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3-25 [Education Report] Give a Persuasive Speech 词频表词频表

1 to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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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he 3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 you 2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4 in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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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19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6 speech 18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7 of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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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O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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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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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listeners 9 ['lɪsnəz] n. 听众

12 appeal 8 [ə'pi:l] vi.呼吁，恳求；上诉；诉诸，求助；有吸引力，迎合爱好；（体育比赛中）诉诸裁判 n.呼吁，请求；吸引力，
感染力；上诉；诉诸裁判 vt.将…上诉，对…上诉

13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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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d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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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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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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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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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n 6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9 his 6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0 how 6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21 gi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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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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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persuasive 5 [pə'sweisiv, -ziv] adj.有说服力的；劝诱的，劝说的

25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6 w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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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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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word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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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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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fight 4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31 leaders 4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32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33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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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wa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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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6 world 4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7 arguments 3 ['ɑːɡjʊmənts] n. 争论 名词argument的复数形式.

38 British 3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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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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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hoose 3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41 hel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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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ideas 3 观念

43 m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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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need 3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45 persuade 3 [pə'sweid] vt.说服，劝说；使某人相信；劝某人做（不做）某事 vi.说服；被说服 adj.空闲的，有闲的

46 plan 3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47 points 3 [英[pɒɪnts] 美[pɔints]] n.点；目的（point的复数）；见解 v.指引；瞄准（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 n.(Points)人名；(英)波因
茨

48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49 shall 3 [ʃæl, 弱ʃəl, ʃl, ʃə, ʃ] aux.应；会；将；必须

50 should 3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51 speaking 3 ['spi:kiŋ] adj.演讲的；富于表情的，雄辩的 n.说话；演讲 v.讲（speak的ing形式）

52 spoke 3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53 sto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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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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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topic 3 ['tɔpik] n.主题（等于theme）；题目；一般规则；总论

56 town 3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57 u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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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value 3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59 a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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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61 appearance 2 [ə'piərəns] n.外貌，外观；出现，露面

62 argument 2 ['ɑ:gjumənt] n.论证；论据；争吵；内容提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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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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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are 2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66 comm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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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ongress 2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68 coun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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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motions 2 英 [ɪ'məʊʃənz] 美 [ɪ'moʊʃənz] n. 情感 名词emotion的复数形式.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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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thics 2 ['eθiks] n.伦理学；伦理观；道德标准

72 ethos 2 ['i:θɔs] n.民族精神；气质；社会思潮

73 examples 2 [ɪɡ'zɑːmplz] n.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

74 excellent 2 ['eksələnt] adj.卓越的；极好的；杰出的

75 Fields 2 n.域，字段；场设置（field复数形式） v.使上场（field的单三形式） n.(Fields)人名；(德、英、葡)菲尔茨

76 foods 2 [fuːdz] n.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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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German 2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79 go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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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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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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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history 2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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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II 2 abbr.微光（ImageIntensification）

84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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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littering 2 ['lɪtərɪŋ] 乱丢垃圾

87 logical 2 ['lɔdʒikəl] adj.合逻辑的，合理的；逻辑学的

88 logos 2 ['lɔgəus, 'lɔ:g-] n.理性；理法

89 mai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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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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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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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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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94 pathos 2 ['peiθɔs] n.悲怅；痛苦；同情；哀婉动人的词句

95 practice 2 ['præktis] n.实践；练习；惯例 vi.练习；实习；实行 vt.练习；实习；实行

96 prepare 2 [pri'pεə] vt.准备；使适合；装备；起草 vi.预备；做好思想准备

97 rea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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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right 2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99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100 said 2 adj.上述的，该 v.说（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aid)人名；(西、塞、哈萨克、乌兹、吉尔、塔吉、土库、阿塞、阿
拉伯)赛义德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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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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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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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speeches 2 [s'piː tʃɪz] 言语

105 St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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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streets 2 [st'riː ts] 街道

107 talk 2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108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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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110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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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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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three 2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114 Ukrainian 2 [ju:'kreiniən; -'krai-] adj.乌克兰的；乌克兰人的 n.乌克兰人；乌克兰语

115 ukrainians 2 乌克兰人

116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117 until 2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118 us 2 pron.我们

119 video 2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120 war 2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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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123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124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125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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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27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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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ancient 1 ['ei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过时的；年老的 n.古代人；老人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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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132 appealed 1 [ə'piː l] n. 恳求；呼吁；上诉；吸引力 n. (体育比赛中)诉请裁决 v. 呼吁；有吸引力；求助；诉请

133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134 apply 1 [ə'plai] vt.申请；涂，敷；应用 vi.申请；涂，敷；适用；请求

135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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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137 attack 1 [ə'tæk] n.攻击；抨击；疾病发作 vt.攻击；抨击；动手干 vi.攻击；腐蚀 n.(Attack)人名；(瑞典)阿塔克

138 attacks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139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140 attractive 1 [ə'træktiv] adj.吸引人的；有魅力的；引人注目的

141 audience 1 [ˈɔː diəns] n.观众；听众；读者；接见；正式会见；拜会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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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beaches 1 [biː tʃ] n. 海滩；海滨；沙滩 vt. 拖(船)上岸

144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45 behavior 1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146 beliefs 1 n.信仰；信�（belief的复数）

147 be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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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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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151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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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c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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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card 1 [kɑ:d] n.卡片；纸牌；明信片 vt.记于卡片上 n.(Card)人名；(英)卡德

155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56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7 children 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158 Churchill 1 ['tʃə:tʃil] n.邱吉尔（英国政治家及作家）

159 classes 1 [kla:siz] n.级别，阶级（class复数形式）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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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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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communication 1 n.通讯，[通信]通信；交流；信函

163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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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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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depending 1 [dɪ'pendɪŋ] n. 依赖；信任；决定于 动词depend的现在分词形式.

168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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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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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dr 1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172 drop 1 [drɔp] vt.滴；使降低；使终止；随口漏出 vi.下降；终止 n.滴；落下；空投；微量；滴剂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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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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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at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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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177 effective 1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178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179 everybody 1 ['evri,bədi] pron.每个人；人人

180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181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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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ercise 1 ['eksəsaiz] n.运动；练习；运用；操练；礼拜；典礼 vt.锻炼；练习；使用；使忙碌；使惊恐 vi.运动；练习

184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185 explain 1 [ik'splein] v.说明；解释

186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187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188 fighting 1 ['faitiŋ] adj.战斗的；好战的；适于格斗的 n.战斗，搏斗 v.奋斗（fight的ing形式）；打仗；与…进行拳击

189 finally 1 ['fainəli] adv.最后；终于；决定性地

190 finish 1 ['finiʃ] vt.完成；结束；用完 vi.结束，终止；终结 n.结束；完美；回味（葡萄酒）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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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forests 1 英 ['fɒrɪst] 美 ['fɔː rɪst] n. 森林；林火 vt. (用树林)覆盖；置于(树林中)

193 for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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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former 1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195 gain 1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196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197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98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199 Greek 1 [gri:k] n.希腊语；希腊人 adj.希腊的；希腊人的，希腊语的

200 Greeks 1 希腊人

201 ground 1 n.地面；土地；范围；战场;根据 vt.使接触地面；打基础；使搁浅 vi.着陆；搁浅 adj.土地的；地面上的；磨碎的；磨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202 grounds 1 [ɡ'raʊndz] n. 木砖 名词ground的复数形式.

203 had 1 v.有；吃；得到（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ux.已经（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

204 Harbor 1 ['hɑ:bə] vt.庇护；怀有 n.海港；避难所 vi.居住，生存；入港停泊；躲藏 n.(Harbor)人名；(英)哈伯

205 harms 1 英 [hɑːm] 美 [hɑ rːm] n. 危害；伤害；损害 vt. 伤害；损害

206 healthy 1 ['helθi] adj.健康的，健全的；有益于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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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209 holocaust 1 ['hɔləkɔ:st] n.大屠杀；毁灭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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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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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importance 1 [im'pɔ:təns] n.价值；重要；重大；傲慢

213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214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215 injured 1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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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intelligence 1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217 invasion 1 [in'veiʒən] n.入侵，侵略；侵袭；侵犯

218 Israel 1 ['izreiəl] n.以色列（亚洲国家）；犹太人，以色列人

219 jews 1 犹太人

220 landing 1 ['lændiŋ] n.登陆；码头；楼梯平台 v.登陆（land的ing形式） n.(Landing)人名；(冈、瑞典、塞内)兰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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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lesson 1 ['lesən] n.教训；课 vt.教训；上课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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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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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link 1 [liŋk] n.[计]链环，环节；联系，关系 vt.连接，连结；联合，结合 vi.连接起来；联系在一起；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
(Link)人名；(英、德、塞、捷、匈、瑞典)林克

226 list 1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227 litter 1 ['litə] n.垃圾；轿，担架；一窝（动物的幼崽）；凌乱 vt.乱丢；给…垫褥草；把…弄得乱七八糟 vi.产仔；乱扔废弃物 n.
(Litter)人名；(匈、德)利特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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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logic 1 ['lɔdʒik] n.逻辑；逻辑学；逻辑性 adj.逻辑的

230 London 1 ['lʌndən] n.伦敦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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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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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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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message 1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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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minister 1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239 morality 1 [mə'ræləti, mɔ:-] n.道德；品行，美德

240 morally 1 ['mɔrəli, 'mɔ:-] adv.道德上；有道德地；确实地

241 morals 1 ['mɒrəl] n. 道德 名词moral的复数形式.

242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243 no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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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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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objects 1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246 only 1 ['əunli] adv.只，仅仅；不料 adj.唯一的，仅有的；最合适的 conj.但是；不过；可是

247 opinions 1 n.意见；评价（opinion的复数）；舆论

248 organize 1 ['ɔ:gənaiz] vt.组织；使有系统化；给予生机；组织成立工会等 vi.组织起来；成立组织

249 outline 1 ['autlain] n.轮廓；大纲；概要；略图 vt.概述；略述；描画…轮廓

250 paper 1 ['peipə] n.纸；论文；文件；报纸 adj.纸做的 vt.用纸糊；用纸包装 vi.贴糊墙纸；发交通违章传票 n.(Paper)人名；(俄)帕
佩尔

251 parliament 1 ['pɑ:ləmənt] n.议会，国会

252 pearl 1 [pə:l] n.珍珠；珍珠色；杰出者；珍品 adj.镶珍珠的；珍珠状的 vi.采珍珠；成珍珠状 vt.使成珠状；用珍珠装饰；使呈珍
珠色

253 played 1 v.演奏；播放；玩耍；参加竞赛（play的过去分词） adj.比赛的

254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255 prime 1 [praim] adj.主要的；最好的；基本的 adv.极好地 n.初期；青年；精华；全盛时期 vt.使准备好；填装 vi.作准备 n.(Prime)
人名；(英)普赖姆；(德)普里梅

256 protecting 1 [prə'tektiŋ] adj.保护的；防护的 v.保护；防护（protect的ing形式）

257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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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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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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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61 recognized 1 ['rekəɡnaɪzd] adj. 公认的；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2 repeatedly 1 [rɪ'piː tɪdli] adv. 重复地；再三地

263 representing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264 researched 1 英 [rɪ'sɜ tːʃ] 美 [rɪ'sɜ rːtʃ] n. 研究；调查 v. 研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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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Russian 1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267 save 1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
萨薇(女名)，萨韦

268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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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71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72 Shores 1 滨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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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275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76 skin 1 [skin] n.皮肤；外皮 vt.剥皮 vi.愈合；长皮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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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speak 1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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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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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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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tudents 1 [st'juːdnts] 学生

283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284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285 teachers 1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286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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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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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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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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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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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Tips 1 英 [tips] 美 [tɪps] abbr. =Techn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技术情报处理系统[美] n. 顶端；消费；小部件；脏乱的地
方；实用的小建议（名词tip的复数形式）

293 translation 1 [træns'leiʃən, trænz-, trɑ:n-] n.翻译；译文；转化；调任

294 turning 1 ['tə:niŋ] n.转向；旋转；回转；转弯处 v.旋转（turn的ing形式）

295 type 1 [taip] n.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打字 n.(Type)人名；(英)泰普

296 unhealthy 1 [,ʌn'helθi] adj.不健康的；危险的；有害身心健康的

297 unwanted 1 [,ʌn'wɔntid] adj.不需要的；有害的；讨厌的；空闲的

298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99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00 volodymyr 1 弗拉基米尔

301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02 waste 1 [weist] n.浪费；废物；荒地；损耗；地面风化物 vt.浪费；消耗；使荒芜 vi.浪费；变消瘦；挥霍钱财 adj.废弃的；多余
的；荒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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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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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305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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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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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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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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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11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12 winston 1 ['winstən] n.温斯顿（姓氏，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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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315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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