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4-16 [Everyday Grammar] 'This Ain't It' and Other Short
Form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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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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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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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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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6 ain 11 [æn] adj.（苏格兰）自己的 n.艾因河；一种压缩软件

7 aint 1 n.涂料，油漆；空军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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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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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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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2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3 an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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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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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nswered 1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16 ant 1 [ænt] n.蚂蚁 n.(Ant)人名；(土、芬)安特

17 anymore 1 ['eni'mɔ:] adv.再也不，不再

18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19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 appears 2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21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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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rt 1 n.（包括雕塑、绘画、音乐等的）艺术，美术；美术（作）品；艺品（作）品；（表演）艺术；技术，技巧； adj.艺术
的；艺术品的；具有艺术性的 v.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过时用法

23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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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sking 1 ['ɑ:skiŋ] n.请求 v.问（ask的现在分词）

25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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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ttempt 1 [ə'tempt] n.企图，试图；攻击 vt.企图，试图；尝试

27 autumn 1 ['ɔ:təm] n.秋天；成熟期；渐衰期，凋落期 adj.秋天的，秋季的 n.(Autumn)人名；(英)奥特姆

28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29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30 band 1 n.带，环；[物]波段；(演奏流行音乐的)乐队 vi.用带绑扎；给...镶边 n.n.乐队；队；一群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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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33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34 board 1 [bɔ:d] n.董事会；木板；甲板；膳食 vt.上（飞机、车、船等）；用板盖上；给提供膳宿 vi.寄宿 n.(Board)人名；(英、西)
博德

35 books 1 ['bʊks] n. 帐目；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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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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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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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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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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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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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aty 1 卡蒂

43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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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harles 1 [tʃɑ:lz] n.查尔斯（人名）

46 chief 2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47 class 1 n.阶级；班级；种类；班；等级 vt.分类；把…分等级；把…归入某等级，把…看作（或分类、归类）；把…编入某一班
级 adj.极好的；很好的，优秀的，出色的 vi.属于…类（或等级），被列为某类（或某级） n.（英、德）克拉斯（人名）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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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ockney 1 ['kɔkni] n.伦敦腔；伦敦人 adj.伦敦人的；伦敦方言的

50 combines 1 [kəm'baɪn] v. 联合；使结合；结合 n. 集团；联合收割机；联合企业

51 comedy 1 [英['kɒmɪdɪ] 美['kɑmədi]] n.喜剧；喜剧性；有趣的事情

52 comments 2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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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ompany 1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55 contraction 3 [kən'trækʃən] n.收缩，紧缩；缩写式；害病

56 contractions 2 收缩

57 day 1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58 deaf 1 [def] adj.聋的

59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60 dialect 1 ['daiəlekt] n.方言，土话；同源语；行话；个人用语特征 adj.方言的

61 dicken 1 迪肯(人名)

62 dictionaries 1 [['dɪkʃənərɪ] 名词dictionary的复数形式

63 d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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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doc 1 [dɔk] abbr.通信部（DepartmentofCommunications）；商务部（DepartmentofCommerce）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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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dr 1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67 draw 2 [drɔ:] vt.画；拉；吸引 vi.拉；拖 n.平局；抽签 n.(Draw)人名；(英)德劳

68 dream 2 [dri:m] vi.梦想；做梦，梦见；想到 n.梦想，愿望；梦 vt.梦想；做梦；想到 adj.梦的；理想的；不切实际的

69 drink 1 [driŋk] vt.喝，饮；吸收；举杯庆贺 vi.喝酒；饮水；干杯 n.酒，饮料；喝酒

70 dunno 4 [dʌ'nəu] vt.我不知道 vi.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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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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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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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njoy 1 [in'dʒɔi] vt.欣赏，享受；喜爱；使过得快活

75 everybody 2 ['evri,bədi] pron.每个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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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ly 1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78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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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pression 1 [英 [ɪk'spreʃn] 美 [ɪkˈsprɛʃən] n.表现，表示，表达；表情，脸色，态度，腔调，声调；式，符号；词句，语句，措
辞，说法

81 fade 1 [feid, fad] vi.褪色；凋谢；逐渐消失 vt.使褪色 adj.平淡的；乏味的 n.[电影][电视]淡出；[电影][电视]淡入 n.(Fade)人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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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德

82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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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f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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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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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flavor 2 ['fleivə] n.情味，风味；香料；滋味 vt.加味于

87 flavored 1 ['fleivə] n.情味，风味；香料；滋味 vt.加味于

88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9 for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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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forms 2 ['fɔː mz] n. 表格；形式；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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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frank 1 [fræŋk] adj.坦白的，直率的；老实的 n.免费邮寄特权 vt.免费邮寄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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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95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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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gimme 5 ['gimi] adj.贪得无厌的 n.贪心，贪婪 vt.等于giveittome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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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go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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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gonna 7 ['gɔnə] abbr.（美）将要（等于goingto）

101 grammar 2 ['græmə] n.语法；语法书

102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03 guess 1 [ges] vt.猜测；认为；推测；猜中 vi.猜；推测；猜中 n.猜测；推测 n.(Guess)人名；(英)格斯；(德)居斯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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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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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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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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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hear 3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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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11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12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113 if 3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14 in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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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informal 5 adj.非正式的；不拘礼节的；随便的；通俗的；日常使用的

116 is 1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7 i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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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19 Jain 1 [dʒain] adj.耆那教徒的；耆那教的 n.耆那教徒（等于Jaina）

120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21 juice 1 [dʒu:s] n.（水果）汁，液；果汁

122 j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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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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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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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kinda 2 ['kaində] adv.有一点；有几分 n.(Kinda)人名；(匈)金道；(捷)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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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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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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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leaving 1 ['li:viŋ] n.离开；残余；渣滓 v.离开；留下；舍弃（leave的ing形式）

129 lemme 4 ['lemi] n.雷米王国 abbr.等于letme

130 lesson 1 ['lesən] n.教训；课 vt.教训；上课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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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letter 1 ['letə] n.信；字母，文字；证书；文学，学问；字面意义 vt.写字母于 vi.写印刷体字母 n.(Letter)人名；(英)莱特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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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35 literature 1 ['litərətʃə] n.文学；文献；文艺；著作

136 Londoner 1 ['lʌndənə] n.伦敦人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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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lo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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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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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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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many 4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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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maybe 1 ['meibi] adv.也许；可能；大概 n.可能性；不确定性

144 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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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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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mean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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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means 3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48 media 3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49 message 2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150 m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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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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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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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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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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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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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nobody 1 ['nəubədi, -bɔdi] pron.无人，没有人；没有任何人 n.无名小卒；小人物

158 nonstandard 1 [nɔn'stændəd] adj.不标准的

159 not 1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60 novel 1 ['nɔvəl] adj.新奇的；异常的 n.小说 n.(Novel)人名；(法、西、英)诺韦尔

161 novels 1 ['nɒvlz]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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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of 1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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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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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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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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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online 2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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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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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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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own 1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172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73 photographs 1 英 ['fəʊtəgræfs] 美 ['foʊtəgræfs] n. 照片 名词photograph的复数形式.

174 poems 1 (=polyneuropathy, organomegaly(hepatosp lenomegaly), endocrinopathy, M protein, and skin) 多神经病、器官巨大症(肝脾肿
大)、内分泌病、M蛋白和皮肤病变(综合征)

175 popular 2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176 post 1 [pəust] n.岗位；邮件；标杆 vt.张贴；公布；邮递；布置 vi.快速行进 n.(Post)人名；(英、西、捷、瑞典、荷)波斯特

177 posted 2 英 ['pəʊstɪd] 美 ['poʊstɪd] adj. 有职位的；消息灵通的；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8 print 1 [print] n.印刷业；印花布；印刷字体；印章；印记 vt.印刷；打印；刊载；用印刷体写；在…印花样 vi.印刷；出版；用印
刷体写

179 pronounce 1 [prəu'nauns] vt.发音；宣判；断言 vi.发音；作出判断

180 pronunciation 1 [prəu,nʌnsi'eiʃən] n.发音；读法

181 pumpkin 2 ['pʌmpkin, 'pʌŋ-] n.南瓜

182 quality 2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183 ques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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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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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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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readers 1 ['riː dəz] n. 读者

188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89 recommend 1 [,rekə'mend] vt.推荐，介绍；劝告；使受欢迎；托付 vi.推荐；建议

190 relaxed 1 [ri'lækst] adj.松懈的，放松的；悠闲的，自在的；不严格的，不拘束的 v.rela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1 respected 1 [ri'spektid] adj.受尊敬的 v.尊敬；重视（re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2 rich 1 adj.富有的；肥沃的；昂贵的 adj.油腻的，含有很多脂肪 n.(Rich)人名；(丹)里克；(捷)里赫；(英、西)里奇；(葡、法)里什

193 rise 1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194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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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rolling 1 ['rəuliŋ] n.旋转；动摇；轰响 adj.旋转的；起伏的；波动的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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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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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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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01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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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see 2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204 seems 1 [siː mz]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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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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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shelter 2 ['ʃeltə] n.庇护；避难所；遮盖物 vt.保护；使掩蔽 vi.躲避，避难 n.(Shelter)人名；(英)谢尔特

208 shirt 1 [ʃə:t] n.衬衫；汗衫，内衣

209 shor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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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sho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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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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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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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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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Sinatra 1 n.辛纳特拉（美国歌手、电影演员）

214 singer 1 ['siŋə] n.歌手，歌唱家 n.(Singer)人名；(英、德、瑞典、塞、罗、捷、葡、土)辛格；(法)桑热

215 sister 1 n.姐妹；（称志同道合者）姐妹；修女；护士 adj.姐妹般的；同类型的

216 sit 1 [sit] vi.坐；位于 vt.使就座 n.(Si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硕；(罗)西特

217 slang 1 [slæŋ] n.俚语；行话 adj.俚语的 vi.用粗话骂 vt.用俚语说

218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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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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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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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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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ongs 1 ['sɒŋz] n.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

224 sou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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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peak 2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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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peak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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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pelling 1 ['speliŋ] n.拼写；拼字；拼法 v.拼写；意味着（spell的ing形式）；迷住 n.(Spelling)人名；(英)斯佩林

229 spice 2 [spais] n.香料；情趣；调味品；少许 vt.加香料于…；使…增添趣味 n.(Spice)人名；(英)斯派斯

230 stones 1 n.石子（stone的复数）；小石头 v.向…扔石子；用石块铺（stone的三单形式） n.(Stones)人名；(英)斯通斯

231 st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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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tyle 1 [stail] n.风格；时尚；类型；字体 vt.设计；称呼；使合潮流 vi.设计式样；用刻刀作装饰画 n.(Style)人名；(英)斯泰尔

233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234 surface 1 ['sə:fis] n.表面；表层；外观 adj.表面的，肤浅的 vi.浮出水面 vt.使浮出水面；使成平面 n.(Surface)人名；(英)瑟菲斯

235 t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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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taste 1 [teist] n.味道；品味；审美 vt.尝；体验 vi.尝起来；有…的味道 n.(Taste)人名；(法)塔斯特

237 tell 4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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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the 2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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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these 3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42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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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thi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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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246 till 1 [til] n.[地理][水文]冰碛；放钱的抽屉；备用现金 prep.直到 conj.直到...为止 vt.耕种；犁 vi.耕种；耕耘 n.(Till)人名；(法)蒂
伊；(匈、德、捷)蒂尔；(英)蒂尔(女子教名Matilda的昵称)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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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tomorrow 1 [tə'mɔrəu, -'mɔ:-] n.明天；未来 adv.明天；未来地（等于to-morrow）

249 tried 1 adj.可靠的；试验过的 v.尝试，审问，审理，审讯，审判（try的过去分词）

250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251 TV 1 ['ti:'vi:] abbr.电视（television）

252 twisted 1 ['twistid] adj.扭曲的 v.扭动（twist的过去式）

253 twitter 1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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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unless 1 [ən'les] conj.除非，如果不 prep.除…之外

256 us 1 pron.我们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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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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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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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63 walker 1 ['wɔ:kə] n.步行者；散步者；参加竞走者 n.(Walker)人名；(德、西、芬、瑞典)瓦尔克；(英)沃克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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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wants 2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66 warned 1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267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68 w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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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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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w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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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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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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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who 2 pron.谁；什么人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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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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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with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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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wonder 1 [ˈwʌndə(r)] n.惊奇；奇迹；惊愕 vi.怀疑；想知道；惊讶 vt.怀疑；惊奇；对…感到惊讶 adj.奇妙的；非凡的 n.Wonder，
旺德（人名）

278 wor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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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word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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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wor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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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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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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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writing 3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285 written 1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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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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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you 2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90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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