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4-30 [Everyday Grammar] Phrasal Verbs with Spring in Them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spring 30 [spriŋ] n.春天；弹簧；泉水；活力；跳跃 adj.春天的 vi.生长；涌出；跃出；裂开 vt.使跳起；使爆炸；突然提出；使弹开
n.(Spring)人名；(德)施普林；(英、芬、瑞典)斯普林

3 or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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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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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nd 1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7 from 1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8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 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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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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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phrasal 10 ['freizl] adj.短语的；习惯用语的，成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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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somethin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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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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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u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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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verb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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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with 8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8 ca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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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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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idea 7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21 word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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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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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verbs 6 [vɜːbz] n. 动词 名词verb的复数形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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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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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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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means 5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28 ti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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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vocabulary 5 n.词汇；词表；词汇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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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noun 4 [naun] n.名词 n.(Noun)人名；(以)努恩

32 pers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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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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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tree 4 [tri:] n.树；木料；树状物 vt.把...赶上树 vi.爬上树；逃上树 n.(Tree)人名；(英)特里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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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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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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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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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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lient 3 ['klaiənt] n.[经]客户；顾客；委托人

40 main 3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41 mean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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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meanings 3 ['miː nɪŋz] n. 含义 名词meaning的复数形式.

43 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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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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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season 3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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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so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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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sprang 3 [spræŋ] v.跳跃；弹起（spring的过去式） n.网眼；网眼编织法 n.(Sprang)人名；(德、瑞典、英)施普朗

49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0 trunk 3 [trʌŋk] n.树干；躯干；象鼻；汽车车尾的行李箱 vt.把…放入旅行箱内 adj.干线的；躯干的；箱子的 n.(Trunk)人名；(德、
匈、西)特伦克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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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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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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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announcement 2 [ə'naunsmənt] n.公告；宣告；发表；通告

55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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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between 2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57 branches 2 英 [brɑːntʃ] 美 [bræntʃ] n. 分部；部门；分店；分支；树枝 v. 分岔；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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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aused 2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60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61 childhood 2 ['tʃaildhud] n.童年时期；幼年时代

62 connections 2 [kə'nektʃənz] n. 连接点 名词connection的复数形式.

63 everyday 2 ['evridei] adj.每天的，日常的 n.平时；寻常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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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grammar 2 ['græmə] n.语法；语法书

66 grow 2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67 grows 2 英 [ɡrəʊ] 美 [ɡroʊ] v. 增加；生长；变成；种植；逐渐开始

68 growth 2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69 hear 2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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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imagine 2 vt.想象；猜想；臆断 vi.想象；猜想；想象起来

72 john 2 [dʒɔn] n.厕所

73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74 l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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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me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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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memory 2 ['meməri] n.记忆，记忆力；内存，[计]存储器；回忆 n.(Memory)人名；(英)梅默里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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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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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movement 2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80 musician 2 [mju:'ziʃən] n.音乐家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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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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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often 2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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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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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86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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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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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problems 2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89 quickly 2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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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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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subje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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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suddenly 2 ['sʌdnli] adv.突然地；忽然

94 suggest 2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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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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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theme 2 [θi:m] n.主题；主旋律；题目 adj.以奇想主题布置的

98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99 think 2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100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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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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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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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04 worker 2 ['wə:kə] n.工人；劳动者；职蚁 n.(Worker)人名；(英)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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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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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a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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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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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11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12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13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114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115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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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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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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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120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121 birds 1 ['bɜːdz] n. 鸟，鸟类；禽（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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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branch 1 [brɑ:ntʃ, bræntʃ] vt.分支；出现分歧 vi.分支；出现分歧 n.树枝，分枝；分部；支流 n.(Branch)人名；(英)布兰奇

124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125 celebration 1 [,seli'breiʃən] n.庆典，庆祝会；庆祝；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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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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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129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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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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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covers 1 英 ['kʌvə(r)] 美 ['kʌvər] n. 封面；盖子；套子；表面 v. 覆盖；涉及；包含；掩护；给…保险

133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134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135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6 desirable 1 [di'zaiərəbl] adj.令人满意的；值得要的 n.合意的人或事物

137 differences 1 ['dɪfərəns] n.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

138 disagreements 1 [dɪsəɡ'riː mənts] 分歧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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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discussion 1 [dis'kʌʃən] n.讨论，议论

141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142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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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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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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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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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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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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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flowers 1 英 ['flaʊə(r)] 美 ['flaʊər] n. 花；开花植物；精华；盛时 v. 开花；成熟；用花装饰

152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53 for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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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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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go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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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go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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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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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har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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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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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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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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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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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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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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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kills 1 [kɪl] v. 杀死；终止；消灭；使痛苦；消磨；使精疲力竭 n. 杀；猎获物

166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167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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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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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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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171 lovely 1 adj.可爱的；令人愉快的；爱恋的；秀丽的，优美的 n.美女；可爱的东西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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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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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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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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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177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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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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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82 noticed 1 ['nəʊtɪst] v. 注意，通知，留意（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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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opportunities 1 [ˌɒpə'tjuːnɪtɪs] npl.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机会，时机

185 opportunity 1 [,ɔpə'tju:niti] n.时机，机会

186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187 overnight 1 [,əuvə'nait, 'əuvənait] adv.通宵；突然；昨晚 adj.晚上的；通宵的；前夜的 n.头天晚上；一夜的逗留 vt.连夜快递 vi.过一
夜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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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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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191 pays 1 n.（法）国家；[劳经]报酬（pay的复数） v.支付（pay的第三人称单数） n.(Pays)人名；(法)佩伊

192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193 plant 1 [plɑ:nt, plænt] n.工厂，车间；植物；设备；庄稼 vt.种植；培养；栽培；安置 vi.种植 n.(Plant)人名；(英、西、意)普兰
特；(法)普朗

194 plants 1 [p'lɑːnts] n. 植物花卉；工厂（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 v. 种植；设立；建立；安插；栽赃（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
式）

195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196 professional 1 [prə'feʃənəl] adj.专业的；职业的；职业性的 n.专业人员；职业运动员

197 request 1 [ri'kwest] n.请求；需要 vt.要求，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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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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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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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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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similarities 1 [ˌsɪmə'lærəti] n. 相似；类似

204 sing 1 vi.唱歌；歌颂；鸣叫；呼号 vt.唱；用诗赞颂；唱着使 n.演唱；鸣声；呼啸声 n.(Sing)人名；(老、德、泰)辛

205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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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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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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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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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1 St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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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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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structure 1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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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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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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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sudden 1 ['sʌdən] adj.突然的，意外的；快速的 n.突然发生的事

217 surprise 1 [sə'praiz] n.惊奇，诧异；突然袭击 vt.使惊奇；奇袭 adj.令人惊讶的

218 surprised 1 [sə'praizd] adj.感到惊讶的，出人意料的 v.使惊奇（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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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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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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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23 toge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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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trees 1 [triː s] n. 树； 灌木； 似树的木制品； 木梁； 鞍架； 宗谱； 绞刑架； 十字架 v. 逼迫上树； 在 ... 植树； 鞋楦 名词tree
的复数形式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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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27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28 us 1 pron.我们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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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v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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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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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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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34 w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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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weed 1 [wi:d] vt.除草；铲除 n.杂草，野草；菸草 vi.除草 n.(Weed)人名；(英)威德

236 weeds 1 [wi:dz] n.野草（weed的复数形式）；丧服；（悼念用的）黑纱 v.清除（w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除去杂草；除去
无用的东西

237 week 1 [wi:k] n.周，星期

238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239 while 1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240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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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243 writing 1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244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45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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