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23 [Everyday Grammar] How to Wish Other People Well 词词
频表频表

1 the 2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you 19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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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ar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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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wish 11 [wiʃ] n.希望；祝福；心愿 vt.祝愿；渴望；向…致问候语 vi.愿望；需要 n.(Wish)人名；(英)威什

7 luck 10 [lʌk] n.运气；幸运；带来好运的东西 vi.靠运气，走运；凑巧碰上 n.(Luck)人名；(德、瑞典)卢克；(英)勒克；(法)吕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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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other 10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0 wel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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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goo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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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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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with 9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4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 test 8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16 wil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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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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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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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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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i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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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interview 6 ['intəvju:] n.接见，采访；面试，面谈 vt.采访；接见；对…进行面谈；对某人进行面试

21 job 6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22 your 6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23 ab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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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nd 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5 complete 5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26 Englis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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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know 5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28 people 5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9 sa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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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sentences 5 ['sentəns] n. 句子；判决 vt. 宣判；判决

31 tomorrow 5 [tə'mɔrəu, -'mɔ:-] n.明天；未来 adv.明天；未来地（等于to-morrow）

32 answer 4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33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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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fragments 4 ['fræɡmənt] n. 碎片；片段 v. 使破碎；分裂

35 friend 4 [frend] n.朋友；助手；赞助者 n.(Friend)人名；(英)弗兰德

36 hope 4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37 pers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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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s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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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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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speaker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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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41 u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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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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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mple 3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44 grammar 3 ['græmə] n.语法；语法书

45 great 3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46 here 3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47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48 migh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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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nex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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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phrase 3 [freiz] n.短语,习语,措辞,乐句 vt.措词,将(乐曲)分成乐句

51 possible 3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52 sentence 3 ['sentəns] n.[语][计]句子，命题；宣判，判决 vt.判决，宣判

53 someone 3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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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56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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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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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ways 3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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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wishes 3 [wɪʃ] v. 希望；想要 n. 愿望；命令；渴望；祝颂（表达这个意思时，常用复数）

61 worried 3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62 affirmation 2 [,æfə'meiʃən] n.主张，肯定；断言

63 audio 2 ['ɔ:diəu] adj.声音的；[声]音频的，[声]声频的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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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belief 2 [bi'li:f] n.相信，信赖；信仰；教义

66 careful 2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67 challenge 2 n.挑战；怀疑 vt.向…挑战；对…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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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difficult 2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70 easy 2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71 expressions 2 [ik'spreʃənz] n.[数]表达式；表情；公式；表示式（expression是复数形式）

72 for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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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go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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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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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imagine 2 vt.想象；猜想；臆断 vi.想象；猜想；想象起来

76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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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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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79 miss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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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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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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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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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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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pause 2 [pɔ:z] n.暂停；间歇 vi.暂停，停顿，中止；踌躇 n.(Pause)人名；(德)保泽

84 predicate 2 ['predikeit] vt.断定为…；使…基于 vi.断言，断定 n.谓语，述语 adj.谓语的；述语的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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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situations 2 [sɪtʃ'ʊeɪʃnz] 现状

87 social 2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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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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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suggests 2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91 take 2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92 tells 2 [tel] v. 告诉；吩咐；讲述；表达；辨别；判断；泄露；告发；产生效果

93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94 today 2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95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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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week 2 [wi:k] n.周，星期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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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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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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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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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answers 1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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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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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as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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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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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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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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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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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112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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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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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clo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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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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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c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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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118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119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120 considering 1 [kən'sidəriŋ] prep.考虑到；就...而论 conj.考虑到 v.考虑到（consider的ing形式）

121 continued 1 [kən'tinju:d] adj.继续的；持久的 v.继续；逗留；维持原状（continue的过去分词）

122 course 1 n.科目；课程；过程；进程；道路；路线，航向；一道菜 vt.追赶；跑过 vi.指引航线；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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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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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plore 1 [ik'splɔ:] vt.探索；探测；探险 vi.探索；探测；探险

126 explored 1 [ɪks'plɔː d] adj. 探究的；被勘测的 动词expl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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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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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29 follow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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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formal 1 ['fɔ:məl] adj.正式的；拘谨的；有条理的 n.正式的社交活动；夜礼服 n.(Formal)人名；(法)福马尔

131 fragment 1 n.碎片；片段或不完整部分 vt.使成碎片 vi.破碎或裂开

132 friendly 1 ['frendli] adj.友好的；亲切的；支持的；融洽的，和睦的 adv.友善地；温和地 n.(Friendly)人名；(英)弗兰德利

133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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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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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ideas 1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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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incomplete 1 [,inkəm'pli:t] adj.不完全的；[计]不完备的

139 involve 1 [in'vɔlv] vt.包含；牵涉；使陷于；潜心于

140 john 1 [dʒɔn] n.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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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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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kindness 1 ['kaindnis] n.仁慈；好意；友好的行为 n.(Kindness)人名；(英)坎德尼斯

144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145 language 1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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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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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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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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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listeners 1 ['lɪsnəz] n. 听众

151 listening 1 ['lisəniŋ] adj.收听的；助听的 n.倾听 v.听（listen的ing形式）

152 math 1 [mæθ] n.数学（等于mathematics） n.(Math)人名；(德)马特；(柬)马；(英)马思

153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154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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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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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noun 1 [naun] n.名词 n.(Noun)人名；(以)努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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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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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opportunities 1 [ˌɒpə'tjuːnɪtɪs] npl.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机会，时机

160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61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62 path 1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163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164 phrases 1 [freɪz] n. 短语；习语；措辞；[音]乐句 vt. 措词；将(乐曲)分成乐句

165 poi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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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polite 1 [pə'lait] adj.有礼貌的，客气的；文雅的；上流的；优雅的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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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169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170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171 Russell 1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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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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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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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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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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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success 1 [sək'ses] n.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180 talking 1 ['tɔ:kiŋ] adj.说话的，多嘴的；有表情的 n.讲话，谈论 v.谈论；讲话（talk的ing形式） n.(Talking)人名；(英)托金

181 task 1 [tɑ:sk, tæsk] vt.分派任务 n.工作，作业；任务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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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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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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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thoughts 1 ['θɔː ts] n.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

186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187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88 us 1 pron.我们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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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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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warmth 1 [wɔ:mθ] n.温暖；热情；激动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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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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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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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who 1 pron.谁；什么人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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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yourself 1 [jɔ:'self, juə-, jə-] pron.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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