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13 [Everyday Grammar] How to Split Infinitive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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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1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i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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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you 1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6 thi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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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nfinitive 9 n.原形，原形动词，不定式 adj.原形的，不定式的

8 sentence 9 ['sentəns] n.[语][计]句子，命题；宣判，判决 vt.判决，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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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 split 8 [split] vt.分离；使分离；劈开；离开；分解 vi.离开；被劈开；断绝关系 n.劈开；裂缝 adj.劈开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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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variant 7 ['vεəriənt] adj.不同的；多样的 n.变体；转化

14 w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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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with 7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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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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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ta 6 ['deltə] n.（河流的）三角洲；德耳塔（希腊字母的第四个字） n.(Delta)人名；(英、罗、葡)德尔塔

19 grammar 6 ['græmə] n.语法；语法书

20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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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c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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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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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th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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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u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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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would 5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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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8 before 4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29 example 4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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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infinitives 4 n. 不定式（infinitive的复数）；原形动词

32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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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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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rates 4 [reɪt] n. 比率；速度；价格；费用；等级 v. 认为；估价；定等级；值得；怒斥；责骂

35 verb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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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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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adverb 3 ['ædvə:b] n.副词 adj.副词的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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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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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40 cases 3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41 change 3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42 covid 3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43 double 3 ['dʌbl] n.两倍；双精度型 adj.双重的；两倍的 vi.加倍，加倍努力；快步走 vt.使加倍 adv.双重地；两倍地；弓身地 n.
(Double)人名；(法)杜布勒；(英)道布尔

44 dr 3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45 Englis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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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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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hesitancy 3 ['hezitənsi] n.踌躇，犹豫

48 incorrect 3 [,inkə'rekt] adj.错误的，不正确的；不适当的；不真实的

49 increase 3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50 match 3 [mætʃ] vt.使比赛；使相配；敌得过，比得上；相配；与…竞争 vi.比赛；匹配；相配，相称；相比 n.比赛，竞赛；匹
配；对手；火柴

51 modifiers 3 英 ['mɒdɪfaɪəz] 美 ['mɑdɪ̩ faɪəz] n. 修改工具 名词modifier的复数形式.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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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rapidly 3 ['ræpidli] adv.迅速地；很快地；立即

54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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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star 3 [stɑ:] n.星，恒星；明星；星形物 vt.用星号标于；由…主演，由…担任主角 vi.担任主角 adj.明星的，主角的；星形的 n.
(Star)人名；(瑞典)斯塔尔；(德)施塔尔

56 Stat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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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vaccine 3 ['væksi:n] n.疫苗；牛痘苗 adj.疫苗的；牛痘的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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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word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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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write 3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61 ability 2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62 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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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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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65 answer 2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66 Antony 2 ['æntəni] n.安东尼（男子名）

67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68 begins 2 [bɪ'ɡɪn] v. 开始；着手

69 boldly 2 ['bəuldli] adv.大胆地；冒失地；显眼地

70 CDC 2 abbr. 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71 china 2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72 com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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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comments 2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74 coronavirus 2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75 correct 2 [kə'rekt] vt.改正；告诫 vi.调整；纠正错误 adj.正确的；恰当的；端正的

76 describe 2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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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due 2 [dju:, du:] adj.到期的；预期的；应付的；应得的 n.应付款；应得之物 adv.正（置于方位词前） n.(Due)人名；(英)迪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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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pected 2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81 famous 2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82 fauci 2 n. 福西

83 for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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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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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84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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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gold 2 [gəuld] n.金，黄金；金色；金币 adj.金的，金制的；金色的 n.(Gold)人名；(英、法、德、西、罗、捷、瑞典)戈尔德

87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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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infection 2 [in'fekʃən] n.感染；传染；影响；传染病

90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91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92 know 2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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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medals 2 abbr. 模数工程制图和程序库系统(=Modular Engineering Draughting and Library System)

95 nex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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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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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98 olympics 2 英 [əʊ'lɪmpɪks] 美 [oʊ'lɪmpɪks] n. 奥林匹克运动会 =Olympic Games.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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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order 2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101 original 2 [ə'ridʒənəl] n.原件；原作；原物；原型 adj.原始的；最初的；独创的；新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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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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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05 predicted 2 [prɪ'dɪkt] v. 预言；预报；预知；预测

106 reading 2 ['ri:diŋ] n.阅读，朗读；读物；读数 adj.阅读的 v.阅读（read的ing形式）

107 republic 2 [ri'pʌblik] n.共和国；共和政体

108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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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11 see 2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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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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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spread 2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115 sto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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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17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18 triple 2 ['tripl] adj.三倍的；三方的 n.三倍数；三个一组 vi.增至三倍 vt.使成三倍

119 vaccination 2 [,væksi'neiʃən] n.接种疫苗；种痘

120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21 Weeks 2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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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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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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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acceptance 1 [ək'septəns] n.接纳；赞同；容忍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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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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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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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29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130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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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33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134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5 availability 1 [ə,veilə'biləti] n.可用性；有效性；实用性

136 base 1 [beis] n.基础；底部；垒 adj.卑鄙的；低劣的 vt.以…作基础 n.(Base)人名；(日)马濑(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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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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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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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141 Bryan 1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142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143 Cambridge 1 ['keimbridʒ] n.剑桥（英国城市）；坎布里奇（美国马萨诸塞州城市）

144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45 case 1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146 civilizations 1 [sɪvɪlaɪ'zeɪʃnz] n. 文明

147 combine 1 [kəm'bain] vt.使化合；使联合，使结合 vi.联合，结合；化合 n.联合收割机；联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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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count 1 [kaunt] vt.计算；认为 vi.计数；有价值 n.计数；计算；伯爵 n.(Count)人名；(法、德、南非)伯爵(欧洲贵族头衔)，康特
(人名)

150 count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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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152 culture 1 ['kʌltʃə] n.文化，文明；修养；栽培 vt.[细胞][微]培养（等于cultivate）

153 delay 1 [di'lei] vi.延期；耽搁 vt.延期；耽搁 n.延期；耽搁；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Delay)人名；(英)迪莱；(法)德莱

154 describing 1 [dɪsk'raɪbɪŋ] n. 描述物品 动词describe的现在分词.

155 despite 1 [di'spait] prep.尽管，不管 n.轻视；憎恨；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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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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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arned 1 ['ɜːnd] adj. 挣得的；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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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161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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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isting 1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164 explore 1 [ik'splɔ:] vt.探索；探测；探险 vi.探索；探测；探险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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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faster 1 ['fa:stə] adj.更快的 adv.更快地 n.(Faster)人名；(德、捷)法斯特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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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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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170 gone 1 [gɔn] adj.离去的；死去的；用光的 v.去（go的过去分词）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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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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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174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75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76 heard 1 [hə:d] v.听到（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闻知 n.(Heard)人名；(英)赫德

177 hesitant 1 ['hezitənt] adj.迟疑的；踌躇的；犹豫不定的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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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identify 1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180 immediately 1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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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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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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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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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lesson 1 ['lesən] n.教训；课 vt.教训；上课

186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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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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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listening 1 ['lisəniŋ] adj.收听的；助听的 n.倾听 v.听（liste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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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Lynn 1 [lin] n.林恩（姓氏）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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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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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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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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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medal 1 ['medəl] n.勋章，奖章；纪念章 n.(Medal)人名；(西、捷)梅达尔

198 mission 1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199 modifier 1 ['mɔdifaiə] n.[助剂]改性剂；[语]修饰语；修正的人

200 modify 1 ['mɔdifai] vt.修改，修饰；更改 vi.修改

201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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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204 nature 1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205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06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07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08 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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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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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percent 1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211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2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213 prepositional 1 [,prepə'ziʃənl] adj.介词的；前置词的

214 prepositions 1 [prepə'zɪʃnz] 介词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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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read 1 [ri:d] vt.阅读；读懂，理解 vi.读；读起来 n.阅读；读物 adj.有学问的 n.(Read)人名；(英)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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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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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refusal 1 [ri'fju:zəl, ri:-] n.拒绝；优先取舍权；推却；取舍权

219 remembering 1 [ri'membəriŋ] n.回忆，记住 v.记住（remember的现在分词）；想起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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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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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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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eek 1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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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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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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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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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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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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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stories 1 [s'tɔː rɪz] n. 故事，传说（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 v. 讲…的故事；说假话（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32 strange 1 [streindʒ] adj.奇怪的；陌生的；外行的 adv.奇怪地；陌生地，冷淡地 n.(Strange)人名；(英)斯特兰奇；(瑞典、塞)斯特
朗格

233 student 1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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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teacher 1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236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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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39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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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42 trek 1 [trek] n.艰苦跋涉 vt.（牛）拉（货车）；搬运 vi.艰苦跋涉 n.(Trek)人名；(阿拉伯)特里克

243 trouble 1 ['trʌbl] n.麻烦；烦恼；故障；动乱 vt.麻烦；使烦恼；折磨 vi.费心，烦恼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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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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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us 1 pron.我们

247 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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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49 virus 1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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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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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week 1 [wi:k] n.周，星期

253 w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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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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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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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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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worlds 1 n.世界( world的名词复数 ); 人世; 世间; 尘世

259 worry 1 ['wʌri, 'wə:ri] n.担心；烦恼；撕咬 vt.担心；发愁；折磨 vi.担心；烦恼；撕咬

260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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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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