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0-08 [Everyday Grammar] Describing Your Day_ Midday
Activities 词汇表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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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3 activities 3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4 Acts 1 [ækts] abbr.声控遥测系统（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声控制与遥测系统（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
5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6 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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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llows 1 [ə'laʊz] 允许
8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9 am 2 abbr.调频，调谐，调幅（amplitudemodulation） vi.（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 aux.（与v-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与v-ed
2

连用构成被动语态） n.（柬）安（人名）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1 and 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2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13 appear 3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14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15 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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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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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sk 1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18 asks 1 英 [ɑːsk] 美 [æsk] v. 询问；请求；邀请；要求；开价；期待
19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20 basic 3 ['beisik] adj.基本的；基础的 n.基础；要素
21 brother 3 ['brʌðə] n.兄弟；同事；战友 int.我的老兄！ n.(Brother)人名；(英)布拉泽
22 Bryan 1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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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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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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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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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的）食品罐头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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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communicate 1 vi.通讯，传达；相通；交流；感染 vt.传达；感染；显露
30 connect 2 [kə'nekt] vt.连接；联合；关连 vi.连接，连结；联合
31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32 consider 3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33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34 da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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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土)达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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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describe 2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37 describing 2 [dɪsk'raɪbɪŋ] n. 描述物品 动词describe的现在分词.
38 different 3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39 direct 13 [di'rekt, dai-] adj.直接的；直系的；亲身的；恰好的 vt.管理；指挥；导演；指向 vi.指导；指挥 adv.直接地；正好；按直系
35

关系
40

d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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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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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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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ink 1 [driŋk] vt.喝，饮；吸收；举杯庆贺 vi.喝酒；饮水；干杯 n.酒，饮料；喝酒
42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43 eat 2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44 eating 2 ['i:tiŋ] adj.侵蚀的；可生食的；进餐用的 n.吃；食物 v.吃（eat的ing形式）
45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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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ntire 1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48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49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50 everyday 1 ['evridei] adj.每天的，日常的 n.平时；寻常日子
51 example 5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52 explore 3 [ik'splɔ:] vt.探索；探测；探险 vi.探索；探测；探险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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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特；(捷)菲尔斯特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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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57 friend 1 [frend] n.朋友；助手；赞助者 n.(Friend)人名；(英)弗兰德
58 friends 3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59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60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61 grammar 3 ['græmə] n.语法；语法书
62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63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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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66 how 4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67 ideas 2 观念
68 identifying 1 n.识别，标识；标识关系 v.识别（identify的现在分词）
69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70 imagine 2 vt.想象；猜想；臆断 vi.想象；猜想；想象起来
71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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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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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rect 11 [,indi'rekt, -dai-] adj.间接的；迂回的；非直截了当的
74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5 john 2 [dʒɔn] n.厕所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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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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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ds 2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78 knowledge 1 ['nɔlidʒ] n.知识，学问；知道，认识；学科 n.(Knowledge)人名；(南非)诺利奇
79 language 1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80 learn 2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81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82 lesson 1 ['lesən] n.教训；课 vt.教训；上课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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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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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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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ing 1 ['lisəniŋ] adj.收听的；助听的 n.倾听 v.听（listen的ing形式）
86 lunch 8 n.午餐 vt.吃午餐；供给午餐 vi.吃午餐；供给午餐
87 Lynn 1 [lin] n.林恩（姓氏）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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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90 master 2 ['mɑ:stə, 'mæstə] vt.控制；精通；征服 n.硕士；主人；大师；教师 adj.主人的；主要的；熟练的 n.(Master)人名；(英)马斯
89

特

maybe 1 ['meibi] adv.也许；可能；大概 n.可能性；不确定性
92 messages 2 ['mesɪdʒɪz] n.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
93 midday 2 ['middei] n.中午；正午 adj.正午的
94 middle 4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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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mom 1 [mɔm] n.妈妈 n.(Mom)人名；(柬)蒙
97 my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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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nap 2 [næp] n.小睡，打盹儿；细毛；孤注一掷 vt.使拉毛 vi.小睡；疏忽 n.(Nap)人名；(朝、越)纳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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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no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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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noun 11 [naun] n.名词 n.(Noun)人名；(以)努恩
102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03 number 1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104 object 10 ['ɔbdʒikt, -dʒekt, əb'dʒekt] n.目标；物体；客体；宾语 vt.提出…作为反对的理由 vi.反对；拒绝
105 objects 9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106 of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07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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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09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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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特；(泰)巴；(法)帕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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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113 perhap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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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猜想；未定之事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115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116 phone 1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117 phrasal 1 ['freizl] adj.短语的；习惯用语的，成语的
118 phrase 4 [freiz] n.短语,习语,措辞,乐句 vt.措词,将(乐曲)分成乐句
119 phrases 5 [freɪz] n. 短语；习语；措辞；[音]乐句 vt. 措词；将(乐曲)分成乐句
120 play 1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114

典)普莱

please 1 [pli:z] vt.使喜欢；使高兴，使满意 vi.讨人喜欢；令人高兴 int.请（礼貌用语）
122 predicate 4 ['predikeit] vt.断定为…；使…基于 vi.断言，断定 n.谓语，述语 adj.谓语的；述语的
123 prepositions 1 [prepə'zɪʃnz] 介词
124 receiver 2 [ri'si:və] n.接收器；接受者；收信机；收款员，接待者
125 refer 4 [ri'fə:] vi.参考；涉及；提到；查阅 vt.涉及；委托；归诸于；使…求助于
126 regularly 1 ['regjələli] adv.定期地；有规律地；整齐地；匀称地
127 relationship 1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128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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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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same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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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32 send 1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133 sentence 5 ['sentəns] n.[语][计]句子，命题；宣判，判决 vt.判决，宣判
134 sentences 1 ['sentəns] n. 句子；判决 vt. 宣判；判决
135 sh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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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skill 1 [skil] n.技能，技巧；本领，技术 n.(Skill)人名；(瑞典)希尔
137 sleep 1 [sli:p] vi.睡，睡觉 n.睡眠 n.(Sleep)人名；(英)斯利普
138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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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稍微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140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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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speakers 1 [s'piːkəz] n. 说话者；发言者；说某种语言者；扬声器（名词speaker的复数形式）
142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143 statements 3 [s'teɪtmənts] n. 报表；陈述；声明（名词statement的复数形式）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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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structure 2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146 structures 2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147 subjec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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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149 t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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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的）售得金额

tea 1 [ti:] n.茶叶；茶树；茶点 vt.给…沏茶 vi.喝茶；进茶点 n.(Tea)人名；(柬)迪
151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150

拉伯)塔勒
152

1 ['teliŋ] adj.有效的；生动的；显著的 n.命令；叙述；吐露真情 v.告诉；讲述（tell的ing形式）；命令 n.(Telling)人名；(英)
特林

t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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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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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text 2 [tekst] n.[计]文本；课文；主题 vt.发短信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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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the 4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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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60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61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162 things 4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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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165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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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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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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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169 u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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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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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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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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VOA 1 英 [ˌviː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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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76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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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well 2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171

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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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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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wi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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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82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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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184 you 16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85 your 4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186 yourself 1 [jɔ:'self, juə-, jə-] pron.你自己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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