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6-04 [Everyday Grammar] Making Sense of Adjectives from
Country Name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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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jective 15 ['ædʒiktiv] adj.形容词的；从属的 n.形容词

4 adjectives 6 ['ædʒɪktɪvz] 形容词

5 Africa 1 ['æfrikə] n.非洲

6 African 1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7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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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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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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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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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3 and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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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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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abic 4 ['ærəbik] adj.阿拉伯的；阿拉伯人的 n.阿拉伯语

16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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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round 3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8 a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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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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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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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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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Bengali 1 [beŋ'gɔ:li] adj.孟加拉的；孟加拉语的 n.孟加拉人；孟加拉语

24 book 1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25 born 1 [bɔ:n] v.出世（bear的过去分词） adj.天生的 n.(Born)人名；(柬)邦；(英、西、俄、捷、德、瑞典、匈)博恩

26 borrowed 3 英 [bɒrəʊd] 美 [bɒroʊd] adj. 借来的；引入的；抄袭的 动词borrow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

27 Brazil 1 [brə'zil] n.巴西（拉丁美洲国家）

28 Brazilian 2 [brə'ziljən] adj.巴西的；巴西人的 n.巴西人

29 Burkina 1 英 [bɜ 'ːkiː nə] 美 [bɜ rː'kiː nə] n. 布基纳法索

30 burkinese 1 布基纳法索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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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call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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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came 2 [keim] v.come的过去式

34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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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anadian 1 [kə'neidiən] adj.加拿大（人）的 n.加拿大人

36 Celtic 1 ['keltik; 'sel-] adj.凯尔特人的；凯尔特语的 n.凯尔特语（等于Keltic）

37 Chilean 1 ['tʃiliən] n.智利人；智利语 adj.智利文化的；智利人的；智利的

38 china 1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39 Chinese 2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40 choice 1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41 chose 1 [英[tʃəʊz] 美[tʃoz]] v.choose的过去式,选择 n.【法律】物体；动产 n.(Chose)人名；(法)肖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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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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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loser 1 ['kləuzə] adj.靠近的 n.[自]闭合器；最后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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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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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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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ontinent 1 ['kɔntinənt] n.大陆，洲，陆地 adj.自制的，克制的

49 countries 9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50 country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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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52 decide 1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53 defines 1 [dɪ'fɑɪnz] v. 定义 动词define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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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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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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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Dutch 1 [dʌtʃ] adj.荷兰的；荷兰人的；荷兰语的 n.荷兰人；荷兰语 adv.费用平摊地；各自付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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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ast 1 [i:st] n.东方；东风；东方国家 adj.东方的；向东的；从东方来的 adv.向东方，在东方 n.(East)人名；(英)伊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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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gyptian 1 [i'dʒipʃən] adj.埃及的；埃及人的 n.埃及人；古代埃及语

62 EIS 1 n. 最后项目的规格

63 ending 1 ['endiŋ] n.结局；结尾

64 endings 2 结尾

65 England 2 n.英格兰

66 English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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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ntered 1 ['entə(r)d] adj.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68 ese 2 abbr.电气支援设备（lectricalSupportEquipment）；东南东（EastSouthEast） n.(Ese)人名；(塞、土)埃塞

69 Estonian 1 [es'təuniən] adj.爱沙尼亚的 n.爱沙尼亚语；爱沙尼亚人

70 Ethiopian 1 [,i:θi'əupiən] adj.埃塞俄比亚的；黑人的 n.埃塞俄比亚人；黑人

71 Europe 3 ['juərəp] n.欧洲

72 European 2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73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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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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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mples 1 [ɪɡ'zɑːmplz] n.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

77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78 Faso 1 n.(Faso)人名；(意)法索

79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80 fi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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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finished 1 ['finiʃt] adj.完结的，完成的；精巧的 v.完成；结束；毁掉（finish的过去分词形式）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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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for 1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4 for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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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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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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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founders 2 英 ['faʊndə(r)] 美 ['faʊndər] n. 创立者 v. 摔倒；失败；沉没；弄跛

88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89 French 5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90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91 from 10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92 fun 1 [fʌn] n.乐趣；玩笑；有趣的人或事 adj.供娱乐用的 vi.开玩笑

93 further 1 ['fə:ðə] adv.进一步地；而且；更远地 adj.更远的；深一层的 vt.促进，助长；增进

94 game 1 [geim] n.游戏；比赛 adj.勇敢的 vi.赌博 n.(Game)人名；(英)盖姆；(法)加姆；(西)加梅

95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96 g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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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Gothic 1 ['gɔθik] adj.哥特式的；野蛮的 n.哥特式

98 grammar 1 ['græmə] n.语法；语法书

99 Greek 1 [gri:k] n.希腊语；希腊人 adj.希腊的；希腊人的，希腊语的

100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01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102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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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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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hear 2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05 hien 2 希恩

106 history 2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07 Hoosier 1 ['hu:ʒə] n.美国印第安纳居民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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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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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ian 2 [iən; 'i:ən] n.伊恩（男子名）

111 IC 2 [ai'si:] abbr.集成电路（integratedcircuit）

112 Iceland 1 ['aislənd] n.冰岛（欧洲岛名，在大西洋北部，近北极圈）

113 Icelandic 2 [ais'lændik] adj.冰岛的；冰岛人的；冰岛语的 n.冰岛语

114 in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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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e 4 [in'klu:d] vt.包含，包括

116 independent 2 [,indi'pendənt] adj.独立的；单独的；无党派的；不受约束的 n.独立自主者；无党派者

117 Indiana 1 [,indi'ænə] n.印第安纳州（美国中部的州）

118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19 into 2 ['intu:, -tu, -tə] prep.到…里；深入…之中；成为…状况；进入到…之内 n.(Into)人名；(芬、英)因托

120 Iraqi 2 [i'ra:ki] adj.伊拉克的；伊拉克人的 n.伊拉克人

121 Ireland 1 ['aiəland] n.爱尔兰

122 Irish 1 ['aiəriʃ] adj.爱尔兰的；爱尔兰人的 n.爱尔兰人；爱尔兰语；爱尔兰

123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4 ish 4 [iʃ] abbr.原位杂交（InSituHybridization）；国际高血压联盟（InternationalSocietyofHypertension）；单纯收缩期高血压
（IsolatedSystolicHypertension）

125 Israeli 1 [iz'reili] adj.以色列的；以色列人的 n.以色列人

126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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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its 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28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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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Kenyan 1 ['kenjən; 'ki:n-] n.肯尼亚人 adj.肯尼亚的；肯尼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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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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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lai 1 [lai] abbr.意大利航空公司（LineeAereeItaliane） n.(Lai)人名；(柬、法)莱；(意、瑞典、尼日利)拉伊；(中)赖(普通话·威妥
玛)

133 language 2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34 Latin 3 ['lætin] adj.拉丁语的；拉丁人的 n.拉丁语；拉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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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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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lesson 1 ['lesən] n.教训；课 vt.教训；上课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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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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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Lithuanian 1 [,liθju:'einiən] adj.立陶宛人的；立陶宛的；立陶宛语的 n.立陶宛人；立陶宛语

141 local 1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142 loo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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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44 Madagascar 1 [,mædə'gæskə] n.马达加斯加岛（非洲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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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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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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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Malagasy 1 [,mælə'gæsi; 'mælə'gɑ:zi] n.马达加斯加人，马达加斯加语 adj.马达加斯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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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map 1 [mæp] vt.映射；计划；绘制地图；确定基因在染色体中的位置 n.地图；示意图；染色体图 vi.基因被安置 n.(Map)人名；
(法)马普

151 maps 1 n. 地图 名词map的复数形式.

152 mean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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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medieval 1 [,medi'i:vəl, ,mi:-] adj.中世纪的；原始的；仿中世纪的；老式的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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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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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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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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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na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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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names 4 [neɪmz] n.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

161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162 neighbors 4 ['neɪbɔː z] n.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 =neighbours.

163 Netherlands 1 ['neðələndz] n.荷兰（形容词Netherlandish）；地区名

164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65 newly 1 ['nju:li] adv.最近；重新；以新的方式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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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ni 1 abbr. 国民保险制度(=National Insurance)

168 Nigerian 1 [nai'dʒiəriən] n.尼日利亚人 adj.尼日利亚的；尼日利亚人的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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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Norwegian 1 [nɔ:'wi:dʒən] adj.挪威的；挪威语的；挪威人的 n.挪威语；挪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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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72 ocean 1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173 of 2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74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175 old 4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76 Omani 1 [əu'mɑ:ni] adj.阿曼的 n.阿曼人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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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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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on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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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o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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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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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pacific 1 adj.和平的；温和的；平静的 n.太平洋 adj.太平洋的

183 Pakistani 1 [,pæki'stæni] adj.巴基斯坦的 n.巴基斯坦人

184 party 1 n.政党，党派；聚会，派对；当事人[复数parties] vi.参加社交聚会[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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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Peruvian 1 [pə'ru:vjən] adj.秘鲁人的；秘鲁的 n.秘鲁人

187 placename 1 [pleɪsɪ'neɪm] n. 地名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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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Poland 1 ['pəulənd] n.波兰（欧洲国家）

190 polish 1 n.磨光，擦亮；擦亮剂；优雅，精良 vi.擦亮，变光滑 vt.磨光，使发亮；使完美;改进 v.磨光；修改；润色 adj.波兰的

191 populations 1 [pɒpjʊ'leɪʃnz] 居群

192 Portugal 1 ['pɔ:tjugəl] n.葡萄牙（欧洲西南部国家）

193 Portuguese 1 [,pɔ:tju'gi:z; -'gi:s] adj.葡萄牙的；葡萄牙人的；葡萄牙语的 n.葡萄牙语；葡萄牙人

194 Powell 1 ['pəuəl] n.鲍威尔（英国物理学家）

195 reader 1 ['ri:də] n.读者；阅读器；读物 n.(Reader)人名；(英)里德

196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197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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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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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republic 1 [ri'pʌblik] n.共和国；共和政体

201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202 role 1 [rəul] n.角色；任务 n.(Role)人名；(意、塞、赤几)罗莱

203 Russian 1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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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Scotland 1 ['skɔtlənd] n.苏格兰

206 Scottish 2 ['skɔtiʃ] adj.苏格兰的；苏格兰人的；苏格兰语的 n.苏格兰人；苏格兰语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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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seems 1 [siː mz]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09 sense 1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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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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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ilar 2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14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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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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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somali 1 [səu'mɑ:li] n.索马里人；索马里语 adj.索马里的

217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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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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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Spain 1 [spein] n.西班牙

220 Spanish 1 ['spæniʃ] adj.西班牙的；西班牙人的；西班牙语的 n.西班牙语；西班牙人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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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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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pelled 1 [spel] v. 拼写；拼成；导致；暂时代替 n. 咒语；魔力；一段时间；一阵发作；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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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tate 2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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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taying 1 英 ['steɪɪŋ] 美 ['steɪŋ] n. 拉线(撑；刚性结合)；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

228 Stephen 1 ['sti:vən] n.斯蒂芬（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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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uffix 9 ['sʌfiks, sə'fiks] vt.添后缀 n.后缀；下标

231 suffixes 3 ['sʌfɪks] n. 后缀 vt. 添后缀

232 Suisse 1 [swi:s] n.（法）瑞士（等于Switzerland）

233 Sweden 1 ['swi:dən] n.瑞典（欧洲国家）

234 Swedish 1 ['swi:diʃ] adj.瑞典的；瑞典语的；瑞典人的 n.瑞典语；瑞典人

235 Swiss 2 [swis] adj.瑞士的；瑞士人的；瑞士风格的 n.瑞士人；瑞士腔调

236 Switzerland 1 ['switsələnd] n.瑞士（欧洲国家）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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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239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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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the 5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41 thei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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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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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there 3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44 these 3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45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46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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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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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t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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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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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51 trading 1 ['treidiŋ] n.交易；贸易；购物 adj.交易的；贸易的 v.交换（trade的ing形式）；做买卖

252 translates 1 [træns'leɪt] v. 翻译；解释；转移；调动

253 turkey 1 ['tə:ki] n.火鸡；笨蛋；失败之作

254 Turkish 1 ['tə:kiʃ] adj.土耳其人的，土耳其语的；土耳其的；突厥诸语言的 n.土耳其语

255 Ukrainian 1 [ju:'kreiniən; -'krai-] adj.乌克兰的；乌克兰人的 n.乌克兰人；乌克兰语

256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257 us 2 pron.我们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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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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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useful 1 ['ju:sful] adj.有用的，有益的；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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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262 usually 3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63 Vanuatu 3 [,vɑ:nu:'ɑ:tu:] n.瓦努阿图（西南太平洋岛国）

264 Vietnam 1 n.越南（东南亚国家）

265 Vietnamese 1 [,vjetnə'mi:z] n.越南人；越南语 adj.越南的；越南人的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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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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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69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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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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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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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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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75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76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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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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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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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world 3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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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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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Yemeni 1 ['jeməni] adj.也门人的；也门的 n.也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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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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