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3-13 [Arts and Culture] Play Explores Humor, Complexity of
Learning English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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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nglish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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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s 2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5 sh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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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to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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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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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9 i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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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language 12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1 o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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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th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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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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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play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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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普莱

15 whe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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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you 10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7 bu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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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different 9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9 lik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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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Farsi 7 ['fa:si] n.波斯语

21 speakin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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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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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Grammy 6 ['græmi] n.格莱美奖（美国镀金唱片奖）

24 h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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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learning 6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26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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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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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lso 5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0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1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2 clas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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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lham 5 伊尔哈姆

34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35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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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mo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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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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Persian 5 猫老大

38 speak 5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39 students 5 [st'juːdnts] 学生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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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ecause 4 [bi'kɔz] conj.因为

42 foreign 4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43 how 4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44 languages 4 ['læŋɡwɪdʒɪz] n.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

45 marjan 4 n. 瓦济赫瓦(在阿富汗；东经 68º16' 北纬 32º09')

46 says 4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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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ve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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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who 4 pron.谁；什么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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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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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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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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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plores 3 英 [ɪk'splɔː (r)] 美 [ɪk'splɔː r] v. 探测；探险；考察；探究

55 feels 3 [fiː l] v. 感觉；觉得；触摸；摸起来；认为；摸索 n. 感觉；触觉

56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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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idiot 3 ['idiət] n.笨蛋，傻瓜；白痴

58 learn 3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59 m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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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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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63 pers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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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speaks 3 [spiː k] v. 讲；说话；演说；发言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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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accent 2 ['æksənt, æk'sent] n.口音；重音；强调；特点；重音符号 vt.强调；重读；带…口音讲话

67 accessible 2 [ək'sesəbl] adj.易接近的；可进入的；可理解的

68 already 2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69 Canada 2 ['kænədə] n.加拿大（北美洲国家）

70 comedy 2 [英['kɒmɪdɪ] 美['kɑmədi]] n.喜剧；喜剧性；有趣的事情

71 communicate 2 vi.通讯，传达；相通；交流；感染 vt.传达；感染；显露

72 contradictory 2 [,kɔntrə'diktəri] adj.矛盾的；反对的；反驳的；抗辩的 n.对立物；矛盾因素

73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74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75 etc 2 adv.等等，及其他

76 experience 2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77 feel 2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78 feeling 2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79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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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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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goli 2 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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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honor 2 ['ɔnə] n.荣誉；信用；头衔 vt.尊敬（等于honour）；给…以荣誉

83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84 Iran 2 [i'rɑ:n; i'ræn] n.伊朗（亚洲国家）

85 Iranian 2 [i'reinjən] adj.伊朗的；伊朗人的；伊朗语的 n.伊朗人；伊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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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knows 2 英 [nəʊ] 美 [noʊ] v. 了解；知道；认识 n. 知情

88 layered 2 ['leiəd] adj.分层的；层状的 v.分层堆积；用压条法培植（layer的过去分词）

89 lost 2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90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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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movie 2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92 mu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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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94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95 Obie 2 ['əubi] n.奥比奖（颁发给纽约百老汇大街以外优秀剧目的年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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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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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parts 2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99 personality 2 [,pə:sə'næləti] n.个性；品格；名人

100 poetry 2 ['pəuitri] n.诗；诗意，诗情；诗歌艺术

101 roya 2 n. 弯柱鼓藻属(中带藻科)

102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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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shame 2 [ʃeim] n.羞耻，羞愧；憾事，带来耻辱的人 vt.使丢脸，使羞愧 n.(Shame)人名；(科特)沙梅

104 simp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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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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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sometimes 2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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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teacher 2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109 test 2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110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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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toefl 2 ['təufəl] abbr.托福考试（TestofEnglishasaForeignLanguage）

112 uncomfortable 2 [,ʌn'kɔmfətəbl] adj.不舒服的；不安的

113 us 2 pron.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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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wanted 2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116 wants 2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17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18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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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121 abilities 1 [ə'bɪləti] n. 能力；才能

122 able 1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123 absolutely 1 ['æbsəlju:tli, ,æbsə'lju:tli] adv.绝对地；完全地

124 access 1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125 actor 1 ['æktə] n.男演员；行动者；作用物

126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127 adults 1 [æ'dʌlts] n. 成年人；成年动物；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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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agrees 1 [ə'ɡriː ] v. 同意；赞成；承认；符合；一致

129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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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ancient 1 ['ei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过时的；年老的 n.古代人；老人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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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134 appreciate 1 [ə'pri:ʃieit] vt.欣赏；感激；领会；鉴别 vi.增值；涨价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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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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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audience 1 [ˈɔː diəns] n.观众；听众；读者；接见；正式会见；拜会

138 Australia 1 [ɔ'streiljə] n.澳大利亚，澳洲

139 award 1 [ə'wɔ:d] vt.授予；判定 n.奖品；判决

140 awards 1 英 [ə'wɔː d] 美 [ə'wɔː rd] n. 奖品；奖 v. 授予；给予；判给

141 baby 1 ['beibi] n.婴儿，婴孩；孩子气的人 vt.纵容，娇纵；把……当婴儿般对待 adj.婴儿的；幼小的 n.(Baby)人名；(法、葡)巴
比；(英)巴比，芭比(女名)；(俄)巴贝

142 banned 1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143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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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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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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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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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born 1 [bɔ:n] v.出世（bear的过去分词） adj.天生的 n.(Born)人名；(柬)邦；(英、西、俄、捷、德、瑞典、匈)博恩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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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151 Broadway 1 ['brɔ:dwei] n.百老汇（美国纽约市戏院集中的一条大街）

152 broken 1 ['brəukən] adj.破碎的；坏掉的 v.折断；打碎；损坏（break的过去分词）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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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capital 1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155 capture 1 vt.俘获；夺得；捕捉，拍摄,录制 n.捕获；战利品，俘虏

156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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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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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charac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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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61 clearly 1 ['kliəli] adv.清晰地；明显地；无疑地；明净地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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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comedies 1 ['kɒmədɪz] 喜剧

164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165 complexity 1 [kəm'pleksiti] n.复杂，复杂性；复杂错综的事物

166 corrects 1 [kə'rekt] adj. 正确的；得体的 v. 改正；纠正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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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covering 1 ['kʌvəriŋ] adj.掩盖的，掩护的 n.遮盖物，覆盖物 v.覆盖；穿（cover的ing形式）；代替

169 deals 1 [diː l] n. 协定；交易；大量 v. 应付；分配；处理；交易；经营

170 disagrees 1 [dɪsəɡ'riː z] 不乐意

171 discussion 1 [dis'kʌʃən] n.讨论，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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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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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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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dog 1 [dɔg, dɔ:g] n.狗；丑女人；卑鄙的人；(俚)朋友 vt.跟踪；尾随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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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名）；（英）多恩（人名）

176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177 eas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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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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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mbarrassed 1 [im'bærəst] adj.尴尬的；窘迫的 v.使...困窘；使...局促不安（embarrass的过去分词形式）

180 enjoyable 1 adj.快乐的；有乐趣的；令人愉快的

181 enjoys 1 [ɪn'dʒɔɪ] v. 享受；喜欢

182 entirely 1 [in'taiəli] adv.完全地，彻底地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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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cited 1 [ik'saitid] adj.兴奋的；激动的；活跃的 v.激动；唤起（excite的过去分词）

185 express 1 [ik'spres] vt.表达；快递 adj.明确的；迅速的；专门的 n.快车，快递，专使；捷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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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failed 1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8 finishes 1 ['fɪnɪʃ] v. 完成；结束；最后加工；用完 n. 结束；完成；最后一层涂饰

189 fit 1 ['fit] vt.安装；使……适应；使……合身；与……相符 vi.符合，配合；适合；合身 adj.健康的；合适的；恰当的；准备好的
n.合身；发作；痉挛 n.(Fit)人名；(捷、罗)菲特

190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91 fluency 1 n.（语言、文章）流利；（技能）娴熟 n.流畅度（写作演讲等）

192 fluent 1 ['flu(:)ənt] adj.流畅的，流利的；液态的；畅流的

193 fluently 1 ['flu:əntlɪ] adv.流利地；通畅地

194 foolish 1 ['fu:liʃ] adj.愚蠢的；傻的

195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96 French 1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197 funny 1 adj.有趣的，好笑的，滑稽的；（口）稀奇的，古怪的，奇异的；有病的，不舒服的；狡猾的，欺骗（性）的，可疑
的，不光明 n.滑稽人物；笑话，有趣的故事；滑稽连环漫画栏；（英）（比赛用）单人双桨小艇

198 games 1 [geɪmz] n. [计算机] 游戏程序 n. 运动会；比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 v. 赌博（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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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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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go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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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grandchildren 1 [ɡ'ræntʃɪldrən] n. 孙儿女们 名词grandchild的复数.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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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206 guilt 1 [gilt] n.犯罪，过失；内疚

207 hate 1 [heit] vt.憎恨；厌恶；遗憾 vi.仇恨 n.憎恨；反感 n.(Hate)人名；(法)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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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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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herself 1 [hə:'self] pron.她自己（she的反身代词）；她亲自

211 honest 1 ['ɔnist] adj.诚实的，实在的；可靠的；坦率的

212 hoping 1 ['həʊpɪŋ] n.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

213 howe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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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humor 1 ['hju:mə] n.幽默，诙谐；心情 vt.迎合，迁就；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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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humorous 1 ['hju:mərəs] adj.诙谐的，幽默的；滑稽的，可笑的

216 ideas 1 观念

217 identity 1 [ai'dentəti] n.身份；同一性，一致；特性；恒等式

218 immense 1 [i'mens] adj.巨大的，广大的；无边无际的；非常好的

219 immensely 1 [i'mensli] adv.极大地；无限地；广大地；庞大地

220 incorrectly 1 [,inkə'rektli] adv.错误地；不适当地

221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222 intellect 1 ['intəlekt] n.智力，理解力；知识分子；思维逻辑领悟力；智力高的人

223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224 iranians 1 n.伊朗人( Iranian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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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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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laugh 1 [lɑ:f, læf] n.笑；引人发笑的事或人 vi.笑 vt.以笑表示；使…笑得

229 learned 1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230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231 lies 1 [laɪ] v. 躺下；位于；在于；平放；存在；延伸；说谎 n. 谎言

232 likes 1 n.好恶；爱好的事物 v.喜欢；愿意（lik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Likes)人名；(英)莱克斯

233 listen 1 ['lisən] vi.听，倾听；听从，听信 n.听，倾听

234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235 lived 1 [livd, 'laivd] adj.有生命的 v.居住（live的过去分词）；活着；度过；以…为生

236 losing 1 ['lu:ziŋ] n.损失；失败 adj.输的；失败的；导致失败的 v.失去；损失（lose的ing形式）；错过

237 lo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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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239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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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242 meaningful 1 ['mi:niŋful] adj.有意义的；意味深长的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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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245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246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247 multilingual 1 [,mʌlti'liŋgwəl] adj.使用多种语言的 n.使用多种语言的人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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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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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novel 1 ['nɔvəl] adj.新奇的；异常的 n.小说 n.(Novel)人名；(法、西、英)诺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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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omid 1 奥米德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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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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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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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painful 1 ['peinfl] adj.痛苦的；疼痛的；令人不快的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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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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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泰)巴；(法)帕尔

259 pass 1 [pɑ:s, pæs] n.及格；经过；护照；途径；传球 vi.经过；传递；变化；终止 vt.通过；经过；传递 n.(Pass)人名；(英、法、
德、俄)帕斯

260 perfect 1 ['pə:fikt, pə'fekt] adj.完美的；最好的；精通的 vt.使完美；使熟练 n.完成式 n.(Perfect)人名；(英)珀费克特

261 phrase 1 [freiz] n.短语,习语,措辞,乐句 vt.措词,将(乐曲)分成乐句

262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263 plays 1 [pleɪ] v. 玩；比赛；（在运动队中）担当；派...出场；带；踢；击（球）；走（棋子）；出牌；演奏；播放；扮演；假
装；上演；发挥（作用）；应付；处理；掠过；浮现；使轻快地活动；（喷泉）喷涌；做游戏 n. 游戏；戏剧；比赛；发挥
作用；玩笑；间隙；闪烁；闪现

264 poem 1 ['pəuim] n.诗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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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preparing 1 [prɪ'peərɪŋ] adj. 准备的；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

267 p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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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program 1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269 proud 1 [praud] adj.自豪的；得意的；自负的 n.(Proud)人名；(英)普劳德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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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raised 1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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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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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275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76 regret 1 [ri'gret] n.遗憾；抱歉；悲叹 vt.后悔；惋惜；哀悼 vi.感到后悔；感到抱歉

277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278 released 1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9 rice 1 [rais] n.稻；米饭 vt.把…捣成米糊状 n.(Rice)人名；(瑞典)里瑟；(塞)里采；(英)赖斯

280 romantic 1 [rəu'mæntik] adj.浪漫的；多情的；空想的 n.浪漫的人 vt.使…浪漫化

281 rule 1 [ru:l] vi.统治；管辖；裁定 n.统治；规则 vt.统治；规定；管理；裁决；支配 n.(Rule)人名；(英)鲁尔；(塞)鲁莱

282 run 1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283 sadness 1 ['sædnis] n.悲哀

284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85 seems 1 [siː mz]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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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sentences 1 ['sentəns] n. 句子；判决 vt. 宣判；判决

288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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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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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292 sides 1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293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294 skilled 1 [skild] adj.熟练的；有技能的；需要技能的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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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someplace 1 ['sʌmpleis] adv.在某处 n.某处

297 son 1 [sʌn] n.儿子；孩子（对年轻人的称呼）；男性后裔 n.(Son)人名；(土、老、柬)松；(法、罗)索恩；(日)存(名)；(日)孙
(姓)；(越)山

298 song 1 [sɔŋ, sɔ:ŋ] n.歌曲；歌唱；诗歌；鸣声 n.(Song)人名；(泰)颂；(柬)松；(英)桑；(老)宋；(越)双；(东南亚国家华语)松

299 songs 1 ['sɒŋz] n.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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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sou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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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spoken 1 ['spəukən] adj.口语的，口头的 v.说（speak的过去分词）

302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303 stupid 1 ['stju:pid, 'stu:-] adj.愚蠢的；麻木的；乏味的 n.傻瓜，笨蛋

304 t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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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306 Tara 1 [tə'rɑ:] int.再会！ n.(Tara)人名；(英、西、芬、罗、匈、印、刚(金)、纳米)塔拉

307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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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texture 1 ['tekstʃə] n.质地；纹理；结构；本质，实质

310 textured 1 ['tekstʃəd] adj.有织纹的；手摸时有感觉的；具有特定结构的；特征显著的 v.使具有某种结构（texture的过去分词）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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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theater 1 ['θiətə, 'θi:ə-] n.电影院，戏院，剧场；戏剧；手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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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315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316 thinks 1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317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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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tim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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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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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22 tri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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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unclear 1 英 [ˌʌn'klɪə(r)] 美 [ˌʌn'klɪr] adj. 不清楚的；含混的

324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325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326 uneasy 1 [,ʌn'i:zi] adj.不舒服的；心神不安的；不稳定的

327 universal 1 [,ju:ni'və:səl] adj.普遍的；通用的；宇宙的；全世界的；全体的 n.一般概念；普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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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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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upper 1 ['ʌpə] adj.上面的，上部的；较高的 n.(Upper)人名；(英)厄珀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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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various 1 ['vεəriəs] adj.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

333 voices 1 n. 声音 名词voice的复数形式. abbr. 音控识别计算机输入系统(=Voice Operated Identification Computer Entry System)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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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watch 1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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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we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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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whereas 1 [hwεə'æz] conj.然而；鉴于；反之

339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40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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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worried 1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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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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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英)朗

345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46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347 youngest 1 ['jʌŋgist] n.最小的儿子；年纪最小的人 adj.最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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