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24 [Everyday Grammar] Thanksgiving and English
Grammar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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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2 action 7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3 actively 1 ['æktɪvli] adv. 积极地；活跃地；勤奋的

4 addition 2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5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6 Alice 1 ['ælis] n.爱丽丝（女子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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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9 am 3 abbr.调频，调谐，调幅（amplitudemodulation） vi.（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 aux.（与v-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与v-ed
连用构成被动语态） n.（柬）安（人名）

10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1 americans 2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2 an 9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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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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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16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17 approach 1 [ə'prəutʃ] n.方法；途径；接近 vt.接近；着手处理 vi.靠近

18 ar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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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20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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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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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sking 1 ['ɑ:skiŋ] n.请求 v.问（ask的现在分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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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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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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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wful 1 adj.可怕的；极坏的；使人敬畏的

26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27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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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ecause 3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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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etween 3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32 biber 3 n. 比伯

33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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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rief 1 [bri:f] adj.简短的，简洁的；短暂的，草率的 n.摘要，简报；概要，诉书 vt.简报，摘要；作…的提要 n.(Brief)人名；(英)布
里夫

35 Bryant 1 ['braiənt] n.布赖恩特（男子名，等于Brian）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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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utcher 4 ['butʃə] vt.屠杀 n.屠夫 n.(Butcher)人名；(英)布彻

38 buy 1 [bai] vt.购买；获得；贿赂 vi.买，采购 n.购买，买卖；所购的物品 n.(Buy)人名；(法)比伊

39 c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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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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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41 ceremony 2 ['seriməuni] n.典礼，仪式；礼节，礼仪；客套，虚礼

42 clearer 1 ['kliərə] n.[助剂]澄清剂；清洁器 adj.更清楚的

43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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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ommonly 1 ['kɔmənli] adv.一般地；通常地；普通地

46 condition 4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47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48 confused 1 [kən'fju:zd] adj.困惑的；混乱的；糊涂的 v.困惑（confuse的过去式）

49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50 Conrad 3 ['kɔnræd] n.康拉德（男子名，等于Kon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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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ontrol 5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53 controls 1 英 [kən'trəʊls] 美 [kən'troʊls] n. 控制器；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

54 conversation 2 n.交谈，会话；社交；交往，交际；会谈；（人与计算机的）人机对话

55 conversations 2 n. 会话（conversation的复数）

56 cooked 1 [kukt] adj.煮熟的 v.煮（cook的过去式、过去分词形式）

57 corpus 1 ['kɔ:pəs] n.[计]语料库；文集；本金 n.(Corpus)人名；(西)科尔普斯

58 cost 3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59 costs 2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60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1 customer 4 ['kʌstəmə] n.顾客；家伙

62 dc 1 [ˌdiː 'siː ] abbr. 直流(=direct current) abbr. 哥伦比亚特区(=District of Columbia)

63 declaration 1 [,deklə'reiʃən] n.（纳税品等的）申报；宣布；公告；申诉书

64 describe 3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65 describes 2 [dɪ'skraɪb] vt. 描述；说成；形容；画(尤指几何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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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dialogue 1 ['daiə,lɔg] n.对话；意见交换 vi.对话 vt.用对话表达

68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69 dinner 2 ['dinə] n.晚餐，晚宴；宴会；正餐 n.(Dinner)人名；(法)迪内

70 dislike 3 [dis'laik] vt.不喜欢，厌恶 n.嫌恶，反感，不喜爱

71 disliking 3 [dɪs'laɪk] v. 不喜欢；厌恶 n. 不喜爱；厌恶；反感

72 d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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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does 8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74 dollars 2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75 douglas 2 ['dʌgləs] n.道格拉斯（男子名）；道格拉斯（英国马恩岛首府）

76 eating 1 ['i:tiŋ] adj.侵蚀的；可生食的；进餐用的 n.吃；食物 v.吃（eat的ing形式）

77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78 emotional 1 [i'məuʃənəl] adj.情绪的；易激动的；感动人的

79 employee 1 [,emplɔi'i:, em'plɔii:] n.雇员；从业员工

80 English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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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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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very 3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83 example 2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84 examples 3 [ɪɡ'zɑːmplz] n.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

85 exist 1 [ig'zist] vi.存在；生存；生活；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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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existence 1 [ig'zistəns] n.存在，实在；生存，生活；存在物，实在物

87 exists 2 [ɪɡ'zɪst] v. 存在；生存；活着

88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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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pressing 1 v.表达；表达观点（express的ing形式）

91 extended 3 [ik'stendid] adj.延伸的；扩大的；长期的；广大的 v.延长；扩充（extend的过去分词）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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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fate 1 ['feit] n.命运 vt.注定 n.(Fate)人名；(英)费特

94 fear 1 [fiə] n.害怕；恐惧；敬畏；担心 vt.害怕；敬畏；为…担心 vi.害怕；敬畏；为…担心

95 fewer 1 ['fju:ə] adj.较少的 pron.较少数 int.较少数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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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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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food 8 [fu:d] n.食物；养料

99 for 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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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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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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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generally 3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104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105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106 go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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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grammar 4 ['græmə] n.语法；语法书

108 gre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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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happens 2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110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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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hav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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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hear 8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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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15 holiday 1 ['hɔlədi] n.假日；节日；休息日 vi.外出度假 n.(Holiday)人名；(英)霍利迪

116 house 1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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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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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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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i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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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include 2 [in'klu:d] vt.包含，包括

122 is 1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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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25 jean 1 [dʒi:n, dʒein] n.牛仔裤；[纺]斜纹棉布

126 john 2 [dʒɔn] n.厕所

127 kelly 2 ['keli] n.黄绿色，鲜绿色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28 kilograms 1 ['kɪləgræm] 千克；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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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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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liking 1 ['laikiŋ] n.嗜好，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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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longman 1 n. 朗曼(姓氏)

135 loo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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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克

136 looks 1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137 love 3 [lʌv] n.恋爱；亲爱的；酷爱；喜爱的事物 vt.喜欢；热爱；爱慕 vi.爱 n.(Love)人名；(英)洛夫

138 loving 1 ['lʌviŋ] adj.亲爱的；钟情的；忠诚的 n.(Loving)人名；(英、瑞典)洛文

139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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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meaning 6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141 meanings 2 ['miː nɪŋz] n. 含义 名词meaning的复数形式.

142 migh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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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mou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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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mu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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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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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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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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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not 1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50 notice 2 ['nəutis] n.通知，布告；注意；公告 vt.通知；注意到；留心 vi.引起注意

151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52 occur 1 [ə'kə:] vi.发生；出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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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officially 1 [ə'fiʃəli] adv.正式地；官方地；作为公务员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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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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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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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5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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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ov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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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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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pardon 1 ['pɑ:dn] n.原谅；赦免；宽恕 vt.原谅；赦免；宽恕 n.(Pardon)人名；(德、法、捷)帕尔东

164 pardoning 1 vt.[法]赦免（pardon的现在分词）；免于对…所犯罪过的惩罚；饶恕

165 pardons 1 英 ['pɑːdn] 美 ['pɑ rːdn] n. 原谅，宽恕，饶恕；赦免，赦免状 vt. 原谅；宽恕，饶恕；赦免，免于治罪

166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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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Pearson 1 ['piəsn] n.皮尔森（人名）

169 perceptions 1 认识

170 period 3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171 pgs 1 ['piː dʒ'iː 'es] (=pineal gonadal syndrome) 松果体性腺综合征,(=prostaglandin synthetase) 前列腺素合成酶,(=proteoglycans subunits)
蛋白聚糖亚单位,(=tocofersolan) 聚乙二醇琥珀酸维生素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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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place 1 [pleis] n.地方；住所；座位 vt.放置；任命；寄予 vi.名列前茅；取得名次 n.(Place)人名；(罗)普拉切；(法)普拉斯；(英)普
莱斯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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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pounds 3 [paʊnd] n. 磅；英镑 n. （汽车）扣押所；宠物收留所 vt. 捣碎；敲打；连续猛击 vi. 咚咚地走；怦怦地响

175 pres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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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president 5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77 probably 2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178 progressive 12 [prəu'gresiv] adj.进步的；先进的 n.改革论者；进步分子

179 punished 1 ['pʌnɪʃt] adj. 受处罚的 动词puni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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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raise 1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182 reading 1 ['ri:diŋ] n.阅读，朗读；读物；读数 adj.阅读的 v.阅读（read的ing形式）

183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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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refers 1 英 [rɪ'fɜ (ːr)] 美 [rɪ'fɜ rː] vt. 把 ... 提交；把 ... 归因；归类 vi. 参考；谈及；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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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relation 1 [ri'leiʃən] n.关系；叙述；故事；亲属关系

188 re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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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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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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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sad 1 [sæd] adj.难过的；悲哀的，令人悲痛的；凄惨的，阴郁的（形容颜色）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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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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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sa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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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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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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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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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seem 1 [si:m] vi.似乎；像是；装作 n.(Seem)人名；(英)西姆

199 seeming 2 ['si:miŋ] n.外观 adj.表面上的

200 seems 1 [siː mz]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01 sense 1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202 sentence 2 ['sentəns] n.[语][计]句子，命题；宣判，判决 vt.判决，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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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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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show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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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simple 5 ['simpl] adj.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n.笨蛋；愚蠢的行为；出身低微者 n.(Simple)人名；(法)桑普勒

207 simply 3 ['simpli] adv.简单地；仅仅；简直；朴素地；坦白地

208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09 situations 1 [sɪtʃ'ʊeɪʃnz] 现状

210 smell 1 [smel] vi.嗅，闻；有…气味 vt.嗅，闻；察觉到；发出…的气味 n.气味，嗅觉；臭味

211 smells 1 [smel] n. 气味；嗅觉；嗅 v. 嗅；闻；散发气味；有臭味；察觉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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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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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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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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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speak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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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speaker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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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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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speech 1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220 stands 1 [stænd] v. 站立；忍受；位于；停滞 n. 站立；货摊；停顿；看台

221 state 4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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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tative 15 adj.状态动词的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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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tore 2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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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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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ubjec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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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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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usan 2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31 table 1 ['teibl] n.桌子；表格；平地层 vt.制表；搁置；嵌合 adj.桌子的 n.(Table)人名；(罗)塔布莱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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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taste 3 [teist] n.味道；品味；审美 vt.尝；体验 vi.尝起来；有…的味道 n.(Taste)人名；(法)塔斯特

234 tastes 2 [teɪst] n. 味觉；味道；尝试；品味；爱好 v. 品尝；有 ... 味道的；体验

235 tasting 3 ['teistiŋ] n.品尝，尝味 v.品尝（taste的ing形式）

236 teach 2 [ti:tʃ] vt.教；教授；教导 vi.教授；讲授；当老师 n.(Teach)人名；(英)蒂奇

237 ten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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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239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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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thanksgiving 7 n.感恩

241 that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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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the 7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43 then 4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44 these 3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45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46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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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ti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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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times 2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250 tip 1 vi.给小费；翻倒；倾覆 vt.给小费；倾斜；翻倒；装顶端 n.小费；尖端；小建议，小窍门；轻拍

251 t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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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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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turkey 23 ['tə:ki] n.火鸡；笨蛋；失败之作

254 turkeys 2 英 ['tɜːki] 美 ['tɜ rːki] n. 火鸡；笨蛋；失败之作 n. [T-]土耳其

255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56 undercooked 5 英 ['ʌndəkʊkt] 美 ['ʌndə̩ kʊkt] adj. 煮得欠熟的；煎(或烤、炸) 得火候不足的

257 unlike 1 [,ʌn'laik] adj.不同的，不相似的 prep.和…不同，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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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us 1 pron.我们

259 us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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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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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verb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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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verbs 18 [vɜːbz] n. 动词 名词verb的复数形式.

263 wa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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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65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66 Washington 1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267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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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weigh 2 [wei] vt.权衡；考虑；称…重量 vi.重量为…；具有重要性；成为…的重荷；起锚 n.权衡；称重量

269 weighs 3 [weɪ] v. 衡量；称(重量)；重达 ...

270 weight 1 [weit] n.重量，重力；负担；砝码；重要性 vt.加重量于，使变重 n.(Weight)人名；(英)韦特；(捷)魏格特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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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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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273 whether 2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274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275 why 3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276 wi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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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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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wonderful 1 adj.极好的，精彩的，绝妙的；奇妙的；美妙；胜；神妙

279 word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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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81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282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83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84 you 2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85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286 yourself 2 [jɔ:'self, juə-, jə-] pron.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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