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5-14 [Ask a Teacher] Never Mind and It Doesn't Matter 词频
表
the 2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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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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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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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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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mind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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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never 13 ['nevə] adv.从未；决不
7 and 1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8 you 1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9 matter 1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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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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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i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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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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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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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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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stion 7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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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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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d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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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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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6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1 of 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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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的）食品罐头

example 4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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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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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if 4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7 jes 4 n. 日本工程标准（=Janpanese Engineering Standard）
28 subjec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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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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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1 choice 3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32 conjunction 3 [kən'dʒʌŋkʃən] n.结合；[语]连接词；同时发生
33 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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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option 3 ['ɔpʃən] n.[计]选项；选择权；买卖的特权
35 saying 3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36 sentence 3 ['sentəns] n.[语][计]句子，命题；宣判，判决 vt.判决，宣判
37 teacher 3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38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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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3 pron.我们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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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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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4 ano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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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answer 2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46 as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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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between 2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48 coffee 2 ['kɔfi] n.咖啡；咖啡豆；咖啡色 n.(Coffee)人名；(英)科菲
49 command 2 [kə'mɑ:nd] vi.命令，指挥；控制 vt.命令，指挥；控制；远望 n.指挥，控制；命令；司令部 n.(Command)人名；(法)科
39

芒

confusing 2 [kən'fju:ziŋ] adj.混乱的；混淆的；令人困惑的 v.使迷惑；使混乱不清；使困窘（confuse的ing形式）
51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52 ei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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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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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faith 2 [feiθ] n.信仰；信念；信任；忠实 n.(Faith)人名；(匈)福伊特；(英)费思，费丝(女名)；(瑞典)法伊特
55 groceries 2 n.杂货；食品；生活用品
56 hello 2 [he'ləu, hə-] int.喂；哈罗 n.表示问候，惊奇或唤起注意时的用语 n.(Hello)人名；(法)埃洛
57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58 issu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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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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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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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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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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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泰)巴；(法)帕尔

ple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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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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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塞伊；(匈、罗)绍伊
65

2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second

sometimes 2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67 Spain 2 [spein] n.西班牙
68 tea 2 [ti:] n.茶叶；茶树；茶点 vt.给…沏茶 vi.喝茶；进茶点 n.(Tea)人名；(柬)迪
69 thank 2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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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72 traveling 2 ['trævəliŋ] adj.旅行（用）的；移动的 v.旅行（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 n.走步（等于walking）
73 unanswered 2 [ʌn'a:nsəd] adj.未答复的；无反应的
74 understand 2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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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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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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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78

wo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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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ve 1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80 acceptable 1 [ək'septəbl] adj.可接受的；合意的；可忍受的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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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1 [ækts] abbr.声控遥测系统（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声控制与遥测系统
（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

Acts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83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84 alone 1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85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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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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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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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90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91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89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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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th

bought 1 [bɔ:t] v.买（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4 bus 1 [bʌs] n.公共汽车 乘公共汽车
95 c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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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choices 1 ['tʃɔɪsɪs] n.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
97 clauses 1 [k'lɔːzɪz] n. 子句 名词clause的复数形式.
98 cleaning 1 ['kli:niŋ] n.清洗；清除；去污；大败 v.清洁（clean的ing形式）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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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com 1 abbr.组件对象模型（ComponentObjectModel）；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Computer-OutputMicrofilm）
101 combined 1 [kəm'baind] adj.结合的；[数]组合的 v.使结合；联合（combine的过去分词）
102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103 connects 1 [kə'nekt] v. 连接；接通；联系
104 dear 1 [diə] adj.亲爱的；尊敬的；昂贵的 adv.高价地；疼爱地 int.哎呀 n.亲爱的人 n.(Dear)人名；(英、西)迪尔
105 demonstrates 1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106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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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mail 1 ['i:'meil] n.电子信函 vt.给…发电子邮件 n.(Email)人名；(法)埃马伊
109 enjoy 1 [in'dʒɔi] vt.欣赏，享受；喜爱；使过得快活
110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11 examples 1 [ɪɡ'zɑːmplz] n.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
112 exchange 1 [iks'tʃeindʒ] n.交换；交流；交易所；兑换 vt.交换；交易；兑换 vi.交换；交易；兑换
113 explanations 1 [ˌeksplə'neɪʃn] n. 解释；说明
114 expressed 1 [ɪk'spres] n. 快车；快递；专使 adj. 明确的；急速的；直接的 adv. 用快递 vt. 表达；表示；挤压出；快递
115 expresses 1 [ɪk'spres] n. 快车；快递；专使 adj. 明确的；急速的；直接的 adv. 用快递 vt. 表达；表示；挤压出；快递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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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辞，说法

expressions 1 [ik'spreʃənz] n.[数]表达式；表情；公式；表示式（expression是复数形式）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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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follows 1 ['fɒləʊz] n. 跟随；遵照 名词follow的复数形式.
120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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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fulfilled 1 [ful'fild] adj.满足的；十分愉快的 v.实现（fulfill的过去分词）；履行；满足
123 further 1 ['fə:ðə] adv.进一步地；而且；更远地 adj.更远的；深一层的 vt.促进，助长；增进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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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25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126 goes 1 [gəuz] vi.前进；行走（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Goes)人名；(瑞典)约斯；(法、德)格斯；(荷)胡斯
127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128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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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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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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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ideas 1 观念
134 ignore 1 [ig'nɔ:] vt.驳回诉讼；忽视；不理睬
135 imperative 1 adj.必要的，不可避免的；紧急的；命令的，专横的；势在必行的；[语]祈使的 n.必要的事；命令；需要；规
133

则；[语]祈使语气

importance 1 [im'pɔ:təns] n.价值；重要；重大；傲慢
137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138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39 joins 1 [dʒɔɪn] v. 连接；加入；参与；和...一起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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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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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42 lack 1 [læk] vt.缺乏；不足；没有；需要 vi.缺乏；不足；没有 n.缺乏；不足 n.(Lack)人名；(老)拉；(英、法、意、葡、匈)拉
141

克；(匈)洛克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44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145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146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147 lesson 1 ['lesən] n.教训；课 vt.教训；上课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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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50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51 me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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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minutes 1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153 m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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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143

(姓)；(英)内姆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56 options 1 ['ɒpʃnz] 选择；选择权,名词option的复数形式
157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58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59 product 1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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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泰、缅)布

reply 1 [ri'plai] vi.回答；[法]答辩；回击 n.回答；[法]答辩 vt.回答；答复
162 request 1 [ri'kwest] n.请求；需要 vt.要求，请求
163 reword 1 [,ri:'wə:d] vt.改写，重述
164 Robbins 1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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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拉伯)赛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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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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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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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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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sentences 1 ['sentəns] n. 句子；判决 vt. 宣判；判决
170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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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173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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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speech 1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175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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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178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179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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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拉伯)塔勒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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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184 topic 1 ['tɔpik] n.主题（等于theme）；题目；一般规则；总论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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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unable 1 [ʌn'eibl] adj.不会的，不能的；[劳经]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187 uncertain 1 [,ʌn'sə:tən] adj.无常的；含糊的；靠不住的；迟疑不决的
188 unimportant 1 英 [ˌʌnɪm'pɔːtnt] 美 [ˌʌnɪm'pɔːrtnt] adj. 不重要的
189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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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ver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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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VOA 1 英 [ˌviː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192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193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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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week 1 [wi:k] n.周，星期
196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97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198 word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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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worst 1 [wə:st, 'wə:st] adj.最差的，最坏的；最不利的；效能最低的 n.最坏；最坏的时候 adv.最坏地；最不利地 n.(Worst)人名；
181

(英、德)沃斯特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201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02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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