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9-16 [Everyday Grammar] Describing Your Favorite
Character 词频表
the 5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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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通话·威妥玛)

frisby 28 英 [frisbi] 美 [frɪsbi] n. 弗里斯比(男子名) n. 飞盘(塑料玩具)
4 mrs 28 ['misiz] n.太太；夫人（用于已婚妇女姓名前的尊称）
5 of 2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in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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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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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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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acter 22 ['kærəktə] n.性格，品质；特性；角色；[计]字符 vt.印，刻；使具有特征 n.(Character)人名；(英)克拉克特
9 is 1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 or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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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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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her 14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13 sh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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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话·威妥玛)

w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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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you 1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6 ar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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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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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的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how 10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9 thi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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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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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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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earance 8 [ə'piərəns] n.外貌，外观；出现，露面
22 jeremy 8 ['dʒerimi] n.杰里米（男子名）
23 thoughts 8 ['θɔːts] n.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
24 uses 8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25 describe 7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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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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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ook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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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did 6 [did] v.做（do的过去式）
30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31 hel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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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普

here 6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33 stor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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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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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6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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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o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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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梅
38

d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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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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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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5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down

favorite 5 ['feivərit] n.幸运儿；喜欢的事物；特别喜欢的人 adj.最喜爱的；中意的；宠爱的 n.(Favorite)人名；(英)费沃里特
41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42 think 5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43 children 4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44 fence 4 ['fens] n.栅栏；围墙；剑术 vt.防护；用篱笆围住；练习剑术 vi.击剑；搪塞；围以栅栏；跳过栅栏
45 for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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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ha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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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mouse 4 [maus, mauz] n.鼠标；老鼠；胆小羞怯的人 vt.探出 vi.捕鼠；窥探
48 show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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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肖

speech 4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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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us 4 pron.我们
52 used 4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53 whe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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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why 4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55 your 4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56 adjectives 3 ['ædʒɪktɪvz] 形容词
57 animal 3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58 brain 3 [brein] n.头脑，智力；脑袋 vt.猛击…的头部 n.(Brain)人名；(英)布雷恩
59 Brien 3 n. 布赖恩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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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的）食品罐头

characters 3 英 ['kærɪktəz] 美 ['kærɪktɚz] n. 人物；角色；特性；字符 名词character的复数形式.
62 comma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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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芒

commands 3 [kə'mæns] n. 命令；指令 名词command的复数形式.
64 crow 3 [krəu] vi.啼叫；报晓 n.[鸟]乌鸦；鸡鸣；撬棍
65 everyday 3 ['evridei] adj.每天的，日常的 n.平时；寻常日子
66 fi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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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grammar 3 ['græmə] n.语法；语法书
68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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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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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 3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70 loo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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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卢克

looked 3 [lʊkt]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72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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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onl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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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76 past 3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77 quotation 3 [kwəu'teiʃən, kəu-] n.[贸易]报价单；引用语；引证
78 recalled 3 [rɪ'kɔːl] n. 回忆；取消；召回 vt. 召回；恢复；回想起；唤起；与 ... 相似
79 repo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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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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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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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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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say

82

sharp 3 adj.急剧的；锋利的；强烈的；敏捷的；刺耳的 adv.急剧地；锐利地；突然地 n.尖头 vt.磨快；把音调升高 vi.升音演奏 n.
(Sharp)人名；(英)夏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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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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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string 3 n.线，弦，细绳；一串，一行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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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teeth 3 [ti:θ] n.牙齿
88 tense 3 [tens] adj.紧张的；拉紧的 vt.变得紧张；使拉紧 vi.拉紧，变得紧张 n.时态
89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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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these 3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91 thinks 3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92 thought 3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3 tied 3 [taid] v.系（ti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系住的
94 understand 3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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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verbs 3 [vɜːbz] n. 动词 名词verb的复数形式.
97 ve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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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99 where 3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100 who 3 pron.谁；什么人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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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write 3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103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104 always 2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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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argue 2 ['ɑgju:] vi.争论，辩论；提出理由 vt.辩论，争论；证明；说服 n.(Argue)人名；(英、法)阿格
107 assignment 2 [ə'sainmənt] n.分配；任务；作业；功课
108 author 2 ['ɔ:θə] n.作者；作家；创始人 vt.创作出版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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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bir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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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birdbrain 2 ['bə:dbrein] n.轻佻的人；轻率浮躁的人；笨蛋
112 brown 2 [braun] adj.棕色的，褐色的；太阳晒黑的 vi.变成褐色 n.褐色，棕色 vt.使变成褐色 n.(Brown)人名；(英、意、芬、捷、
83

德、法、西、葡)布朗

capacity 2 [kə'pæsəti] n.能力；容量；资格，地位；生产力
114 com 2 abbr.组件对象模型（ComponentObjectModel）；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Computer-OutputMicrofilm）
115 considered 2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116 curious 2 ['kjuəriəs] adj.好奇的，有求知欲的；古怪的；爱挑剔的
117 described 2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8 describes 2 [dɪ'skraɪb] vt. 描述；说成；形容；画(尤指几何图形)
119 d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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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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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few 2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22 field 2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113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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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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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2 [fu:d] n.食物；养料
125 forepaw 2 ['fɔ:pɔ:] n.前爪；前掌
126 front 2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127 future 2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28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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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himself 2 [him'self] pron.他自己；他亲自，他本人
131 homework 2 ['həumwə:k] n.家庭作业，课外作业
132 husband 2 ['hʌzbənd] vt.节约地使用（或管理） n.丈夫 n.(Husband)人名；(英)赫斯本德
133 husk 2 [hʌsk] n.皮；外壳；无价值之物 vt.削皮；以粗哑的嗓音说 vi.嗓音变得嘶哑
134 imperat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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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则；[语]祈使语气

instead 2 adv.代替；反而；相反
136 irregular 2 [i'regjulə] n.不规则物；不合规格的产品 adj.不规则的；无规律的；非正规的；不合法的
137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38 j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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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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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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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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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literature 2 ['litərətʃə] n.文学；文献；文艺；著作
142 marks 2 [ma:rks] n.标记，记号；唛头，分数；台面标志 n.(Marks)人名；(英、德、意、瑞典、西、捷)马克斯；(俄)马克思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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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mother 2 ['mʌðə] n.母亲；大娘；女修道院院长 vt.生下；养育；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母亲的；出生地的
145 mothering 2 ['mʌðəriŋ] n.省亲；归宁
146 need 2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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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off 2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149 person 2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150 physical 2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151 picture 2 ['piktʃə] n.照片，图画；影片；景色；化身 vt.画；想像；描写
152 questioning 2 ['kwestʃəniŋ] n.质问 v.询问，审问（question的现在分词）
153 regular 2 ['regjulə] adj.定期的；有规律的；合格的；整齐的；普通的 n.常客；正式队员；中坚分子 adv.定期地；经常地 n.
139

(Regular)人名；(以)雷古拉尔

Robert 2 ['rɔbət] n.罗伯特（男子名）
155 saying 2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156 situation 2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157 size 2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158 skills 2 技能
159 sm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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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人名；(英)斯莫尔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161 t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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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拉伯)塔勒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163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164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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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tries 2 [traɪ] v. 试验；尝试；设法；努力；审判；考验 n. 尝试；试验；（橄榄球）持球触地得分
167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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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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week 2 [wi:k] n.周，星期
170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71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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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written 2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173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174 actively 1 ['æktɪvli] adv. 积极地；活跃地；勤奋的
175 adjective 1 ['ædʒiktiv] adj.形容词的；从属的 n.形容词
176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77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78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179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80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81 andrew 1 ['ændru:] n.安德鲁（男子名）
182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183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184 barrier 1 ['bæriə] n.障碍物，屏障；界线 vt.把…关入栅栏 n.(Barrier)人名；(法)巴里耶
185 base 1 [beis] n.基础；底部；垒 adj.卑鄙的；低劣的 vt.以…作基础 n.(Base)人名；(日)马濑(姓)
186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87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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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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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190

1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black

boundary 1 ['baundəri] n.边界；范围；分界线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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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ca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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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class 1 n.阶级；班级；种类；班；等级 vt.分类；把…分等级；把…归入某等级，把…看作（或分类、归类）；把…编入某一
191

班级 adj.极好的；很好的，优秀的，出色的 vi.属于…类（或等级），被列为某类（或某级） n.（英、德）克拉斯（人名）

commas 1 n. 逗号（comma的复数）
196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197 comparing 1 [kəm'peərɪŋ] n. 比较 动词compare的现在分词.
198 compound 1 n.[化学]化合物；混合物；复合词 adj.复合的；混合的 v.合成；混合；恶化，加重；和解，妥协
199 connect 1 [kə'nekt] vt.连接；联合；关连 vi.连接，连结；联合
200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201 continuing 1 [kən'tɪnjuɪŋ] adj. 连续的；持续的；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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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describing 1 [dɪsk'raɪbɪŋ] n. 描述物品 动词describe的现在分词.
204 descriptive 1 [di'skriptiv] adj.描写的，叙述的；描写性的
205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206 discuss 1 [dis'kʌs] vt.讨论；论述，辩论
207 discussed 1 [dɪs'kʌst] adj. 被讨论的；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8 discussion 1 [dis'kʌʃən] n.讨论，议论
209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195

（人名）；（英）多恩（人名）

ear 1 [iə] n.耳朵；穗；听觉；倾听 vi.（美俚）听见；抽穗 n.(Ear)人名；(柬)伊
211 encouragement 1 [in'kʌridʒmənt] n.鼓励
212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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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1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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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ntry 1 ['entri] n.进入；入口；条目；登记；报关手续；对土地的侵占
216 escape 1 vt.逃避，避开，避免；被忘掉；被忽视 vi.逃脱；避开；溜走；（气体，液体等）漏出；（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
213

而）逃脱；声音（不自觉地）由…发出 n.逃跑；逃亡；逃走；逃跑工具或方法；野生种；泄漏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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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219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220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221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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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father 1 ['fɑ:ðə] n.父亲，爸爸；神父；祖先；前辈 vt.发明，创立；当…的父亲
224 feelings 1 ['fiːlɪŋs] n.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
225 feet 1 ['fi:t, fi:t] n.脚（foot的复数形式）；尺；韵脚
226 final 1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227 finding 1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228 foot 1 [fut] n.脚；英尺；步调；末尾 vi.步行；跳舞；总计 vt.支付；给……换底 n.(Foot)人名；(英)富特
229 fore 1 [fɔ:] adj.以前的；在前部的 n.前部；船头 adv.在前面；在船头 prep.在前 int.（打高尔夫球者的叫声）让开！ n.(Fore)人
218

名；(法)福尔

forms 1 ['fɔːmz] n. 表格；形式；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
231 friend 1 [frend] n.朋友；助手；赞助者 n.(Friend)人名；(英)弗兰德
232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233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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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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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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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hang 1 ['hæŋ] vt.悬挂，垂下；装饰；绞死；使悬而未决 vi.悬着，垂下；被绞死；悬而不决 n.悬挂；暂停，中止 n.(Hang)人名；
230

(罗)汉格；(东南亚国家华语)康；(老)汉；(柬)韩(用于名字第一节)，杭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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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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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名；(英)海伊

him 1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242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241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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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e

ideas 1 观念
245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46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247 indeed 1 [in'di:d] adv.的确；实在；真正地；甚至 int.真的（表示惊讶、怀疑、讽刺等）
248 insides 1 [ɪn'saɪd] n. 内侧；内部 名词inside的复数形式.
249 insult 1 [in'sʌlt] vt.侮辱；辱骂；损害 n.侮辱；凌辱；无礼
250 intelligence 1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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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253 knew 1 [nju:, nu:] v.知道；认识；记得（know的过去式） n.(Knew)人名；(英)纽
254 language 1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255 largest 1 ['laːdʒɪst] adj. 最大的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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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ing 1 ['lɑ:stiŋ, 'læstiŋ] adj.持久的；永恒的 n.[纺]厚实斜纹织物 v.持续；维持（last的ing形式）
257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258 lesson 1 ['lesən] n.教训；课 vt.教训；上课
259 light 1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256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liked 1 [laikt] v.喜欢（like的过去式）
261 ll 1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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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264 looks 1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265 ma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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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因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267 mark 1 n.标志；马克；符号；痕迹；分数 vi.作记号 vt..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n..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268 mate 1 [meit] n.助手，大副；配偶；同事；配对物 vt.使配对；使一致；结伴 vi.交配；成配偶；紧密配合 n.(Mate)人名；(日)蛏
266

(姓)；(西、意、塞)马特；(波黑)马特；(罗、俄)马泰

material 1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270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271 maybe 1 ['meibi] adv.也许；可能；大概 n.可能性；不确定性
272 measure 1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273 memories 1 ['memərɪz] n. 记忆 名词memory的复数形式.
274 mental 1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275 minutes 1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276 motivate 1 ['məutiveit] vt.刺激；使有动机；激发…的积极性
277 motivates 1 英 ['məʊtɪveɪt] 美 ['moʊtɪveɪt] vt. 激发(兴趣或欲望)；给与动机
278 movie 1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279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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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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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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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nimh 1 ['nɪmh]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dical herbalists) 全国草药医生学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
284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285 noun 1 [naun] n.名词 n.(Noun)人名；(以)努恩
286 offers 1 英 ['ɒfə(r)] 美 ['ɔːfər] vt. 提供；提出；（卖方）出价；贡献 vi. 提议；出现；求婚 n. 提议；出价
287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288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289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90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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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灭；驱逐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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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特；(泰)巴；(法)帕尔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95 patterns 1 ['pætənz] n. 式样；图案；样式；模式 名词的pattern复数形式.
296 paw 1 [pɔ:] vt.抓，扒；亲昵地抚摸 vi.用爪子抓；翻找 n.爪子；手
297 paws 1 abbr. 极地自动天气站(=Polar Automatic Weather Station) abbr. 程控自动焊接系统(=Programmed Automatic Welding System)
294

n. 脚爪；爪子；<口>手（名词paw的复数形式）
298

perhaps 1 adv.或许；（表示不确定）也许；（用于粗略的估计）或许；（表示勉强同意或其实不赞成）也许；可能 n.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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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想；未定之事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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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ck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301 play 1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300

典)普莱
302

power 1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304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305 pulled 1 ['pʊld] adj. 牵引的 v. 拉；拖；牵；拔（动词pu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06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307 ques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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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309 rats 1 [ræts] int.胡说；瞎扯 n.[脊椎]鼠；卑鄙之人（rat的复数） v.捕鼠；出卖（rat的三单形式） n.(Rats)人名；(俄)拉茨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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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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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recall 1 [ri'kɔ:l, 'ri:kɔ:l] vt.召回；回想起，记起；取消 n.召回；回忆；撤消
313 remember 1 [ri'membə] vt.记得；牢记；纪念；代…问好 vi.记得，记起
314 remembering 1 [ri'membəriŋ] n.回忆，记住 v.记住（remember的现在分词）；想起
315 remembers 1 英 [rɪ'membə(r)] 美 [rɪ'membər] v. 记得；想起；记住，铭记；回忆；提及
316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317 repeated 1 [ri'pi:tid] adj.再三的，反复的 v.重复；复述（repeat的过去分词）
318 Robbins 1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319 rules 1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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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萨薇(女名)，萨韦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322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323 sections 1 ['sekʃənz] n. 零件 名词section的复数形式.
324 seeking 1 [siː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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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sentences 1 ['sentəns] n. 句子；判决 vt. 宣判；判决
327 shiny 1 ['ʃaini] adj.有光泽的，擦亮的；闪耀的；晴朗的；磨损的
328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329 shown 1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330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331 smart 1 [smɑːt] adj.聪明的；巧妙的；敏捷的；厉害的；潇洒的；剧烈的；时髦的 n.(Smart)人名；(法)斯马尔；(英、德)斯马特
332 smith 1 [smiθ] n.铁匠；锻工；制作者 vt.锻制 vi.锻打金属；当锻工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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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稍微

speak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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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speak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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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spo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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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stomach 1 ['stʌmək] n.胃；腹部；胃口 vt.忍受；吃下 vi.忍受
338 structure 1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339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340 summer 1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341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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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343 talked 1 [tɔːk] v. 交谈；商讨；演讲；阐述；劝服 n. 谈话；会谈；讨论；讲话；空谈
344 talks 1 ['tɔːks] 会谈
345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346 telling 1 ['teliŋ] adj.有效的；生动的；显著的 n.命令；叙述；吐露真情 v.告诉；讲述（tell的ing形式）；命令 n.(Telling)人名；(英)
342

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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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than

348

thin

1 [θin] adj.薄的；瘦的；稀薄的；微弱的 vt.使瘦；使淡；使稀疏 vi.变薄；变瘦；变淡 adv.稀疏地；微弱地 n.细小部分 n.
(Thin)人名；(越)辰；(柬)廷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350 throu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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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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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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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352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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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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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understanding 1 [,ʌndə'stændiŋ] n.谅解，理解；理解力；协议 adj.了解的；聪明的；有理解力的 v.理解；明白（understand的ing
355

形式）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59 usual 1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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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VOA 1 英 [ˌviː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362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63 wh 1 abbr. 瓦特小时（=Watt-hour） abbr. 白色的(=white)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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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366 widespread 1 ['waid'spred] adj.普遍的，广泛的；分布广的
367 wire 1 ['waiə] n.电线；金属丝；电报 vt.拍电报；给…装电线 vi.打电报 n.(Wire)人名；(英)怀尔
368 wood 1 [wud] n.木材；木制品；树林 vi.收集木材 vt.植林于；给…添加木柴 n.(Wood)人名；(英、法、西、葡、阿拉伯)伍德
369 wor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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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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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72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73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374 writers 1 ['raɪtəz] 作家
375 writing 1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376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77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78 young 1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371

(英、葡)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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