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19 [Everyday Grammar] BTS Teaches You About Similes,
Preposition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ab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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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djective 4 ['ædʒiktiv] adj.形容词的；从属的 n.形容词

4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5 ain 1 [æn] adj.（苏格兰）自己的 n.艾因河；一种压缩软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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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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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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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用构成被动语态） n.（柬）安（人名）

9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0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1 and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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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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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ppea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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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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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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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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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wards 2 英 [ə'wɔː d] 美 [ə'wɔː rd] n. 奖品；奖 v. 授予；给予；判给

19 awesome 3 [英['ɔː s(ə)m] 美['ɔsəm]] adj.令人敬畏的；使人畏惧的；可怕的；极好的

20 b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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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b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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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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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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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est 3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26 breakin 1 ['breɪkˌɪn] n. 插入；闯入；打断

27 BTS 6 ['biː t'iː 'es] 基站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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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ter 17 ['bʌtə] vt.涂黄油于；讨好 n.黄油；奶油；奉承话 n.(Butter)人名；(英)巴特；(德、匈)布特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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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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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candle 1 ['kændl] n.蜡烛；烛光；烛形物 vt.对着光检查

33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34 c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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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ertainly 1 ['sə:tənli] adv.当然；行（用于回答）；必定

36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除；
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37 closing 1 ['kləuziŋ] adj.收盘的；结束的；结尾的 n.结尾辞 v.关闭（close的ing形式）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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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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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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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omparing 1 [kəm'peərɪŋ] n. 比较 动词compare的现在分词.

41 comparison 1 [kəm'pærisən] n.比较；对照；比喻；比较关系

42 comparisons 1 [kəm'pærɪsnz] 比较

43 confident 1 ['kɔnfidənt] adj.自信的；确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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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onnects 1 [kə'nekt] v. 连接；接通；联系

46 consider 2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47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48 continuous 1 [kən'tinjuəs] adj.连续的，持续的；继续的；连绵不断的

49 cooking 1 n.烹饪 adj.烹调的 v.烹调；筹划（cook的ing形式）

50 cream 1 [kri:m] n.奶油，乳脂；精华；面霜；乳酪

51 criminal 4 ['kriminəl] n.罪犯 adj.刑事的；犯罪的；罪恶的

52 describe 2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53 describes 1 [dɪ'skraɪb] vt. 描述；说成；形容；画(尤指几何图形)

54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55 different 3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56 direction 1 [di'rekʃən, dai-] n.方向；指导；趋势；用法说明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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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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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59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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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ither 1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62 el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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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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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ntire 1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65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66 everyday 3 ['evridei] adj.每天的，日常的 n.平时；寻常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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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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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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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press 1 [ik'spres] vt.表达；快递 adj.明确的；迅速的；专门的 n.快车，快递，专使；捷运公司

71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72 feel 2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73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74 few 3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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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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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flat 1 adj.平的；单调的；不景气的；干脆的；平坦的；扁平的；浅的 adv.（尤指贴着另一表面）平直地；断然地；水平地；直
接地，完全地 n.平地；公寓；平面 vt.使变平；[音乐]使（音调）下降，尤指降半音 vi.逐渐变平；[音乐]以降调唱（或奏）
n.（法）弗拉特（人名）；（英）弗莱特（人名）

78 follow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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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follows 1 ['fɒləʊz] n. 跟随；遵照 名词follow的复数形式.

80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81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2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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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gon 1 [gɔn] n.[数]百分度；（几何）…角形 n.(Gon)人名；(塞、刚(布)、法、中非、科特)戈恩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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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go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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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grammar 4 ['græmə] n.语法；语法书

87 group 5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88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89 gu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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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91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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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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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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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he 3 [hi:, 弱 hi, i:, i] n.男孩，男人；它（雄性动物） pron.他 n.(He)人名；(日)户(姓)；(朝)海；(柬)赫

95 heart 1 [hɑ:t] n.心脏；感情；勇气；心形；要点 vt.鼓励；铭记 vi.结心 n.(Heart)人名；(英)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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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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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99 ideas 1 观念

100 identifies 1 [aɪ'dentɪfaɪ] vt. 鉴定；识别，辨认出，认出；认明；把…看成一样 vi. 认同；感同身受

101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02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03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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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include 2 [in'klu:d] vt.包含，包括

105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06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07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108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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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introduce 1 [,intrə'dju:s] vt.介绍；引进；提出；采用

110 introduces 1 [ˌɪntrə'djuːsɪs] vt. 介绍；引进 动词introdu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11 involve 4 [in'vɔlv] vt.包含；牵涉；使陷于；潜心于

112 involves 1 英 [ɪn'vɒlv] 美 [ɪn'vɑ lːv] vt. 包含；使忙于；牵涉；使卷入；使陷入

113 is 1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4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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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john 2 [dʒɔn] n.厕所

116 k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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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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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Korea 1 [kə'riə] n.韩国；朝鲜

120 large 1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121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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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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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lesson 1 ['lesən] n.教训；课 vt.教训；上课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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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lik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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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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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line 2 [lain] n.路线，航线；排；绳 vt.排成一行；划线于；以线条标示；使…起皱纹 vi.排队；站成一排 n.(Line)人名；(英)莱恩；
(俄)利涅

128 lines 1 [laɪnz] n. (剧本中的)台词；诗歌；线条；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

129 linking 13 [lɪŋkɪŋ] n. 连接；结合 动词link的现在分词形式.

130 links 1 ['liŋks] n.[计]链接（link的复数）；沙地；沙丘

131 listen 2 ['lisən] vi.听，倾听；听从，听信 n.听，倾听

132 location 1 [ləu'keiʃən] n.位置（形容词locational）；地点；外景拍摄场地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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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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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main 3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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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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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many 5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39 me 1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140 mean 2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141 meanings 2 ['miː nɪŋz] n. 含义 名词meaning的复数形式.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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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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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milk 1 [milk] n.牛奶；乳状物 vt.榨取；挤…的奶 vi.挤奶 n.(Milk)人名；(英)米尔克

145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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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motion 1 n.动作；移动；手势；请求；意向；议案 vi.运动；打手势 vt.运动；向…打手势

147 mtv 1 [ˌemtiː 'viː ] abbr. 音乐电视（=Music Television）

148 music 3 ['mju:zik] n.音乐，乐曲

149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50 nervous 1 ['nə:vəs] adj.神经的；紧张不安的；强健有力的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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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n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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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54 no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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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noun 9 [naun] n.名词 n.(Noun)人名；(以)努恩

156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57 obje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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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of 1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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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161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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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ooh 1 [u:] int.（表示惊异、热心、高兴或不悦的叫声）哦！

163 or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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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organizing 1 v.组织（organize的ing形式）；使有机化 n.组织 adj.组织上的

165 originally 1 [ə'ridʒənəli] adv.最初，起初；本来

166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67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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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phrasal 1 ['freizl] adj.短语的；习惯用语的，成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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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phrase 4 [freiz] n.短语,习语,措辞,乐句 vt.措词,将(乐曲)分成乐句

171 pick 1 [pik] vi.挑选；采摘；挖 vt.拾取；精选；采摘；掘 n.选择；鹤嘴锄；挖；掩护 n.(Pick)人名；(英、法、德、捷、匈、瑞
典)皮克

172 pleasant 1 ['plezənt] adj.令人愉快的，舒适的；讨人喜欢的，和蔼可亲的 n.(Pleasant)人名；(英)普莱曾特

173 pop 3 [pɔp] n.流行音乐；汽水；砰然声；枪击 vi.突然出现；爆开；射击；瞪大；发出爆裂声 vt.取出；开枪打；抛出；突然伸
出；突然行动 adj.流行的；通俗的；热门的 adv.突然；砰地 abbr.邮局协议（postofficeprotocol） n.(Pop)人名；(罗、捷、塞)波
普

174 popular 2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175 preposition 7 [,prepə'ziʃən] n.介词；前置词

176 prepositions 4 [prepə'zɪʃnz] 介词

177 pronoun 4 ['prəunaun] n.代词

178 pull 1 [pul] vt.拉；拔；拖 vi.拉，拖；拔 n.拉，拉绳；拉力，牵引力；拖 n.(Pull)人名；(法)皮尔；(德、瑞典)普尔

179 quick 1 [kwik] n.核心；伤口的嫩肉 adj.快的；迅速的，敏捷的；灵敏的 adv.迅速地，快 n.(Quick)人名；(英、德、瑞典、芬)奎
克

180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81 regardless 1 adj.不管的；不顾的；不注意的 adv.不顾后果地；不管怎样，无论如何；不惜费用地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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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relax 1 [ri'læks] vi.放松，休息；松懈，松弛；变从容；休养 vt.放松；使休息；使松弛；缓和；使松懈

184 relaxed 1 [ri'lækst] adj.松懈的，放松的；悠闲的，自在的；不严格的，不拘束的 v.rela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5 remind 1 [ri'maind] vt.提醒；使想起

186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187 robber 2 ['rɔbə] n.强盗；盗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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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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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senses 1 [[sens] n. 感觉；意义；判断力 名词sense的复数形式.

192 shand 1 n. 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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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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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similar 2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196 simile 5 ['simili] n.明喻；直喻

197 similes 9 ['sɪmɪlɪz] 明喻

198 smell 1 [smel] vi.嗅，闻；有…气味 vt.嗅，闻；察觉到；发出…的气味 n.气味，嗅觉；臭味

199 smells 1 [smel] n. 气味；嗅觉；嗅 v. 嗅；闻；散发气味；有臭味；察觉

200 smooth 12 [smu:ð] adj.顺利的；光滑的；平稳的 vt.使光滑；消除（障碍等）；使优雅；缓和 n.平滑部分；一块平地 vi.变平静；
变平滑 adv.光滑地；平稳地；流畅地

201 s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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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solid 1 ['sɔlid] adj.固体的；可靠的；立体的；结实的；一致的 n.固体；立方体 n.(Solid)人名；(瑞典)索利德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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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

204 someone 6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05 somethin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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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song 6 [sɔŋ, sɔ:ŋ] n.歌曲；歌唱；诗歌；鸣声 n.(Song)人名；(泰)颂；(柬)松；(英)桑；(老)宋；(越)双；(东南亚国家华语)松

207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208 speaker 3 ['spi:kə] n.演讲者；扬声器；说话者；说某种语言的人 n.(Speaker)人名；(英)斯皮克

209 speech 1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210 spre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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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12 stated 4 ['steitid] adj.规定的；阐明的；定期的 v.规定（state的过去分词）；陈述；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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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statement 4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14 stop 1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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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structures 1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217 study 1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218 subjec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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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substance 1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220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21 surface 1 ['sə:fis] n.表面；表层；外观 adj.表面的，肤浅的 vi.浮出水面 vt.使浮出水面；使成平面 n.(Surface)人名；(英)瑟菲斯

222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23 sweep 2 [swi:p] vt.扫除；猛拉；掸去 vi.扫，打扫；席卷；扫视；袭击 n.打扫，扫除；范围；全胜

224 teaches 1 ['tiː tʃɪz] v. 教；教导；教授；教训（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25 tells 1 [tel] v. 告诉；吩咐；讲述；表达；辨别；判断；泄露；告发；产生效果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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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th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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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the 4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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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31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32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33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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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thoughts 1 ['θɔː ts] n.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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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237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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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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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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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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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42 undercover 4 [,ʌndə'kʌvə] adj.秘密的，秘密从事的；从事间谍活动的

243 u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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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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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46 uses 4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247 usher 1 ['ʌʃə] n.引座员，带位员；接待员；门房 vt.引导，招待；迎接；开辟 vi.作招待员；当引座员 n.(Usher)人名；(英)厄舍；
(西、科特)乌谢尔

248 verb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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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verbs 9 [vɜːbz] n. 动词 名词verb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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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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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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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we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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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尔

255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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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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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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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9 wor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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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word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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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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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worried 1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263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64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65 yellow 1 adj.黄色的；黄皮肤的 adj.胆小的 n.黄色；黄种人；黄色颜料 vi.变黄或发黄 vt.使变黄或发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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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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