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6-18 [Everyday Grammar] Verbs and Summer Weather 词汇词汇
表表

1 abo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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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3 adjective 2 ['ædʒiktiv] adj.形容词的；从属的 n.形容词

4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5 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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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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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8 and 1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9 ano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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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pp 1 [æp] abbr.应用（Application）；穿甲试验（ArmorPiercingProof） n.(App)人名；(英)阿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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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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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b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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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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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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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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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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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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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21 Caty 1 卡蒂

22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23 change 4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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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clouds 1 [k'laʊdz] n. 云；烟云 名词cloud的复数形式.

26 cloudy 2 ['klaudi] adj.多云的；阴天的；愁容满面的

27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28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29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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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onnect 1 [kə'nekt] vt.连接；联合；关连 vi.连接，连结；联合

32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33 connects 1 [kə'nekt] v. 连接；接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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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razy 1 ['kreizi] adj.疯狂的；狂热的，着迷的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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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definitions 1 ['defɪnɪʃənz] n. 定义 名词definition的复数形式.

38 describe 8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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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discuss 1 [dis'kʌs] vt.讨论；论述，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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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discussion 1 [dis'kʌʃən] n.讨论，议论

42 discussions 1 [dɪs'kʌʃnz]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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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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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nglis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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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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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mple 2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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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istence 2 [ig'zistəns] n.存在，实在；生存，生活；存在物，实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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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fear 1 [fiə] n.害怕；恐惧；敬畏；担心 vt.害怕；敬畏；为…担心 vi.害怕；敬畏；为…担心

52 feel 4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53 feelings 1 ['fiː lɪŋs] n.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

54 feels 2 [fiː l] v. 感觉；觉得；触摸；摸起来；认为；摸索 n. 感觉；触觉

55 film 1 [film] n.电影；薄膜；胶卷；轻烟 vt.在…上覆以薄膜；把…拍成电影 vi.摄制电影；生薄膜；变得朦胧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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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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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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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generally 2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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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getting 3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62 g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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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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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grammar 2 ['græmə] n.语法；语法书

65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66 happy 2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67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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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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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hear 6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70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71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72 hopeful 1 ['həupful]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n.有希望成功的人

73 hot 2 [hɔt] adj.热的；辣的；热情的；激动的；紧迫的 adv.热；紧迫地 vi.变热 vt.增加；给…加温 n.(Hot)人名；(塞)霍特；(法)奥
特

74 hotter 1 [hɔtə] adj.热的；热烈的

75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76 humid 4 ['hju:mid] adj.潮湿的；湿润的；多湿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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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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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0 i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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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john 2 [dʒɔn] n.厕所

82 kinds 2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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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learned 1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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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86 lesson 1 ['lesən] n.教训；课 vt.教训；上课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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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linking 11 [lɪŋkɪŋ] n. 连接；结合 动词link的现在分词形式.

89 listen 1 ['lisən] vi.听，倾听；听从，听信 n.听，倾听

90 loo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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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looks 3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92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分
（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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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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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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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means 2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97 mental 1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98 migh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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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moisture 1 ['mɔistʃə] n.水分；湿度；潮湿；降雨量

100 muggy 2 ['mʌgi] adj.闷热的；潮湿的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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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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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negative 2 ['negətiv] adj.[数]负的；消极的；否定的；阴性的 n.否定；负数；[摄]底片 vt.否定；拒绝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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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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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nice 1 [nais] adj.精密的；美好的；细微的；和蔼的 n.(Nice)人名；(英)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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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no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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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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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of 1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11 often 5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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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optimistic 1 [,ɔpti'mistik] adj.乐观的；乐观主义的

114 o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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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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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17 outside 2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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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perhaps 1 adv.或许；（表示不确定）也许；（用于粗略的估计）或许；（表示勉强同意或其实不赞成）也许；可能 n.假定；
猜想；未定之事

120 pers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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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phrase 1 [freiz] n.短语,习语,措辞,乐句 vt.措词,将(乐曲)分成乐句

122 physical 2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123 place 1 [pleis] n.地方；住所；座位 vt.放置；任命；寄予 vi.名列前茅；取得名次 n.(Place)人名；(罗)普拉切；(法)普拉斯；(英)普
莱斯

124 planning 1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125 positive 1 ['pɔzətiv, -zi-] adj.积极的；[数]正的，[医][化学]阳性的；确定的，肯定的；实际的，真实的；绝对的 n.正数；[摄]正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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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purposes 1 英 ['pɜːpəs] 美 ['pɜ rːpəs] n. 目的；决心；意图；议题 v. 打算；决意

128 putting 1 ['putiŋ] n.投掷；（高尔夫球）打球入洞 v.放置（put的ing形式）；轻击球；使球入洞的轻击（put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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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qualities 1 [统计] 质

130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131 run 1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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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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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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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137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38 scary 2 adj.（事物）可怕的；恐怖的；吓人的；（人）提心吊胆的；引起惊慌的；胆小的

139 seem 1 [si:m] vi.似乎；像是；装作 n.(Seem)人名；(英)西姆

140 seems 1 [siː mz]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41 sensation 1 [sen'seiʃən] n.感觉；轰动；感动

142 sensations 1 n.感觉( sensation的名词复数 ); 感受; 知觉; 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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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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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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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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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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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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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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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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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152 stat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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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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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storms 1 英 [stɔː m] 美 [stɔː rm] n. 暴风雨 v. 起风暴；猛攻；暴怒；捣毁

156 stormy 1 ['stɔ:mi] adj.暴风雨的；猛烈的；暴躁的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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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159 subjec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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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summer 4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161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162 talk 4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163 talk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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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temperatures 1 ['temprətʃəz] 温度

165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166 terrible 1 ['terəbl] adj.可怕的；很糟的；令人讨厌的 adv.很，非常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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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the 3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69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170 these 3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71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72 thinking 2 ['θiŋkiŋ] adj.思考的；思想的；有理性的；好思考的 n.思考；思想；想法；意见；见解 v.思考（think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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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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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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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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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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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today 2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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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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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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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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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unpleasantly 1 [ʌn'plezntli] adv.令人不愉快地，不讨人喜欢地

187 us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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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189 verb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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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verbs 13 [vɜːbz] n. 动词 名词verb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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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walk 3 [wɔ:k] n.步行，走；散步 vt.散步；走过 vi.走，步行；散步 n.(Walk)人名；(德、葡)瓦尔克；(英)沃克

193 warm 1 [wɔ:m] adj.温暖的；热情的 vi.同情；激动；变温暖 vt.使…兴奋；使…温暖；使…感兴趣 n.取暖；加热 n.(Warm)人名；
(英)沃姆；(德)瓦姆

19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95 w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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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weather 15 ['weðə] n.天气；气象；气候；处境 vt.经受住；使风化；侵蚀；使受风吹雨打 vi.风化；受侵蚀；经受风雨 adj.露天
的；迎风的 n.(Weather)人名；(英)韦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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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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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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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w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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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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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03 wor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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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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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06 you 8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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