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6-11 [Everyday Grammar] Making Sense of Demonyms -
Nationality Nou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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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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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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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jective 3 ['ædʒiktiv] adj.形容词的；从属的 n.形容词

6 adjectives 1 ['ædʒɪktɪvz] 形容词

7 Africa 1 ['æfrikə] n.非洲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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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lbania 1 [æl'beiniə] n.阿尔巴尼亚（位于欧洲）

10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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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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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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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ns 1 abbr.美国国家标准（AmericanNationalStandards）；（美）自然科学研究院（AcademyofNaturalSciences） n.(Ans)人名；(丹)
安斯

15 arab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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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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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sia 1 ['eiʃə] n.亚洲

19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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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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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eninese 1 [,beni'ni:z] adj.贝宁的

23 Bhutanese 1 [,bu:tə'ni:z] n.不丹语；不丹人 adj.不丹的；不丹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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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row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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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ritish 2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27 Britons 1 n. 英国人；不列颠人，大不列颠人（Briton的复数形式）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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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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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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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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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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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34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35 ch 1 abbr.荣誉勋爵（CompanionofHonor）

36 Chinese 1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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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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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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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ontact 1 n.接触，联系 vt.使接触，联系 vi.使接触，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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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42 countr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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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Dem 1 [dem] abbr.动力效应模型（DynamicEffectModel） n.(Dem)人名；(德、罗、塞内)德姆

44 democracy 1 [di'mɔkrəsi] n.民主，民主主义；民主政治

45 demonym 8 ['dɛmənɪm] n. 对当地居民的称呼（比如德国人：German、加拿大人：Canadia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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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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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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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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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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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Dutchman 1 ['dʌtʃmən] n.荷兰人；荷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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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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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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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ndings 1 结尾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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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r 1 [ə:; ə] abbr.急诊室（emergencyroom）；大地回路（EarthReturn）；回波测距（EchoRanging）；工程报告
（EngineeringReport）；外阻（ExternalResistance） n.(Er)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余；(土)埃尔

59 ese 1 abbr.电气支援设备（lectricalSupportEquipment）；东南东（EastSouthEast） n.(Ese)人名；(塞、土)埃塞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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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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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plain 1 [ik'splein] v.说明；解释

63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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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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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67 for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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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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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70 French 4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71 Frenchman 1 ['frentʃmən] n.法国人

72 from 1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73 German 1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74 Germanic 1 [dʒə:'mænik] adj.德国的；德语的；日耳曼人的；日耳曼语的 n.日耳曼语

75 germans 1 n. 德国人 名词German的复数形式.

76 g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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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g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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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grammar 2 ['græmə] n.语法；语法书

79 Greek 2 [gri:k] n.希腊语；希腊人 adj.希腊的；希腊人的，希腊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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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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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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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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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hear 2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85 help 1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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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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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Iceland 2 ['aislənd] n.冰岛（欧洲岛名，在大西洋北部，近北极圈）

89 Icelander 1 ['aisləndə(r)] n.冰岛人

90 Icelandic 1 [ais'lændik] adj.冰岛的；冰岛人的；冰岛语的 n.冰岛语

91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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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93 influence 1 ['influəns] n.影响；势力；感化；有影响的人或事 vt.影响；改变

94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95 introduced 1 [ɪntrəd'juːst] v. 介绍，引进（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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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Irishwoman 1 ['aiəriʃ,wumən] n.爱尔兰妇女；有爱尔兰血统的女子

98 irregular 1 [i'regjulə] n.不规则物；不合规格的产品 adj.不规则的；无规律的；非正规的；不合法的

99 irregularities 1 [ɪreɡjʊ'lærɪtɪz] 谬误

100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1 ISC 1 n. 工业安全委员会(星际通讯)

102 ish 2 [iʃ] abbr.原位杂交（InSituHybridization）；国际高血压联盟（InternationalSocietyofHypertension）；单纯收缩期高血压
（IsolatedSystolicHypertension）

103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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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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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Japanese 1 [,dʒæpə'ni:z] adj.日本（人）的；日语的 n.日本人；日语

106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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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Kosovar 1 n. 科索沃人；科索沃居民

109 Kosovo 1 ['kɔ:səvəu] n.科索沃（南斯拉夫自治省名）

110 language 3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11 languages 1 ['læŋɡwɪdʒɪz] n.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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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Latin 2 ['lætin] adj.拉丁语的；拉丁人的 n.拉丁语；拉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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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lesson 1 ['lesən] n.教训；课 vt.教训；上课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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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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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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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looked 1 [lʊkt]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20 Luxembourger 1 英 ['lʌksəmbɜːɡə(r)] 美 ['lʌksəmbɜ rːɡər] n. 卢森堡人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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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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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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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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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maps 1 n. 地图 名词map的复数形式.

126 Marshallese 1 [,mɑ:ʃə'li:z] n.马绍尔群岛的住民；马绍尔语 adj.马绍尔群岛语的；马绍尔群岛人的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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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129 moroccans 1 n.摩洛哥人( Moroccan的名词复数 )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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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na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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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names 1 [neɪmz] n.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

133 nationality 1 [,næʃən'æliti] n.国籍，国家；民族；部落

134 neighbors 1 ['neɪbɔː z] n.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 =neighbours.

135 Netherlander 1 ['neðələndə] n.荷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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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noun 2 [naun] n.名词 n.(Noun)人名；(以)努恩

138 nouns 2 ['naʊnz] n. 名词

139 of 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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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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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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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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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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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46 Pakistanis 1 n. 巴基斯坦人 名词Pakistani的复数形式.

147 people 7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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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plural 1 ['pluərəl] adj.复数的 n.复数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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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152 refer 1 [ri'fə:] vi.参考；涉及；提到；查阅 vt.涉及；委托；归诸于；使…求助于

153 referring 1 [rɪ'fɜ rːɪŋ] n. 谈及；提交；咨询 动词refer的现在分词.

154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155 rules 1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56 sa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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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scotch 1 [skɔtʃ] vi.弄伤；制止转动；扑灭；镇压 n.刻痕

158 Scotswoman 1 n. 苏格兰人；苏格兰女人

159 Scottis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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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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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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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163 shortened 1 英 ['ʃɔː tn] 美 ['ʃɔː rtn] v. 弄短；变短

164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165 singular 1 ['siŋgjulə] adj.单数的；单一的；非凡的；异常的 n.单数

166 somalis 1 [sə'maː li] n. 索马里人 adj. 索马里的

167 s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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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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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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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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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speaker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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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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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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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suffix 6 ['sʌfiks, sə'fiks] vt.添后缀 n.后缀；下标

174 suffixes 2 ['sʌfɪks] n. 后缀 vt. 添后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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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Tajikistan 1 [tə'dʒikəstɑ:n; tə,dʒikji'stɑ:n] n.塔吉克斯坦（中亚国家）

177 t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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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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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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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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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82 th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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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to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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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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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us 2 pron.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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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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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190 Uzbekistan 1 [uz,beki'stɑ:n] n.乌兹别克斯坦（苏联加盟共和国名）

191 wa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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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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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w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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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196 week 2 [wi:k] n.周，星期

197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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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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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01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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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03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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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word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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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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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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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yemenis 1 n.也门人( Yemeni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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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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