统治；规则 vt.统治；规定；管理；裁决；支配 n.(Rule)人名；(英)鲁尔；(塞)鲁莱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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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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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subjects 3 ['sʌbdʒɪkts] n. 科目 名词subject的复数形式.

62 television 3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63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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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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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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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yourself 3 [jɔ:'self, juə-, jə-] pron.你自己

68 actor 2 ['æktə] n.男演员；行动者；作用物

69 actually 2 adv.实际上；事实上

70 alone 2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71 am 2 abbr.调频，调谐，调幅（amplitudemodulation） vi.（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 aux.（与v-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与v-ed
连用构成被动语态） n.（柬）安（人名）

72 andy 2 ['ændi] n.安迪（男子名，等于Andrew）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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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75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76 books 2 ['bʊks] n. 帐目；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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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children 2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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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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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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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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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eas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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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at 2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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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for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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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86 friend 2 [frend] n.朋友；助手；赞助者 n.(Friend)人名；(英)弗兰德

87 hang 2 ['hæŋ] vt.悬挂，垂下；装饰；绞死；使悬而未决 vi.悬着，垂下；被绞死；悬而不决 n.悬挂；暂停，中止 n.(Hang)人名；
(罗)汉格；(东南亚国家华语)康；(老)汉；(柬)韩(用于名字第一节)，杭

88 hear 2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89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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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91 left 2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92 liberman 2 n. 利伯曼

93 looking 2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94 lunch 2 n.午餐 vt.吃午餐；供给午餐 vi.吃午餐；供给午餐

95 nothin 2 诺廷

96 obje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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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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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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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per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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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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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polite 2 [pə'lait] adj.有礼貌的，客气的；文雅的；上流的；优雅的

102 progra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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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researchers 2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104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105 rules 2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06 saying 2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107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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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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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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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thing 2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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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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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without 2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115 wor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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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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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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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write 2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119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120 adv 1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121 advice 1 [əd'vais] n.建议；忠告；劝告；通知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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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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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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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biden 1 n. 拜登(姓氏)

126 blog 1 英 [blɒɡ] 美 [blɑːɡ] n. 博客；网络随笔；日志

127 blues 1 [blu:z] n.忧郁布鲁斯歌曲；蓝色物（blue的复数） v.把…染成蓝色（blue的第三人称单数）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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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brea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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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breaking 1 ['breikiŋ] n.破坏；阻断 v.破坏（break的ing形式）

131 c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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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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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34 Caty 1 卡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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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collection 1 [kə'lekʃən] n.采集，聚集；[税收]征收；收藏品；募捐

137 commentary 1 ['kɔməntəri] n.评论；注释；评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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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computers 1 [kəm'pju tːəz] n.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

140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141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142 contemporary 1 [kən'tempərəri] n.同时代的人；同时期的东西 adj.当代的；同时代的；属于同一时期的

143 correct 1 [kə'rekt] vt.改正；告诫 vi.调整；纠正错误 adj.正确的；恰当的；端正的

144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145 differs 1 英 ['dɪfə(r)] 美 ['dɪfər] vi. 不同；有区别

146 drawn 1 [drɔ:n] adj.拔出的 v.画，绘图（draw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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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149 eric 1 埃里克（人名）

150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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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cellent 1 ['eksələnt] adj.卓越的；极好的；杰出的

153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154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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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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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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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founder 1 ['faundə] vi.失败；沉没；倒塌；变跛 vt.破坏；使摔倒；垮掉 n.创始人；建立者；翻沙工

159 freedom 1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160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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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e现在分词going）

162 greta 1 ['gretə] n.格里塔（女子名，Margaret的昵称，等于Gretta）

163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164 handle 1 ['hændl] n.[建]把手；柄；手感；口实 vt.处理；操作；运用；买卖；触摸 vi.搬运；易于操纵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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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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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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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169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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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janis 1 n. 贾尼斯

171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72 joined 1 [dʒɔɪnd]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73 Joplin 1 乔普林（地名，美国城市）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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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kelly 1 ['keli] n.黄绿色，鲜绿色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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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last 1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持，够用；持久 vt.度过，拖过；使维持 adv.最后地；上次，最近；最后一点 n.(Last)人名；(英、德、葡、罗、瑞典)拉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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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learner 1 ['lə:nə] n.初学者，学习者 n.(Learner)人名；(英)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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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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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linguistics 1 [liŋ'gwistiks] n.语言学

184 log 1 vi.伐木 vt.切；伐木；航行 n.记录；航行日志；原木

185 lord 1 [lɔ:d] n.主；上帝 int.主，天啊 vt.使成贵族 vi.作威作福，称王称霸 n.(Lord)人名；(瑞典)洛德；(法)洛尔

186 lose 1 [lu:z] vt.浪费；使沉溺于；使迷路；遗失；错过 vi.失败；受损失 n.(Lose)人名；(英)洛斯；(德)洛泽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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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Manners 1 ['mænəz] n. 礼貌；规范；风俗 名词mann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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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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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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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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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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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musical 1 ['mju:zikəl] adj.音乐的；悦耳的 n.音乐片

195 native 1 ['neitiv] adj.本国的；土著的；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天赋的 n.本地人；土产；当地居民

196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97 no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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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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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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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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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parents 1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203 Pennsylvania 1 [,pensil'veinjə] n.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州名）

204 performing 1 [pə'fɔ:miŋ] adj.表演的；履行的 v.表演（perform的ing形式）；履行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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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personally 1 ['pə:sənəli] adv.亲自地；当面；个别地；就自己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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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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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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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pronouns 1 [p'rəʊnaʊnz] n. 代词 名词pronoun的复数形式.

213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214 putting 1 ['putiŋ] n.投掷；（高尔夫球）打球入洞 v.放置（put的ing形式）；轻击球；使球入洞的轻击（put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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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rare 1 adj.稀有的；稀薄的；半熟的 adj.杰出的；极度的；非常好的 adv.非常；极其 vi.用后腿站起；渴望

216 read 1 [ri:d] vt.阅读；读懂，理解 vi.读；读起来 n.阅读；读物 adj.有学问的 n.(Read)人名；(英)里德

217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18 recorded 1 [ri'kɔ:did] adj.记录的 v.记录；录音（record的过去分词）

219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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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reporter 1 [ri'pɔ:tə] n.记者

222 respect 1 [ri'spekt] n.尊敬，尊重；方面；敬意 vt.尊敬，尊重；遵守

223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24 samples 1 ['sɑːmplz] n. 采样；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

225 sang 1 [sæŋ] v.唱，唱歌（sing的过去式） n.(Sang)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生；(瑞典、老、柬、泰)桑；(中)生(广东话·威妥玛)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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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eems 1 [siː mz]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28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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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omewhere 1 ['sʌmhwεə] adv.在某处；到某处 n.某个地方

231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232 sources 1 英 [sɔː s] 美 [sɔː rs] n. 来源；发源地；原始资料 v. 从...获得

233 speaker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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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peeches 1 [s'piː tʃɪz] 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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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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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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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tories 1 [s'tɔː rɪz] n. 故事，传说（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 v. 讲…的故事；说假话（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39 stress 1 [stres] n.压力；强调；紧张；重要性；重读 vt.强调；使紧张；加压力于；用重音读 n.(Stress)人名；(意)斯特雷斯

240 study 1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241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242 susteren 1 n. 叙斯特伦(在荷兰；东经 5º50' 北纬 51º0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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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teachers 1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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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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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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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50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1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52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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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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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tool 1 [tu:l] n.工具，用具；器械，机床；手段 vi.使用工具；用机床装备工厂 vt.用工具给……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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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trace 1 [treis] vi.追溯；沿路走 vt.追踪，查探；描绘；回溯 n.痕迹，踪迹；微量；[仪]迹线；缰绳

257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258 unbreakable 1 [un'breikəbəl] adj.牢不可破的；不易破损的

259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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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unhappy 1 [,ʌn'hæpi] adj.不快乐的；不幸福的；不适当的

261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262 us 1 pron.我们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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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65 van 1 [væn] n.先锋；厢式货车；增值网 vt.用车搬运 n.(Van)人名；(老、泰、柬、缅)万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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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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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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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270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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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work 1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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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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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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