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4-23 [Everyday Grammar] I Want to Thank the Academy 词频词频
表表

1 the 4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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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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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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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you 18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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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for 1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 academy 13 [ə'kædəmi] n.学院；研究院；学会；专科院校

9 and 1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0 b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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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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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ward 11 [ə'wɔ:d] vt.授予；判定 n.奖品；判决

13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 they 10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5 hav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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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n 8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7 speech 8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18 thank 8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19 winners 8 温纳斯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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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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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Oscar 7 ['ɔskə] n.（美）奥斯卡金像奖；钱；奥斯卡（男子名）

23 thei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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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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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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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people 6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7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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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s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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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speeches 6 [s'piː tʃɪz] 言语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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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your 6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32 deserve 5 [di'zə:v] vi.应受，应得 vt.应受，应得

33 d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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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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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mak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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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other 5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37 sa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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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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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should 5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39 usually 5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40 awards 4 英 [ə'wɔː d] 美 [ə'wɔː rd] n. 奖品；奖 v. 授予；给予；判给

41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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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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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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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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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here 4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46 humble 4 adj.谦逊的；简陋的；（级别或地位）低下的；不大的 vt.使谦恭；轻松打败（尤指强大的对手）；低声下气

47 if 4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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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50 others 4 pron.其他人

51 u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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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used 4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53 wa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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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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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wor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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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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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acceptance 3 [ək'septəns] n.接纳；赞同；容忍

58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59 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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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nvelope 3 ['envələup] n.信封，封皮；包膜；[天]包层；包迹

61 ever 3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62 gave 3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63 get 3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64 gi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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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hear 3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66 his 3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67 honor 3 ['ɔnə] n.荣誉；信用；头衔 vt.尊敬（等于honour）；给…以荣誉

68 incredible 3 adj.难以置信的，惊人的；极好的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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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loo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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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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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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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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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perfect 3 ['pə:fikt, pə'fekt] adj.完美的；最好的；精通的 vt.使完美；使熟练 n.完成式 n.(Perfect)人名；(英)珀费克特

75 present 3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76 seconds 3 ['sekəndz] n. 秒，时刻 名词second的复数

77 someone 3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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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stage 3 [steidʒ] n.阶段；舞台；戏剧；驿站 vt.举行；上演；筹划 vi.举行；适于上演；乘驿车旅行 n.(Stage)人名；(英)斯特奇

80 support 3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81 thanking 3 [θæŋk] v. 感谢；谢谢；责怪 n. 谢意；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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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think 3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83 too 3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84 us 3 pron.我们

85 u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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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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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who 3 pron.谁；什么人

88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89 accepted 2 [ək'septid] adj.公认的；录取的；可接受的；已承兑的 v.接受（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90 actor 2 ['æktə] n.男演员；行动者；作用物

91 actors 2 ['æktəz] n.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

92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93 advice 2 [əd'vais] n.建议；忠告；劝告；通知

94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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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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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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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card 2 [kɑ:d] n.卡片；纸牌；明信片 vt.记于卡片上 n.(Card)人名；(英)卡德

98 diverse 2 [dai'və:s, di-] adj.不同的；多种多样的；变化多的

99 Dreams 2 [driː mθ] n. 梦想 名词dream的复数形式.

100 every 2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101 feel 2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102 future 2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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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gracious 2 ['greiʃəs] adj.亲切的；高尚的；和蔼的；雅致的 int.天哪；哎呀

105 grateful 2 ['greitful] adj.感谢的；令人愉快的，宜人的

106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07 her 2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108 hi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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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hogan 2 ['həugən] n.泥盖木屋 n.(Hogan)人名；(西)奥甘；(英)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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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inspire 2 [in'spaiə] vt.激发；鼓舞；启示；产生；使生灵感

112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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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kettle 2 ['ketl] n.壶；[化工]釜；罐；鼓 n.(Kettle)人名；(英)凯特尔

115 lesson 2 ['lesən] n.教训；课 vt.教训；上课

116 lieu 2 [lju:] n.代替；场所

117 life 2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18 lo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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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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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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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mother 2 ['mʌðə] n.母亲；大娘；女修道院院长 vt.生下；养育；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母亲的；出生地的

122 movie 2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123 name 2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124 nominees 2 [nɒmɪ'niː z] 被提名者

125 off 2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126 oldman 2 n. 奥尔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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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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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ow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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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Paul 2 [pɔ:l] n.保罗（男子名）

130 point 2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131 potential 2 [pəu'tenʃəl] n.潜能；可能性；[电]电势 adj.潜在的；可能的；势的

132 r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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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real 2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134 really 2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135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136 Shirley 2 ['ʃə:li] n.雪莉（女子名）

137 sh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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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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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statue 2 ['stætju:, -tʃu] n.雕像，塑像 vt.以雕像装饰

140 tense 2 [tens] adj.紧张的；拉紧的 vt.变得紧张；使拉紧 vi.拉紧，变得紧张 n.时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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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thanks 2 n.谢谢（只用复数） int.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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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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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tip 2 vi.给小费；翻倒；倾覆 vt.给小费；倾斜；翻倒；装顶端 n.小费；尖端；小建议，小窍门；轻拍

147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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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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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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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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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winner 2 ['winə] n.胜利者 n.(Winner)人名；(英、德、瑞典)温纳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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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54 able 1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155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56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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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159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160 arts 1 [a:ts] n.文科

161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162 auditorium 1 [,ɔ:di'tɔ:riəm] n.礼堂，会堂；观众席

163 Australian 1 [ɔ:'streɪljən] adj.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的 n.澳大利亚人

164 b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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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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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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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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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begin 1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170 begins 1 [bɪ'ɡɪn] v. 开始；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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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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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bet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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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bless 1 [bles] vt.祝福；保佑；赞美 n.(Bless)人名；(英、意、德、匈)布莱斯

175 boiling 1 ['bɔiliŋ] adj.沸腾的；激昂的 n.沸腾；煮沸；起泡 adv.沸腾

176 brad 1 [bræd] n.[建]曲头钉；角钉 vt.用无头钉固定 n.(Brad)人名；(英、罗)布拉德

177 Brando 1 [ˈbrændəʊ] 布兰多；布兰多

178 bringing 1 [briŋ] vt.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179 broadcast 1 ['brɔ:dkɑ:st, -kæst] vt.播送，播放；（无线电或电视）广播；播撒（种子） vi.广播，播送；播放 n.广播；播音；广播
节目 adj.广播的

180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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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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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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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ceremony 1 ['seriməuni] n.典礼，仪式；礼节，礼仪；客套，虚礼

185 child 1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186 children 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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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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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congratulations 1 英 [kənˌgrætjʊ'leɪʃənz] 美 [kənˌgrætʃə'leɪʃənz] n. 祝贺；贺词

190 container 1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191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192 cover 1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193 coworkers 1 n. 同事；合作人（coworker的复数形式）

194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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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deserving 1 [di'zə:viŋ] adj.值得的；应得的；有功的 v.值得；应得到（deserv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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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99 directly 1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200 down 1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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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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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nclosing 1 英 [ɪn'kləʊz] 美 [ɪn'kloʊz] vt. 圈起；围住；附上；封入

205 Englis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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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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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208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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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211 favorite 1 ['feivərit] n.幸运儿；喜欢的事物；特别喜欢的人 adj.最喜爱的；中意的；宠爱的 n.(Favorite)人名；(英)费沃里特

212 fellow 1 ['feləu] n.家伙；朋友；同事；会员 adj.同伴的，同事的；同道的 vt.使…与另一个对等；使…与另一个匹敌 n.(Fellow)人
名；(英)费洛

213 figure 1 ['figə] n.数字；人物；图形；价格；（人的）体形；画像 vi.计算；出现；扮演角色 vt.计算；认为；描绘；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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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finally 1 ['fainəli] adv.最后；终于；决定性地

215 finish 1 ['finiʃ] vt.完成；结束；用完 vi.结束，终止；终结 n.结束；完美；回味（葡萄酒）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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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firstly 1 ['fə:stli] adv.首先（主要用于列举条目、论点时）；第一

218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219 garson 1 n.(Garson)人名；(英)加森；(法、西)加尔松

220 Gary 1 ['gæri] n.盖理

221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222 glad 1 adj.高兴的；乐意的 vt.使......高兴 n.(Glad)人名；(塞、瑞典)格拉德；(英)格莱德；(法、挪)格拉

223 goals 1 ['ɡəʊlz] n.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

224 god 1 [gɔd] n.神；（大写首字母时）上帝 vt.膜拜，崇拜 n.(God)人名；(索、阿拉伯)古德

225 golden 1 ['gəuldən] adj.金色的，黄金般的；珍贵的；金制的 n.(Golden)人名；(英、法、罗、德、瑞典)戈尔登

226 grammar 1 ['græmə] n.语法；语法书

227 greer 1 n.(Greer)人名；(英)格里尔

228 gs 1 abbr.（美国联邦政府职员）总表（GeneralSchedule）

229 hanks 1 ['hæŋks] n. 把数（hank的复数形式）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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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hearing 1 ['hiəriŋ] n.听力；审讯，听讯 v.听见（hear的ing形式） n.(Hearing)人名；(英)希尔林

232 heating 1 ['hi:tiŋ] n.[热]加热；[建]供暖；暖气设备 adj.加热的；供热的 v.[热]加热（heat的现在分词）

233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234 home 1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235 honors 1 ['ɒnəz] n. 礼遇；优异成绩 名词honor的复数形式.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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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humor 1 ['hju:mə] n.幽默，诙谐；心情 vt.迎合，迁就；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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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impossible 1 [im'pɔsəbl] adj.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难以忍受的；不真实的 n.不可能；不可能的事

240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41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242 inspires 1 英 [ɪn'spaɪə(r)] 美 [ɪn'spaɪər] vt. 鼓舞；激发；产生；赋予...灵感 vi. 吸入

243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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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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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knowledge 1 ['nɔlidʒ] n.知识，学问；知道，认识；学科 n.(Knowledge)人名；(南非)诺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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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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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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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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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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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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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256 liquid 1 ['likwid] adj.液体的；清澈的；明亮的；易变的 n.液体，流体；流音

257 litt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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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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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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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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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makers 1 n. 迈克（美国一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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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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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marlon 1 n.马龙（男子名）

265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266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267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268 minute 1 [ˈmɪnɪt] n.分，分钟；片刻，一会儿；备忘录，笔记；会议记录 vt.将…记录下来 adj.微小的，详细的[maɪˈnjuːt;US-
ˈnuːt;maɪˋnut]

269 minutes 1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270 moment 1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271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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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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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motion 1 n.动作；移动；手势；请求；意向；议案 vi.运动；打手势 vt.运动；向…打手势

274 moviemaker 1 ['mu:vi,meikə] n.电影制作人

275 movies 1 [muːvɪz] n. 电影；电影业；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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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music 1 ['mju:zik] n.音乐，乐曲

278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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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nominated 1 ['nɒmɪneɪtɪd] adj. 被提名的；被任命的 动词no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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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noun 1 [naun] n.名词 n.(Noun)人名；(以)努恩

283 nyong 1 n. 尼永河(在喀麦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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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286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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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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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performers 1 n. 表演者；执行者（performer的复数形式）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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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picture 1 ['piktʃə] n.照片，图画；影片；景色；化身 vt.画；想像；描写

291 Pitt 1 [pit] n.皮特钻石（品牌名）；皮特（姓氏，特指英国政治家父子威廉姆斯皮特） abbr.匹兹堡（Pittsburgh）

292 platform 1 ['plætfɔ:m] n.平台；月台，站台；坛；讲台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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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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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praise 1 [preiz] n.赞扬；称赞；荣耀；崇拜 vt.赞美，歌颂；表扬 vi.赞美；赞扬

296 prepare 1 [pri'pεə] vt.准备；使适合；装备；起草 vi.预备；做好思想准备

297 preposition 1 [,prepə'ziʃən] n.介词；前置词

298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299 professionals 1 [prə'feʃənl] adj. 职业的; 专业的 n. 专家; 内行

300 publicly 1 ['pʌblikli] adv.公然地；以公众名义

301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302 raised 1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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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304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305 receive 1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306 receives 1 [rɪ'siː v] v. 接到；收到；接待

307 receiving 1 [ri'si:viŋ] adj.接受的 n.接受 v.接收（receive的ing形式）

308 released 1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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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remind 1 [ri'maind] vt.提醒；使想起

311 respectful 1 [ri'spektful] adj.恭敬的；有礼貌的

312 responsible 1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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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ru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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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sciences 1 科学

316 seat 1 [si:t] n.座位；所在地；职位 vt.使…坐下；可容纳…的；使就职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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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secondly 1 ['sekəndli] adv.其次；第二

319 secret 1 ['si:krit] n.秘密；秘诀；机密 adj.秘密的；机密的 n.(Secret)人名；(法)塞克雷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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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shorter 1 ['ʃɔ:tə] adj.较短的；更短的；更矮的（short的比较级） n.(Shorter)人名；(英)肖特

322 sho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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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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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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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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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spoke 1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328 stand 1 [stænd] vi.站立；位于；停滞 vt.使站立；忍受；抵抗 n.站立；立场；看台；停止

329 standing 1 ['stændiŋ] adj.长期的；直立的；固定的 n.站立；持续；身分 v.站立；坚持不变；坐落于（stand的ing形式） n.
(Standing)人名；(英)斯坦丁；(德)施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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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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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succeed 1 [sək'si:d] vi.成功；继承；继任；兴旺 vt.继承；接替；继…之后

333 success 1 [sək'ses] n.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334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335 supposed 1 [sə'pəuzd] adj.假定的；被信以为真的；想象上的 v.假定（suppose的过去分词）

336 tea 1 [ti:] n.茶叶；茶树；茶点 vt.给…沏茶 vi.喝茶；进茶点 n.(Tea)人名；(柬)迪

337 tell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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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thankful 1 ['θæŋkful] adj.感谢的；欣慰的

339 theater 1 ['θiətə, 'θi:ə-] n.电影院，戏院，剧场；戏剧；手术室

340 theaters 1 n. 影剧院，剧院（theater复数）

341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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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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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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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346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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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tom 1 n.雄性动物（尤指雄猫）；汤姆（人名） v.〈美口〉(像汤姆叔一样)逆来顺受

348 tonight 1 [tə'nait] adv.在今晚 n.今晚

349 toward 1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英)特沃德

350 trust 1 ['trʌst] n.信任，信赖；责任；托拉斯 vt.信任，信赖；盼望；赊卖给 vi.信任，信赖；依靠 n.(Trust)人名；(英)特拉斯特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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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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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54 um 1 [əm] int.嗯（表示迟疑） n.(Um)人名；(柬)温；(阿拉伯)乌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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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valid 1 adj.有效的；有根据的；合法的；正当的

357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358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59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360 wave 1 [weiv] vi.波动；起伏；挥手示意；摇动；呈波形 vt.卷（烫）发；向…挥手示意；使成波浪形 n.波动；波浪；高潮；挥手
示意；卷曲

361 winning 1 ['winiŋ] adj.胜利的；获胜的 n.胜利；获得；成功 v.获胜（win的ing形式） n.(Winning)人名；(英、瑞典、法)温宁

362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63 wondered 1 英 ['wʌndə(r)] 美 ['wʌndər] n. 惊奇；惊愕；奇迹；奇观 v. 惊奇；想知道；怀疑 adj. 奇妙的；非凡的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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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66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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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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