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12 [Education Report] Why Spelling in English Is so
Difficult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accuracy 3 ['ækjurəsi] n.[数]精确度，准确性

3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4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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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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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ge 1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扬
(姓)；(西、荷)阿赫

8 air 2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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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1 alphabet 4 n.字母表，字母系统；入门，初步 n.Google创建的名为Alphabet的公司，改变Google原有公司架构，旨在使其当下主
要业务和长期投资项目间的区别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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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4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5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 and 1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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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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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20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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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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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ssociate 1 [ə'səuʃieit, ə'səuʃiət, -eit] vi.交往；结交 n.同事，伙伴；关联的事物 vt.联想；使联合；使发生联系 adj.副的；联合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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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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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asic 1 ['beisik] adj.基本的；基础的 n.基础；要素

27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8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29 bee 2 [bi:] n.蜜蜂，蜂；勤劳的人 n.(Bee)人名；(赤几)贝埃；(东南亚国家华语)美；(英)比(女子教名Beatrix和Beatrice的昵称)

30 beet 1 [bi:t] n.甜菜；甜菜根 vt.生火；修理；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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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elow 1 [bi'ləu] adv.在下面，在较低处；在本页下面 prep.在…下面 n.(Below)人名；(英、德、芬、瑞典)贝洛

33 between 2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34 bird 1 [bə:d] n.鸟；家伙；羽毛球 vt.向…喝倒彩；起哄 vi.猎鸟；观察研究野鸟 n.(Bird)人名；(英、西)伯德

35 bite 1 [bait] vt.咬；刺痛 n.咬；一口；咬伤；刺痛 vi.咬；刺痛 abbr.机内测试设备（Built-InTestEquipment） n.(Bite)人名；(匈)比泰

36 book 1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37 books 1 ['bʊks] n. 帐目；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

38 boot 1 [bu:t] vt.引导；踢；解雇；使穿靴 n.靴子；踢；汽车行李箱 n.(Boot)人名；(英)布特；(德)博特

39 box 1 [bɔks] n.箱，盒子；包厢；一拳 vi.拳击 vt.拳击；装…入盒中；打耳光 n.(Box)人名；(英、法、西)博克斯

40 breathed 1 [breθt, bri:ðd] adj.无声的；有气的 v.呼吸（breat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Breathed)人名；(英)布雷思德

41 Brian 1 ['braiən] n.布莱恩（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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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43 b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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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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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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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alled 1 [kɔː l] vt. 呼叫；打电话；把 ...称为 n. 打电话；访问；召唤；呼叫；把 ... 看作 vi. 呼叫；(短暂的)拜访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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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食品罐头

48 cat 1 n.猫，猫科动物

49 center 1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50 century 1 ['sentʃuri] n.世纪，百年；（板球）一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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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53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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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losely 1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56 closer 1 ['kləuzə] adj.靠近的 n.[自]闭合器；最后的节目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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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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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60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61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62 consonants 1 辅音

63 correctly 1 [kə'rektli] adv.正确地；得体地

64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65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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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68 differences 1 ['dɪfərəns] n.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

69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70 difficult 3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71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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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documents 1 英 ['dɒkjumənt] 美 ['dɑːkjumənt] n. 文件；公文；文档 vt. 记载；(用文件等)证明

73 double 1 ['dʌbl] n.两倍；双精度型 adj.双重的；两倍的 vi.加倍，加倍努力；快步走 vt.使加倍 adv.双重地；两倍地；弓身地 n.
(Double)人名；(法)杜布勒；(英)道布尔

74 drawing 1 ['drɔ:iŋ] n.图画；牵引；素描术 v.绘画；吸引（draw的ing形式）；拖曳

75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76 Dutch 1 [dʌtʃ] adj.荷兰的；荷兰人的；荷兰语的 n.荷兰人；荷兰语 adv.费用平摊地；各自付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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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79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80 educational 1 [,edju:'keiʃənəl] adj.教育的；有教育意义的

81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82 effort 2 ['efət] n.努力；成就

83 el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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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ngland 1 n.英格兰

85 English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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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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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87 entered 1 ['entə(r)d] adj.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88 especially 2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89 establish 1 [i'stæbliʃ] vt.建立；创办；安置 vi.植物定植

90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91 Evans 1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92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93 exam 1 [ig'zæm] n.考试；测验

94 example 4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95 excimer 1 激态原子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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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98 female 1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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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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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Finnish 2 ['finiʃ] adj.芬兰的，芬兰语的 n.芬兰人，芬兰语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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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flow 1 [fləu] vi.流动，涌流；川流不息；飘扬 vt.淹没，溢过 n.流动；流量；涨潮，泛滥 n.(Flow)人名；(英)弗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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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formed 2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106 freely 1 ['fri:li] adv.自由地；免费地；大量地；慷慨地；直率地

107 French 2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108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9 German 1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110 Germanic 1 [dʒə:'mænik] adj.德国的；德语的；日耳曼人的；日耳曼语的 n.日耳曼语

111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12 grammar 1 ['græmə] n.语法；语法书

113 grouse 1 [graus] n.松鸡；雷鸟科的猎鸟；怨言 vi.埋怨 n.(Grouse)人名；(英)格劳斯

114 gz 1 (=Graetz number) 格雷兹数(＝πdRP/4L)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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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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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harini 1 哈里尼

118 hartman 1 n. 哈特曼

119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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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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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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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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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24 how 5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25 howe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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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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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in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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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29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0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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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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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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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invented 1 [ɪn'ventɪd] v. 发明；创造，捏造（动词inv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 已发明的

135 is 1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6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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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Italian 2 adj.意大利的；意大利语的；意大利文化的 n.意大利人；意大利语

138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39 Jonathan 1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140 journal 1 ['dʒə:nəl] n.日报，杂志；日记；分类账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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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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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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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ks 1 [keiz] abbr.韩国标准（KoreanStandards）；敲缸传感器（KnockSensor）；闸刀开关（knifeswitch）

144 language 7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45 languages 3 ['læŋɡwɪdʒɪz] n.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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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148 Latin 2 ['lætin] adj.拉丁语的；拉丁人的 n.拉丁语；拉丁人

149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50 lease 1 [li:s] n.租约；租期；租赁物；租赁权 vt.出租；租得 vi.出租

151 legal 1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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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letter 5 ['letə] n.信；字母，文字；证书；文学，学问；字面意义 vt.写字母于 vi.写印刷体字母 n.(Letter)人名；(英)莱特

154 letters 3 [letəz] n.[语]字母；书信；读者投书栏（letter的复数） v.用字母标明；用印刷体写（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

155 li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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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linguistics 1 [liŋ'gwistiks] n.语言学

157 lips 1 [lips] n.嘴唇（lip的复数） v.用嘴唇接触；轻轻说出（lip的三单形式） n.(Lips)人名；(德、法、荷)利普斯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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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Logan 1 ['lɔgən; 'lɔ:g-] n.洛根（男子名）

160 long 1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161 machine 1 [mə'ʃi:n]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般工作的人 vt.用机器制造 n.(Machine)人名；(意)马基内

162 m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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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magazines 1 ['mæɡəziː nz] 杂志

164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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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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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68 matches 1 ['mætʃɪz] n. 火柴 名词match的复数形式.

169 materials 1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170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71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172 mistakes 1 [mɪ'steɪk] n. 错误；误会；过失 v. 误解；弄错

173 moorhen 1 ['muəhen, 'mɔ:-] n.黑水鸡；雌红松鸡

174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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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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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most 4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法、芬、捷、英)莫斯特

176 mouth 5 [mauθ] n.口，嘴；河口 vt.做作地说，装腔作势地说；喃喃地说出 vi.装腔作势说话

177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178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79 native 1 ['neitiv] adj.本国的；土著的；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天赋的 n.本地人；土产；当地居民

180 natural 1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181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82 newspapers 1 [njuːz'peɪpəs] n. 报纸 名词newspaper的复数形式.

183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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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Norman 1 ['nɔ:mən] adj.诺曼第语的；诺曼第人的 n.法国诺曼第人

185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86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187 observes 1 英 [əb'zɜːv] 美 [əb'zɜ rːv] v. 观察；遵守；注意到；庆祝

188 of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89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190 often 2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91 old 3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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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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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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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196 o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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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out 1 [aut] adv.出现；在外；出局；出声地；不流行地 adj.外面的；出局的；下台的 n.出局 prep.向；离去 vi.出来；暴露 vt.使熄
灭；驱逐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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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partly 1 ['pɑ:tli] adv.部分地；在一定程度上

200 percent 1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201 Philip 1 ['filip] n.菲利普（男子名）

202 phreatophyte 1 [fri:'ætəfait] n.（根深达地下潜水层的）[植]地下水湿生植物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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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press 2 [pres] vt.压；按；逼迫；紧抱 vi.压；逼；重压 n.压；按；新闻；出版社；[印刷]印刷机 n.(Press)人名；(英、德、俄、
西、瑞典)普雷斯

205 printing 2 ['printiŋ] n.印刷；印刷术

206 prints 1 [p'rɪnts] n. 印记；印刷品；印花 名词print的复数形式.

207 pronounce 1 [prəu'nauns] vt.发音；宣判；断言 vi.发音；作出判断

208 pronounced 3 [prəu'naunst] adj.显著的；断然的；讲出来的 v.发音；宣告；断言（pronounce的过去分词）

209 pronouncer 1 [prə'naʊns] vt. 发音；宣告；宣判；断言 vi. 发音；发表意见

210 pronunciation 1 [prəu,nʌnsi'eiʃən] n.发音；读法

211 pronunciations 1 [prənʌns'ɪeɪʃnz] 语音

212 psychology 1 [psai'kɔlədʒi] n.心理学；心理状态

213 puh 1 (=pregnancy urine hormone) 孕尿激素

214 reading 2 ['ri:diŋ] n.阅读，朗读；读物；读数 adj.阅读的 v.阅读（read的ing形式）

215 rea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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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17 red 1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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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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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religious 1 [ri'lidʒəs] adj.宗教的；虔诚的；严谨的；修道的 n.修道士；尼姑

220 reported 1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221 represent 1 [,repri'zent] vt.代表；表现；描绘；回忆；再赠送 vi.代表；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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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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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25 saccharose 1 ['sækərəus] n.[食品]蔗糖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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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cripps 2 [skrips] 斯克利普斯

228 seco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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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30 seymore 1 [人名] 西摩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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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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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34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35 s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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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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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39 sound 11 [saund] vt.听（诊）；测量，测…深；使发声；试探；宣告 n.声音，语音；噪音；海峡；吵闹；听力范围；[医]探条
adj.健全的，健康的；合理的；可靠的；有效彻底的 adv.彻底地，充分地 vi.听起来；发出声音；回响；测深

240 sounds 8 ['saʊndz] n. 声音，响声（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 v. 听起来；感觉起来；发出声音；发音（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
形式）

241 southern 1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242 speakers 1 [s'piː kəz] n. 说话者；发言者；说某种语言者；扬声器（名词speaker的复数形式）

243 speech 2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244 spell 2 [spel] vt.拼，拼写；意味着；招致；拼成；迷住；轮值 n.符咒；一段时间；魅力 vi.拼字；轮替 n.(Spell)人名；(英)斯佩尔

245 spelled 3 [spel] v. 拼写；拼成；导致；暂时代替 n. 咒语；魔力；一段时间；一阵发作；轮班

246 spelling 5 ['speliŋ] n.拼写；拼字；拼法 v.拼写；意味着（spell的ing形式）；迷住 n.(Spelling)人名；(英)斯佩林

247 spellings 1 n. 斯佩林斯

248 spoken 4 ['spəukən] adj.口语的，口头的 v.说（speak的过去分词）

249 started 2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0 St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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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252 stopping 1 ['stɔpiŋ] n.停止；制止；填塞物 v.停止；妨碍（stop的ing形式）

253 sto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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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trengthen 1 ['streŋθən, 'streŋkθən] vt.加强；巩固 vi.变强；变坚挺

255 students 3 [st'juːdnts] 学生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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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tudying 1 ['stʌdi] n. 研究；学习；学科；书房；(绘画或文学)习作；练习曲；沉思；记忆力…的人；台词记得…的人 v. 研究；
学习；读书；仔细观察；努力

258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59 tak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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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teachers 1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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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teeth 1 [ti:θ] n.牙齿

262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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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the 4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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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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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these 3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67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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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throat 2 [θrəut] n.喉咙；嗓子，嗓音；窄路 vt.开沟于；用喉音说

270 through 2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271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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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to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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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274 tongue 2 [tʌŋ] n.舌头；语言 vt.舔；斥责；用舌吹 vi.说话；吹管乐器 n.(Tongue)人名；(英)唐

275 touching 1 ['tʌtʃiŋ] adj.动人的，令人同情的 prep.至于，关于 v.接触；感动（touch的ing形式）

276 travis 1 ['trævis] n.特拉维斯（男子名）；崔维斯合唱团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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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279 turns 1 ['tɜːnz] n.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

280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81 unique 2 [ju:'ni:k] adj.独特的，稀罕的；[数]唯一的，独一无二的 n.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Unique)人名；(英)尤妮克

282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83 unlike 1 [,ʌn'laik] adj.不同的，不相似的 prep.和…不同，不像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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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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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variation 1 [,vεəri'eiʃən] n.变化；[生物]变异，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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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vocabulary 1 n.词汇；词表；词汇量

289 vowel 3 ['vauəl] n.元音；母音 adj.元音的

290 vowels 3 元音

291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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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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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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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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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why 3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298 winning 1 ['winiŋ] adj.胜利的；获胜的 n.胜利；获得；成功 v.获胜（win的ing形式） n.(Winning)人名；(英、瑞典、法)温宁

299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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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2 wor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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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word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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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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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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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written 2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307 xylophone 1 ['zailəufəun] n.木琴

308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09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10 your 4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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