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3-11 [Ask a Teacher] Syllable Dropping in Sp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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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unt 1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3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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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merican 3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6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7 and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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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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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nswer 2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10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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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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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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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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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5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16 becomes 2 [bɪ'kʌm] v. 变成；成为；变得；适合（某人）；使（人）显得漂亮

17 bi 1 [bai] symb.元素铋（bismuth）的符号

18 biz 1 [biz] n.商业（等于business）

19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20 busyness 1 ['bizinis] n.忙碌，繁忙

21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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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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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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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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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cat 1 n.猫，猫科动物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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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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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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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com 1 abbr.组件对象模型（ComponentObjectModel）；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Computer-OutputMicrofilm）

30 comment 3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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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contains 2 [kən'teɪnz] v.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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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reates 1 [kri'ː eɪts] n. 创立 创建.

35 day 3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36 di 1 [dai] abbr.数据输入（DataInput）；（英）国防情报局（DefenceInteligence）；密度指示器（DensityIndicator） n.(Di)人名；
(柬、老、缅、刚(金))迪

37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38 difference 4 n.差异；不同；争执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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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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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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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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drop 1 [drɔp] vt.滴；使降低；使终止；随口漏出 vi.下降；终止 n.滴；落下；空投；微量；滴剂

42 dropped 2 [drɒpt] v. 降下(减少；划线；停止；除去)

43 dropping 4 ['drɔpiŋ] n.落下；空投；滴下物 v.落下；退出（drop的ing形式）；滴入；随口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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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mail 1 ['i:'meil] n.电子信函 vt.给…发电子邮件 n.(Email)人名；(法)埃马伊

46 English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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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48 ev 1 ['iː v] abbr. 电子伏特 (=electron volt).

49 evening 1 ['i:vniŋ] n.晚上；傍晚；（联欢性的）晚会；后期 adj.在晚上的；为晚上的；晚上用的 int.晚上好（等于goodevening）

50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51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52 examples 2 [ɪɡ'zɑːmplz] n.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

53 exercise 1 ['eksəsaiz] n.运动；练习；运用；操练；礼拜；典礼 vt.锻炼；练习；使用；使忙碌；使惊恐 vi.运动；练习

54 explanations 1 [ˌeksplə'neɪʃn] n. 解释；说明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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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fam 2 abbr. 快速辅助存贮器（=Fast Auxiliary Memory） abbr. 共济会（=Free and Accepted Masons）

57 famil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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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fast 1 [fɑ:st, fæst] adj.快速的，迅速的；紧的，稳固的 adv.迅速地；紧紧地；彻底地 vi.禁食，斋戒 n.斋戒；绝食 n.(Fast)人名；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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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fir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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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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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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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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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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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hav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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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70 hell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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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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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Herbert 4 ['hə:bət] n.赫伯特（男人名）

73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74 hi 2 [hai] int.嗨！（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 n.(Hi)人名；(柬)希

75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76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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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image 1 ['imidʒ] n.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vt.想象；反映；象征；作…的像 n.(Image)人名；(法)伊马热

79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80 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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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ing 1 [iŋ] abbr.惯性导航与制导（InertialNavigationandGuidance）；强中子发生器（IntenseNeutronGenerator） n.(Ing)人名；(柬)
英；(朝)剩

82 instead 2 adv.代替；反而；相反

83 interesting 2 [ˈɪntrɪstɪŋ，ˈɪntrəstɪŋ] adj.有趣的；引起兴趣的，令人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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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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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is 1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6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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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88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89 lastly 1 ['lɑ:stli, 'læstli] adv.最后，终于

90 learning 3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91 lecture 2 ['lektʃə] n.演讲；讲稿；教训 vt.演讲；训诫 vi.讲课；讲演

92 l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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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lesson 1 ['lesən] n.教训；课 vt.教训；上课

94 le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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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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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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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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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lo 1 [ləu] int.瞧！看！（表示惊讶或用以引起注意） n.(Lo)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罗；(朝)卢；(柬、刚(金)、缅、塞内)洛

100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01 loo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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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lose 1 [lu:z] vt.浪费；使沉溺于；使迷路；遗失；错过 vi.失败；受损失 n.(Lose)人名；(英)洛斯；(德)洛泽

103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104 louder 2 ['laʊdər] adj. 更大声的

105 ly 1 abbr.林业行业标准；淋巴细胞；铅合金 n.(Ly)人名；(老、柬、塞内、毛里塔)利；(东南亚国家华语)李

106 ma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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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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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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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mou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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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mu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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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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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nat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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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nes 1 abbr. 不另说明；别处不作说明(=not elsewhere specified)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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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ning 1 n. 宁

116 not 7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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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of 1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19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20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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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on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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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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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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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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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26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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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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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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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泰)巴；(法)帕尔

128 pitch 1 vi.倾斜；投掷；搭帐篷；坠落 vt.投；掷；定位于；用沥青涂；扎营；向前倾跌 n.沥青；音高；程度；树脂；倾斜；投
掷；球场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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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31 presentation 1 n.展示；描述，陈述；介绍；赠送

132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133 pronounce 2 [prəu'nauns] vt.发音；宣判；断言 vi.发音；作出判断

134 pronounc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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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pronunciation 2 [prəu,nʌnsi'eiʃən] n.发音；读法

136 questi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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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138 realize 1 vt.实现；认识到；了解；将某物卖得，把(证券等)变成现钱；变卖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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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relaxes 1 [rɪ'læks] v. 休息；放松；使 ... 放松；放宽

141 remember 1 [ri'membə] vt.记得；牢记；纪念；代…问好 vi.记得，记起

142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143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144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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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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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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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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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shorter 1 ['ʃɔ:tə] adj.较短的；更短的；更矮的（short的比较级） n.(Shorter)人名；(英)肖特

149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150 skip 1 [skip] vi.跳跃；跳绳；遗漏；跳读 vt.跳过；遗漏 n.跳跃；跳读 n.(Skip)人名；(英)斯基普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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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softer 1 英 [sɒft] 美 [sɔː ft] adj. 柔软的；柔和的；温和的；不强烈的；轻的 adv. 柔软地；温和地 n. 柔软的东西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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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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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soun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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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sound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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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speak 1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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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speak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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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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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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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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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stress 4 [stres] n.压力；强调；紧张；重要性；重读 vt.强调；使紧张；加压力于；用重音读 n.(Stress)人名；(意)斯特雷斯

164 stressed 5 [strest] adj.紧张的；感到有压力的 v.强调（stress的过去分词）；给…加压力

165 swa 1 abbr. 单股铠装线(=sheathed wire rope)

166 swallow 2 ['swɔləu] vt.忍受；吞没 vi.吞下；咽下 n.燕子；一次吞咽的量 n.(Swallow)人名；(英)斯沃洛

167 swallowed 1 英 ['swɒləʊ] 美 ['swɑ lːoʊ] n. 燕子；吞咽；一次吞咽的量 v. 忍受；吞下；咽下；轻信；不流露感情；收回

168 syllable 9 ['siləbl] n.音节 vt.划分音节 vi.按音节发音；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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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syllables 9 ['sɪləbl] n. 音节 vt. 分音节

170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171 talk 2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172 teacher 4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173 teeth 1 [ti:θ] n.牙齿

174 ten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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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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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thanks 1 n.谢谢（只用复数） int.谢谢

177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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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the 2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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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181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82 think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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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184 thi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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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three 4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186 throughout 1 [θru:'aut] adv.自始至终，到处；全部 prep.贯穿，遍及

187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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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t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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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tongu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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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topic 1 ['tɔpik] n.主题（等于theme）；题目；一般规则；总论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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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turned 1 adj.被转动的；变质的；车削的 v.使变成（turn的过去式）；转动

193 two 4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94 unstressed 6 [,ʌn'strest] adj.无应力的；不强调的；不重读的

195 us 3 pron.我们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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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vegetable 4 ['vedʒitəbl] n.蔬菜；植物；植物人 adj.蔬菜的；植物的

198 vej 1 韦伊

199 ven 1 abbr.虚拟企业网（VirtualEnterpriseNetwork）；虚拟设备编号（VirtualEquipmentNumber）；委内瑞拉（国家代码） n.(Ven)
人名；(荷)芬；(柬、塞)文

200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201 vowel 8 ['vauəl] n.元音；母音 adj.元音的

202 vowels 8 元音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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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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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w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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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wed 1 [wed] vt.与...结婚；娶；嫁 vi.结婚；娶；嫁

207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208 week 2 [wi:k] n.周，星期

209 Wenz 1 文茨

210 w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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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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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whole 2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13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214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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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16 wor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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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word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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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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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20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21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22 you 1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23 your 6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224 ze 1 (=zone electrophoresis) 区带电泳, 电泳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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