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06 [Everyday Grammar] What Are Dangling Participles 词词
频表频表

1 the 5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and 2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3 is 2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4 of 2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i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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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participles 15 n.<语>分词( participle的名词复数 )

7 participle 13 ['pɑ:tisipl] n.分词

8 dangling 12 adj.悬挂的；摇摆的 v.摇晃（dangle的ing形式）

9 o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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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th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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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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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t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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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r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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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participial 9 [,pɑ:ti'sipiəl] adj.分词的 n.分词

15 rock 9 [rɔk] n.岩石；摇滚乐；暗礁 vt.摇动；使摇晃 vi.摇动；摇晃 n.(Rock)人名；(英、德、匈、意、瑞典)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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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thi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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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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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barking 8 ['bɑ:kiŋ] n.狗叫声；[木]剥皮，去皮 v.吠（bark的ing形式）；厉声说出 n.(Barking)人名；(德)巴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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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bu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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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climber 7 ['klaimə] n.登山者；攀缘植物；尽力改善自己社会地位的人

23 lik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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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they 7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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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grammar 6 ['græmə] n.语法；语法书

27 phrases 6 [freɪz] n. 短语；习语；措辞；[音]乐句 vt. 措词；将(乐曲)分成乐句

28 you 6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9 connection 5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30 dog 5 [dɔg, dɔ:g] n.狗；丑女人；卑鄙的人；(俚)朋友 vt.跟踪；尾随

31 example 5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32 few 5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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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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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neighborhood 5 n.附近；街坊；接近；街区

36 noun 5 [naun] n.名词 n.(Noun)人名；(以)努恩

37 such 5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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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whole 5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40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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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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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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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omm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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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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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its 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46 loudly 4 ['laudli] adv.大声地，响亮地

47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48 our 4 ['auə, ɑ:] pron.我们的

49 phrase 4 [freiz] n.短语,习语,措辞,乐句 vt.措词,将(乐曲)分成乐句

50 point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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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present 4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52 there 4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53 u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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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w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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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w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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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ac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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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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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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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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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flavors 3 ['fleɪvə] n. 风味；特殊的滋味；风格；调味品 vt. 加调料于...；给...添加情趣

62 imagine 3 vt.想象；猜想；臆断 vi.想象；猜想；想象起来

63 these 3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64 today 3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65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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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woke 3 v.唤醒；激发；使…复活（wake的过去式） adj.（美）警觉的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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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adjectives 2 ['ædʒɪktɪvz] 形容词

69 among 2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70 bed 2 [bed] n.床；基础；河底，海底 vt.使睡觉；安置，嵌入；栽种 vi.上床；分层

71 bizarre 2 [bi'zɑ:] adj.奇异的（指态度，容貌，款式等）

72 bookshelves 2 ['bʊkʃelvz] n. 书架 名词bookshelf的复数形式.

73 carbonated 2 ['ka:bə,neitid] adj.碳化的，碳酸的；含二氧化碳的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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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clause 2 [klɔ:z] n.条款；[计]子句 n.(Clause)人名；(法)克洛斯

76 close 2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77 comparison 2 [kəm'pærisən] n.比较；对照；比喻；比较关系

78 connect 2 [kə'nekt] vt.连接；联合；关连 vi.连接，连结；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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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81 desk 2 [desk] n.办公桌；服务台；编辑部；（美）讲道台；乐谱架 adj.书桌的；桌上用的；伏案做的

82 drinks 2 [drɪŋks] n. 饮料 名词drink的复数形式.

83 ending 2 ['endiŋ] n.结局；结尾

84 explore 2 [ik'splɔ:] vt.探索；探测；探险 vi.探索；探测；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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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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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Greater 2 ['greitə] adj.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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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89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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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john 2 [dʒɔn] n.厕所

91 keep 2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92 known 2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93 lost 2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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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moved 2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6 mu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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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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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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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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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others 2 pron.其他人

101 ow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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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past 2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103 point 2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104 re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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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room 2 n.房间；空间；余地；机会；房间里所有的人 vt.为…提供住处；租房，合住；投宿，住宿；留…住宿 vi.居住；住宿 n.
（英）鲁姆（人名）；（俄）罗姆（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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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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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sentences 2 ['sentəns] n. 句子；判决 vt. 宣判；判决

109 shop 2 [ʃɔp] n.商店；店铺 vt.购物 vi.购物；买东西

110 situation 2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111 soda 2 ['səudə] n.苏打；碳酸水 n.(Soda)人名；(意)索达；(日)曾田(姓)

112 sodas 2 n. 碳酸饮料 名词soda的复数形式.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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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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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space 2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116 stay 2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117 structures 2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118 sugar 2 ['ʃugə] n.糖；食糖；甜言蜜语 vt.加糖于；粉饰 vi.形成糖 n.(Sugar)人名；(英)休格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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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thoughts 2 ['θɔː ts] n.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

121 verbals 2 n.非谓语动词，非限定动词( verbal的名词复数 )

122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23 water 2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124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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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ways 2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126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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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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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Acts 1 [ækts] abbr.声控遥测系统（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声控制与遥测系统
（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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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130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131 adjective 1 ['ædʒiktiv] adj.形容词的；从属的 n.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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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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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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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136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37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138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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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141 clarify 1 ['klærifai] vt.澄清；阐明 vi.得到澄清；变得明晰；得到净化

142 clarity 1 ['klærəti] n.清楚，明晰；透明 n.(Clarity)人名；(英)克拉里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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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clearest 1 英 [klɪə(r)] 美 [klɪr] adj. 清楚的；明确的；明白(某事)的；清晰的；清澈的；晴朗的；头脑清醒的 v. 清空；清除；澄清；
放晴；使明确 adv. 清楚地；彻底地 n. 空地

145 cliff 1 [klif] n.悬崖；绝壁 n.(Cliff)人名；(英)克利夫

146 climb 1 [klaim] vi.爬；攀登；上升 vt.爬；攀登；上升 n.爬；攀登

147 climbing 1 ['klaimiŋ] adj.上升的；攀缘而登的 n.攀登 v.爬（climb的ing形式）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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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coke 1 n.焦炭；可卡因；可口可乐（Coca-Cola） vi.焦化 vt.变成焦炭；用麻药使…麻醉

150 colors 1 ['kɒlərz] n.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

151 communicated 1 [kə'mjuːnɪkeɪt] v. 传达；沟通；交流

152 communication 1 n.通讯，[通信]通信；交流；信函

153 comparisons 1 [kəm'pærɪsnz] 比较

154 connections 1 [kə'nektʃənz] n. 连接点 名词connection的复数形式.

155 contain 1 [kən'tein] vt.包含；控制；容纳；牵制（敌军） vi.含有；自制

156 corn 1 [kɔ:n] n.（美）玉米；（英）谷物；[皮肤]鸡眼 vt.腌；使成颗粒 n.(Corn)人名；(英、法、瑞典)科恩

157 correct 1 [kə'rekt] vt.改正；告诫 vi.调整；纠正错误 adj.正确的；恰当的；端正的

158 dangles 1 ['dæŋɡl] v. 摇晃；悬垂；挂着；追求 n. 摇摆；摇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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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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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details 1 n.细节（detail的复数）；详细资料 v.详细说明（detail的三单形式）

162 distance 1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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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165 ed 1 [ed] abbr.Edmund，Edward，Edwin等的昵称

166 en 1 [en, ɔŋ] n.半方；字母N prep.在…中 n.(En)人名；(芬、柬)恩

167 Englis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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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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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pand 1 [ik'spænd] vt.扩张；使膨胀；详述 vi.发展；张开，展开

170 extra 1 ['ekstrə] adv.特别地，非常；另外 n.临时演员；号外；额外的事物；上等产品 adj.额外的，另外收费的；特大的

171 Falls 1 [fɔ:ls] n.[水文]瀑布；陨石 v.下降（fall的第三人称单数） n.(Falls)人名；(英)福尔斯

172 feet 1 ['fi:t, fi:t] n.脚（foot的复数形式）；尺；韵脚

173 fixing 1 ['fiksiŋ] n.固定；安装；设备；修理 v.固定（fix的现在分词）

174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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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fructose 1 ['frʌktəus] n.[有化]果糖；左旋糖

176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177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78 generally 1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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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181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82 hands 1 n.[解剖]手（hand的复数） v.给，传递（hand的单三形式） n.(Hands)人名；(英)汉兹

183 hanging 1 ['hæŋiŋ] n.悬挂；绞刑；帘子，幔帐 adj.悬挂着的 v.悬挂（hang的ing形式）

184 hangs 1 [hæŋ] v. 悬挂；(使)低垂；悬浮(在空中)；逗留；绞死 n. 悬挂方式；悬挂；绞刑

185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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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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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hel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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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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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91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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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ideas 1 观念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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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96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197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98 ing 1 [iŋ] abbr.惯性导航与制导（InertialNavigationandGuidance）；强中子发生器（IntenseNeutronGenerator） n.(Ing)人名；(柬)
英；(朝)剩

199 ingredient 1 [in'gri:diənt] n.原料；要素；组成部分 adj.构成组成部分的

200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201 introduction 1 [,intrə'dʌkʃən] n.介绍；引进；采用；入门；传入

202 introductory 1 [,intrə'dʌktəri] adj.引导的，介绍的；开端的

203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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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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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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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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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learned 1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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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lesson 1 ['lesən] n.教训；课 vt.教训；上课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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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13 limitations 1 [lɪmɪ'teɪʃnz] n. 局限；不足之处 名词limitation的复数形式.

214 listener 1 ['lisənə] n.听众 倾听者

215 loses 1 [luːz] vt. 丢失；失败；削减；丧生；看不到；亏损；迷失 vi. 失败；经受损失；走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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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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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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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mind 1 [maind] n.理智，精神；意见；智力；记忆力 vt.介意；专心于；照料 vi.介意；注意

220 missing 1 ['misiŋ] adj.失踪的；缺少的 v.错过（miss的ing形式）；想念；漏掉 n.(Missing)人名；(德)米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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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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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needs 1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224 nouns 1 ['naʊnz] n. 名词

225 offered 1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226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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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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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泰)巴；(法)帕尔

229 passive 1 ['pæsiv] adj.被动的，消极的；被动语态的 n.被动语态

230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31 pepsi 1 ['pepsi] n.[食品]百事可乐（一种饮料的商标名称）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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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34 pronouns 1 [p'rəʊnaʊnz] n. 代词 名词pronoun的复数形式.

235 raw 1 [rɔ:] adj.生的；未加工的；阴冷的；刺痛的；擦掉皮的；无经验的；（在艺术等方面）不成熟的 n.擦伤处 vt.擦伤 n.(Raw)
人名；(英)罗

236 reader 1 ['ri:də] n.读者；阅读器；读物 n.(Reader)人名；(英)里德

237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38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239 remember 1 [ri'membə] vt.记得；牢记；纪念；代…问好 vi.记得，记起

240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241 rope 1 [rəup] n.绳，绳索 vt.捆，绑 vi.拧成绳状 n.(Rope)人名；(英)罗普；(芬)罗佩

242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243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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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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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ells 1 [sel] v. 出售；卖

246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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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ituations 1 [sɪtʃ'ʊeɪʃnz] 现状

248 small 1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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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51 sources 1 英 [sɔː s] 美 [sɔː rs] n. 来源；发源地；原始资料 v. 从...获得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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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sprite 1 [sprait] n.妖精，精灵；鬼怪；调皮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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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tated 1 ['steitid] adj.规定的；阐明的；定期的 v.规定（state的过去分词）；陈述；阐明

256 steep 1 [sti:p] adj.陡峭的；不合理的；夸大的；急剧升降的 vt.泡；浸；使…充满 vi.泡；沉浸 n.峭壁；浸渍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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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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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succeed 1 [sək'si:d] vi.成功；继承；继任；兴旺 vt.继承；接替；继…之后

260 sweet 1 [[swi:t] adj.甜的；悦耳的；芳香的；亲切的 n.糖果；乐趣；芳香；宝贝 （俚）酷毙了 n.(Sweet)人名；(英)斯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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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syrup 1 ['sirəp, 'sə:-] n.糖浆，果汁；含药糖浆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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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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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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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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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truly 1 ['tru:li] adv.真实地，不假；真诚地 n.(Truly)人名；(英)特鲁利

267 uncomfortable 1 [,ʌn'kɔmfətəbl] adj.不舒服的；不安的

268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269 updated 1 [ʌp'deɪtɪd] adj. 更新的；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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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verbal 1 ['və:bəl] adj.口头的；言语的；动词的；照字面的 n.动词的非谓语形式

272 verbs 1 [vɜːbz] n. 动词 名词verb的复数形式.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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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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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276 wal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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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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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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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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