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3-19 [Everyday Grammar] Different Areas in America,
Different Second-person Plural Pronoun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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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ademic 1 [,ækə'demik] adj.学术的；理论的；学院的 n.大学生，大学教师；学者

3 acceptable 1 [ək'septəbl] adj.可接受的；合意的；可忍受的

4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5 acting 1 ['æktiŋ] adj.代理的；装腔作势的 n.演技；演戏；假装

6 actor 1 ['æktə] n.男演员；行动者；作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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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greements 1 [əɡ'riː mənts] n. 协定

9 all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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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1 America 3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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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mericans 2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4 among 2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5 an 8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 and 1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7 ar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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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9 areas 5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20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21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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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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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udience 1 [ˈɔː diəns] n.观众；听众；读者；接见；正式会见；拜会

25 Barack 1 n.贝拉克

26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7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28 between 4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29 Boston 1 ['bɔstən] n.波士顿（美国城市）

30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31 boy 1 [bɔi] n.男孩；男人 n.(Boy)人名；(英、德、西、意、刚(金)、印尼、瑞典)博伊；(法)布瓦

32 briefly 1 ['bri:fli] adv.短暂地；简略地；暂时地

33 Bronx 2 [brɔŋks] n.布朗克斯（纽约市最北端的一区）；布朗克斯鸡尾酒

34 business 2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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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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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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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39 certain 1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40 challenge 1 n.挑战；怀疑 vt.向…挑战；对…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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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hicago 2 [ʃi'kɑ:gəu] n.芝加哥（美国中西部城市）

42 Cities 2 n.都市（歌曲名）

43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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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dian 2 [kə'mi:djən] n.喜剧演员；滑稽人物

46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47 comm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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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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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ommunities 1 [kə'mjuːnəti] n. 社区；社会；公众；共同体；团体；共享；共有；[生]群落

50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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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orley 1 n. 科利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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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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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ountry 3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乐
的

56 crime 1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57 dad 1 [dæd] n.爸爸；爹爹 n.(Dad)人名；(孟、巴基、阿富)达德；(泰)达

58 dc 1 [ˌdiː 'siː ] abbr. 直流(=direct current) abbr. 哥伦比亚特区(=District of Columbia)

59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60 detail 1 ['di:teil, di'teil] n.细节，详情 vt.详述；选派 vi.画详图

61 difference 2 n.差异；不同；争执

62 differences 2 ['dɪfərəns] n.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

63 different 8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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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documents 1 英 ['dɒkjumənt] 美 ['dɑːkjumənt] n. 文件；公文；文档 vt. 记载；(用文件等)证明

66 does 2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67 dropped 1 [drɒpt] v. 降下(减少；划线；停止；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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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ight 1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70 emails 1 ['iː meɪlz] 邮件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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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verybody 1 ['evri,bədi] pron.每个人；人人

73 everyday 5 ['evridei] adj.每天的，日常的 n.平时；寻常日子

74 example 2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75 explaining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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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78 faces 2 ['feɪsɪz] n.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

79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80 final 1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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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捷)菲尔斯特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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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for 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4 forget 1 [fə'gɛt] vt.忘记；忽略 vi.忘记 n.(Forget)人名；(法)福尔热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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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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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86 formal 1 ['fɔ:məl] adj.正式的；拘谨的；有条理的 n.正式的社交活动；夜礼服 n.(Formal)人名；(法)福马尔

87 former 1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88 fourth 1 [fɔ:θ] adj.第四的，第四个的；四分之一的 n.第四，月的第四日；四分之一 num.第四

89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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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front 1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92 fun 3 [fʌn] n.乐趣；玩笑；有趣的人或事 adj.供娱乐用的 vi.开玩笑

93 funny 2 adj.有趣的，好笑的，滑稽的；（口）稀奇的，古怪的，奇异的；有病的，不舒服的；狡猾的，欺骗（性）的，可疑
的，不光明 n.滑稽人物；笑话，有趣的故事；滑稽连环漫画栏；（英）（比赛用）单人双桨小艇

94 generally 2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95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96 go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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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grammar 4 ['græmə] n.语法；语法书

98 group 4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99 growing 2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100 guys 13 [ɡaɪ] n. 家伙；(男)人 n. 拉索；牵索 vt. 嘲笑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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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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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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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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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06 hey 2 [hei] int.喂！（引起注意等）；你好！（表示问候） n.干草（等于hay） n.(Hey)人名；(法)埃；(柬)海；(德、英)海伊

107 him 1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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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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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idea 2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111 ideas 1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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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impatient 1 [im'peiʃənt] adj.焦躁的；不耐心的

114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15 in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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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insulted 1 [ɪn'sʌlt] n. 侮辱；辱骂；冒犯 vt. 侮辱；辱骂；凌辱

117 is 2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8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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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Italian 1 adj.意大利的；意大利语的；意大利文化的 n.意大利人；意大利语

121 Jerry 1 ['dʒeri] n.杰里（男子名）

122 john 2 [dʒɔn] n.厕所

123 jokes 1 n.笑话（joke的复数） v.说笑话（joke的三单形式）；和…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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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kinds 3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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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language 1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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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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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laugh 2 [lɑ:f, læf] n.笑；引人发笑的事或人 vi.笑 vt.以笑表示；使…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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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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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le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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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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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le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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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lets 1 abbr.地方交易系统（LocalExchangeTradingSystem）

137 li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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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lines 1 [laɪnz] n. (剧本中的)台词；诗歌；线条；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

139 listen 3 ['lisən] vi.听，倾听；听从，听信 n.听，倾听

140 little 2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141 ll 1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142 loo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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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looking 2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44 Louis 1 ['lu:i] n.路易斯（男子名）

145 ma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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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mainly 3 ['meinli] adv.主要地，大体上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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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makes 2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149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150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151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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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154 men 1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155 messages 1 ['mesɪdʒɪz] n.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

156 Michigan 1 ['miʃigən] n.美国密歇根州；密歇根

157 Midwest 1 [,mid'west] n.美国的中西部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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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mining 1 ['mainiŋ] n.矿业；采矿

160 mo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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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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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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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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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nd 1 abbr.国债（NationalDebt）；国防（NationalDefence）；核装置（NuclearDevice）

166 near 2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167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168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69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170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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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no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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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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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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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now 3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75 numb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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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Obama 2 n. 巴拉克- 奥巴马(1961-)；美国第44任总统(2009-)

177 of 3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78 official 2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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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Older 1 ['əʊldər] adj. 年长的

181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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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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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o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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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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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86 our 5 ['auə, ɑ:] pron.我们的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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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papers 1 ['peɪpəz] n. 文件；资料；证书 名词paper的复数形式.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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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parts 4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191 Pennsylvania 2 [,pensil'veinjə] n.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州名）

192 people 8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93 performs 1 英 [pə'fɔː m] 美 [pər'fɔː rm] v. 执行；履行；表演；运转；举行

194 perso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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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Philadelphia 1 [,filə'delfjə; -fiə] n.费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港市）

196 Pittsburgh 1 ['pitsbə:g] n.匹兹堡（美国一座城市）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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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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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plays 1 [pleɪ] v. 玩；比赛；（在运动队中）担当；派...出场；带；踢；击（球）；走（棋子）；出牌；演奏；播放；扮演；假
装；上演；发挥（作用）；应付；处理；掠过；浮现；使轻快地活动；（喷泉）喷涌；做游戏 n. 游戏；戏剧；比赛；发挥
作用；玩笑；间隙；闪烁；闪现

201 plural 10 ['pluərəl] adj.复数的 n.复数

202 pocket 1 ['pɔkit] n.口袋；钱；容器 vt.隐藏；忍受；将…放入衣袋 vi.形成袋或囊 adj.小型的，袖珍的；金钱上的

203 pockets 1 英 ['pɒkɪt] 美 ['pɑːkɪt] n. 口袋；袋子；球袋；钱；小块地方；在...掌握之中；保障金 adj. 小型的；孤立的；局部的 v.
装…在口袋里；私吞；击(球)落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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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206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07 pretty 1 adj.漂亮的；可爱的；优美的 adv.相当地；颇 n.有吸引力的事物（尤指饰品）；漂亮的人 n.Pretty，普雷蒂（人名）

208 probably 2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209 pronoun 5 ['prəunaun] n.代词

210 pronouns 10 [p'rəʊnaʊnz] n. 代词 名词pronoun的复数形式.

211 quite 1 [kwait] adv.很；相当；完全

212 rarer 1 ['reərə] adj. 稀罕的；珍贵的 形容词rare的比较级形式.

213 rd 1 abbr. (DOS命令) 删除空的子目录(=remove directory) abbr. 注册营养师(=Registered Dietitian) abbr. 乡村投递（=rural delivery）

214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15 refers 2 英 [rɪ'fɜ (ːr)] 美 [rɪ'fɜ rː] vt. 把 ... 提交；把 ... 归因；归类 vi. 参考；谈及；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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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relating 2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217 repo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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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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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roles 1 ['rəʊlz] n. 角色（名词role的复数形式）

221 rural 1 ['ruərəl] adj.农村的，乡下的；田园的，有乡村风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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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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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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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26 secon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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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entence 1 ['sentəns] n.[语][计]句子，命题；宣判，判决 vt.判决，宣判

228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29 show 2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230 singular 3 ['siŋgjulə] adj.单数的；单一的；非凡的；异常的 n.单数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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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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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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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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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sometimes 3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36 sounds 1 ['saʊndz] n. 声音，响声（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 v. 听起来；感觉起来；发出声音；发音（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
形式）

237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238 speak 1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239 speak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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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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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speak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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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speech 3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243 st 2 [es ti:] abbr.标准时间（standardtime）；Shipping装货单（ShippingTicket）

244 standard 3 ['stændəd] n.标准；水准；旗；度量衡标准 adj.标准的；合规格的；公认为优秀的 n.(Standard)人名；(英)斯坦达德；
(德)施坦达德

245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46 State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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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to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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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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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to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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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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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uggested 1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2 suggests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253 sundays 1 ['sʌndiz; -deiz] adv.每星期日

254 tale 1 [teil] n.故事；传说；叙述；流言蜚语 n.(Tale)人名；(塞)塔莱

255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256 talked 1 [tɔː k] v. 交谈；商讨；演讲；阐述；劝服 n. 谈话；会谈；讨论；讲话；空谈

257 telling 2 ['teliŋ] adj.有效的；生动的；显著的 n.命令；叙述；吐露真情 v.告诉；讲述（tell的ing形式）；命令 n.(Telling)人名；(英)
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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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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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term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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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texas 3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261 text 1 [tekst] n.[计]文本；课文；主题 vt.发短信

262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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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th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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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the 4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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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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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68 these 3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69 they 8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70 thing 2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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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273 thi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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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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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throu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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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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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t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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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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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81 tour 3 [tuə] n.旅游，旅行；巡回演出 vt.旅行，在……旅游；在……作巡回演出 vi.旅行，旅游；作巡回演出 n.(Tour)人名；(瑞
典)托尔；(英)图尔

282 town 1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283 tribune 1 ['tribju:n, tri'b-] n.护民官；讲坛；看台；公民权利保护者

284 trip 3 [trip] vi.绊倒；远足；犯错误；轻快地走 n.旅行；绊倒；差错 vt.绊倒；使犯错 n.(Trip)人名；(荷)特里普

285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86 understand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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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united 5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88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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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usage 1 ['ju:zidʒ] n.使用；用法；惯例

291 u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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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used 8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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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usual 1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295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96 video 3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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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vs 1 abbr.对，相对（versus）

299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00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01 Washington 1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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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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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w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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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we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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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尔

305 west 1 [west] n.西；西方；西部 adj.西方的；朝西的 adv.在西方；向西方；自西方 n.(West)人名；(英、德、芬、瑞典)韦斯特

306 western 1 ['westən] adj.西方的，西部的；有西方特征的 n.西方人；西部片，西部小说 n.(Western)人名；(英)韦斯顿

307 w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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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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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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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who 2 pron.谁；什么人

311 w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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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13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314 wor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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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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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writing 2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317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18 York 2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319 you 2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20 youse 5 [juːz] pron. 你们(对两个以上的人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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