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3-17 [Everyday Grammar] Reviewing Your Poetry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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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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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4 adj 4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5 adjectives 5 ['ædʒɪktɪvz] 形容词

6 admit 1 [əd'mit] vt.承认；准许进入；可容纳 vi.承认；容许

7 advising 1 [əd'vaɪzɪŋ] n. 劝告；通知；忠告 动词advise的现在分词形式.

8 affection 1 [ə'fekʃən] n.喜爱，感情；影响；感染

9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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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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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3 and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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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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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ntonym 1 ['æntəunim] n.[语]反义词

16 antonyms 1 ['æntənɪmz] 反义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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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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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rms 1 [a:mz] n.臂（arm的复数）；[军]武器；纹章 v.武装；配备（arm的三单形式） n.(Arms)人名；(英)阿姆斯

20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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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2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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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unty 2 ['ɑ:nti, 'æn-] n.舅妈，伯母；阿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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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ear 1 vt.结果实，开花（正式） vt.忍受；承受；具有；支撑 n.熊 n.(Bear)人名；(英)贝尔

26 bearing 1 ['bεəriŋ] n.[机]轴承；关系；方位；举止 v.忍受（bear的ing形式）

27 beautiful 2 ['bju:tiful] adj.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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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lue 4 n.蓝色；[复数]（美国海、陆、空三军穿的）蓝色制服；蓝颜料；[theblue(s)][用作单数或复数]布鲁斯（歌曲）（一种伤
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蓝色的；沮丧的，忧郁的；下流的 vt.把…染成蓝色；使成蓝色；给…用上蓝剂；用上蓝剂于 vi.变成
蓝色，呈蓝色 n.（英、西、意）布卢（人名）

30 bodies 1 英 ['bɒdi] 美 ['bɑːdi] n. 身体；主体；正文；主要部分；尸体；躯体；团体 v. 赋…以形体

31 books 1 ['bʊks] n. 帐目；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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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right 2 [brait] adj.明亮的，鲜明的；聪明的；愉快的 adv.明亮地；光明地；欢快地 n.车头灯光 n.(Bright)人名；(英)布赖特

34 bring 1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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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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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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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are 1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39 caring 3 ['kεəriŋ] adj.有同情心的；表示或感到关怀或关心的 v.关心；照顾（care的现在分词）

40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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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42 certain 1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43 chalk 2 [tʃɔ:k] vt.用粉笔写；用白垩粉擦；记录；规划 n.粉笔；白垩；用粉笔划的记号 adj.用粉笔写的 vi.变成白垩状 n.(Chalk)人
名；(英)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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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hoice 1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46 choices 1 ['tʃɔɪsɪs] n.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

47 chose 3 [英[tʃəʊz] 美[tʃoz]] v.choose的过去式,选择 n.【法律】物体；动产 n.(Chose)人名；(法)肖兹

48 cinquain 8 [siŋ'kein] n.五行诗；五个的一组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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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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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loth 1 [klɔθ, klɔ:θ] n.布；织物；桌布 adj.布制的 n.(Cloth)人名；(德)克洛特

52 colored 1 ['kʌləd] adj.有色的；着色的；有色人种的 v.把...染色，粉饰，脸红（color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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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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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omme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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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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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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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ompares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59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60 considers 1 英 [kən'sɪdə(r)] 美 [kən'sɪdər] v. 考虑；思考；认为；体谅；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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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reate 2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63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64 crying 2 ['kraiiŋ] adj.叫喊的，嚎哭的；显著的 v.哭泣；喊叫；乞求（cry的ing形式）

65 cuddle 1 ['kʌdl] vi.拥抱；偎依；舒服地贴著身睡 vt.拥抱；亲热地搂住；抚爱地拥抱 n.搂抱，拥抱

66 cuddling 1 ['kʌdl] vt. 怀抱；拥抱 vi. 拥抱；依偎 n. 搂抱；拥抱

67 daughter 1 ['dɔ:tə] n.女儿；[遗][农学]子代 adj.女儿的；子代的

68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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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70 delight 4 [di'lait] n.高兴 vi.高兴 vt.使高兴 n.(Delight)人名；(英)迪莱特

71 describe 2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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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descriptive 1 [di'skriptiv] adj.描写的，叙述的；描写性的

74 destruction 1 [di'strʌkʃən] n.破坏，毁灭；摧毁

75 diamond 3 ['daiəmənd] n.钻石，金刚石；菱形；方块牌 adj.菱形的；金刚钻的 n.(Diamond)人名；(英、意、葡)戴蒙德；(法)迪亚蒙

76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77 diminutive 1 [di'minjutiv] adj.小的，小型的，微小的 n.爱称；指小词；身材极小的人

78 disrespectful 2 [disri,spektful] adj.无礼的；失礼的；不尊敬的

79 disruptive 1 [dis'rʌptiv] adj.破坏的；分裂性的；制造混乱的

80 divided 1 [di'vaidid] adj.分裂的；分开的；有分歧的 v.分开（divide的过去分词）；分离

81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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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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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84 doom 1 [du:m] n.厄运；死亡；判决；世界末日 vt.注定；判决；使失败 n.(Doom)人名；(泰)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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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doomed 2 [dʊmd] adj. 命中注定的 动词doom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6 drops 1 [drɒps] n. 珠；滴剂（名词drop的复数形式） v. 滴，滴下，滴落（动词dr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87 dry 1 [drai] adj.干的；口渴的；枯燥无味的；禁酒的 vt.把…弄干 vi.变干 n.干涸 n.(Dry)人名；(法)德里

88 dust 1 [dʌst] n.灰尘；尘埃；尘土 vt.撒；拂去灰尘 vi.拂去灰尘；化为粉末 n.(Dust)人名；(德、俄)杜斯特

89 duster 2 ['dʌstə] n.抹布，掸子；除尘器；打扫灰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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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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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ither 1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93 emotion 2 [i'məuʃən] n.情感；情绪

94 ends 3 ['endz] n. 结束；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

95 enduring 1 [in'djuəriŋ] adj.持久的；能忍受的 v.忍耐（endure的ing形式）

96 Englis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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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njoyed 1 [ɪn'dʒɔɪd] v. 享受，喜欢（动词enj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8 enthusiasm 1 [in'θju:ziæzəm, in'θu:-] n.热心，热忱，热情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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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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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citement 1 [ik'saitmənt] n.兴奋；刺激；令人兴奋的事物

103 explain 1 [ik'splein] v.说明；解释

104 failure 1 ['feiljə] n.失败；故障；失败者；破产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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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father 1 ['fɑ:ðə] n.父亲，爸爸；神父；祖先；前辈 vt.发明，创立；当…的父亲

107 feedback 1 ['fi:dbæk] n.反馈；成果，资料；回复

108 feel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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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feelings 1 ['fiː lɪŋs] n.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

110 feels 1 [fiː l] v. 感觉；觉得；触摸；摸起来；认为；摸索 n. 感觉；触觉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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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fifth 1 [fifθ] adj.第五的；五分之一的 n.第五；五分之一 num.第五

113 figuratively 1 ['figjurətivli] adv.比喻地；象征性地

114 filled 1 [fild] adj.满的；装满的；加满的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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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f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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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fi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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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119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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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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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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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fourth 2 [fɔ:θ] adj.第四的，第四个的；四分之一的 n.第四，月的第四日；四分之一 num.第四

124 Francis 5 ['frɑ:nsis] n.弗朗西斯（男子名，义为自由之人）

125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26 fun 1 [fʌn] n.乐趣；玩笑；有趣的人或事 adj.供娱乐用的 vi.开玩笑

127 function 1 ['fʌŋkʃən] n.功能；[数]函数；职责；盛大的集会 vi.运行；活动；行使职责

128 gentle 2 ['dʒentl] adj.温和的；文雅的 vt.使温和，使驯服 n.蛆，饵 n.(Gentle)人名；(英)金特尔

129 gi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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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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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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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grammar 1 ['græmə] n.语法；语法书

132 grey 4 [grei] adj.灰色的；灰白的 vt.使变成灰色；使变老 vi.变成灰色；老化 n.灰色 n.(Grey)人名；(英、法)格雷

133 haiku 4 ['haiku:] n.俳句；三行俳句诗

134 happen 2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35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136 happiness 1 ['hæpinis] n.幸福

137 hard 2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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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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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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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42 heating 1 ['hi:tiŋ] n.[热]加热；[建]供暖；暖气设备 adj.加热的；供热的 v.[热]加热（heat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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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his 6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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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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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hop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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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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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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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images 2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150 in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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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52 inevitable 3 [in'evitəbl] adj.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153 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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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inspiring 2 [in'spaiəriŋ] adj.鼓舞人心的；灌输的；启发灵感的 v.鼓舞；激发；使感悟（inspire的ing形式）

155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56 interesting 1 [ˈɪntrɪstɪŋ，ˈɪntrəstɪŋ] adj.有趣的；引起兴趣的，令人关注的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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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is 2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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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jack 8 [dʒæk] n.千斤顶；[电]插座；男人 vt.增加；提醒；抬起；用千斤顶顶起某物 adj.雄的

161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62 job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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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kin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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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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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last 2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持，够用；持久 vt.度过，拖过；使维持 adv.最后地；上次，最近；最后一点 n.(Last)人名；(英、德、葡、罗、瑞典)拉斯特

166 lastly 2 ['lɑ:stli, 'læstli] adv.最后，终于

167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168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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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171 lesson 1 ['lesən] n.教训；课 vt.教训；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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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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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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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174 lighting 1 ['laitiŋ] n.照明设备，舞台灯光 v.照明；点燃（light的ing形式）

175 li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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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line 14 [lain] n.路线，航线；排；绳 vt.排成一行；划线于；以线条标示；使…起皱纹 vi.排队；站成一排 n.(Line)人名；(英)莱
恩；(俄)利涅

177 lines 3 [laɪnz] n. (剧本中的)台词；诗歌；线条；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

178 listeners 2 ['lɪsnəz] n. 听众

179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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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181 longing 1 ['lɔŋiŋ, 'lɔ:ŋ-] n.渴望，热望；憧憬 adj.渴望的，极想得到的 v.渴望（long的ing形式）

182 loo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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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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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lovely 1 adj.可爱的；令人愉快的；爱恋的；秀丽的，优美的 n.美女；可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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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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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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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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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means 3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90 m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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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moisture 2 ['mɔistʃə] n.水分；湿度；潮湿；降雨量

192 mood 2 [mu:d] n.情绪，语气；心境；气氛 n.(Mood)人名；(英)穆德；(瑞典)莫德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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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moth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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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moves 1 [muːv] n.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

196 Muhammad 4 [mu'hæməd] n.穆罕默德

197 natural 2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198 naturally 1 ['nætʃərəli] adv.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

199 negative 1 ['negətiv] adj.[数]负的；消极的；否定的；阴性的 n.否定；负数；[摄]底片 vt.否定；拒绝

200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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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nex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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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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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notebooks 1 n. 笔记本；笔记本电脑（notebook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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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nouns 1 ['naʊnz] n. 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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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objects 1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210 observed 1 [əb'zɜːvd] adj. 被观察的，被观测的 v. 观察，观测（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

211 of 2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12 off 2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213 okay 1 ['əu'kei, ,əu'kei, 'əukei] adv.可以；对；很好地 adj.可以；对；不错 n.同意，批准 int.好；行

214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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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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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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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on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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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onto 1 ['ɔntu, -tə] prep.在…之上；对…了解；映射到…上 adj.映射的；自身的；映成的

219 opposing 1 英 [ə'pəʊzɪŋ] 美 [ə'poʊzɪŋ] adj. 反作用的；反向的；相反的；对立的 动词oppose的现在分词.

220 or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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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order 1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222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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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our 4 ['auə, ɑ:] pron.我们的

225 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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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parts 5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27 passion 3 ['pæʃən] n.激情；热情；酷爱；盛怒

228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229 peaceful 2 ['pi:sful] adj.和平的，爱好和平的；平静的

230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31 peri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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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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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perspire 1 [pəs'paiə] vi.流汗；分泌；渗出 vt.使流汗；分泌出

234 perspiring 2 [pəs'paɪərɪŋ] 动词perspire的现在进行式

235 phenomenon 3 [fi'nɔminən, fə-] n.现象；奇迹；杰出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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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physic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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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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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普莱

239 pleasant 1 ['plezənt] adj.令人愉快的，舒适的；讨人喜欢的，和蔼可亲的 n.(Pleasant)人名；(英)普莱曾特

240 poem 8 ['pəuim] n.诗

241 poems 9 (=polyneuropathy, organomegaly(hepatosp lenomegaly), endocrinopathy, M protein, and skin) 多神经病、器官巨大症(肝脾肿
大)、内分泌病、M蛋白和皮肤病变(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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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44 pores 2 ['pɔː z] n. 气孔 名词pore的复数形式.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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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powerful 2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247 pronounc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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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protecting 2 [prə'tektiŋ] adj.保护的；防护的 v.保护；防护（protect的ing形式）

249 quiet 1 adj.安静的；安定的；不动的；温顺的 n.安静；和平 vt.使平息；安慰 vi.平静下来

250 rain 1 [rein] n.雨；下雨；雨天；雨季 vi.下雨；降雨 vt.大量地给；使大量落下 n.(Rain)人名；(法)兰；(英)雷恩；(罗、捷)赖恩

251 raindrops 1 ['reɪndrɒps] 雨点

252 re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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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readers 1 ['riː dəz] n. 读者

254 red 3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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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relief 2 n.救济；减轻，解除；安慰；浮雕

257 remove 1 [ri'mu:v] vt.移动，迁移；开除；调动 vi.移动，迁移；搬家 n.移动；距离；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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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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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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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request 1 [ri'kwest] n.请求；需要 vt.要求，请求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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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reviewing 1 [rɪ'vju ]ː n. 复习；回顾；检讨；评审 vt. 检阅；评论；温习；检讨 vi. 写评论

263 Robbins 1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264 rock 1 [rɔk] n.岩石；摇滚乐；暗礁 vt.摇动；使摇晃 vi.摇动；摇晃 n.(Rock)人名；(英、德、匈、意、瑞典)罗克

265 role 1 [rəul] n.角色；任务 n.(Role)人名；(意、塞、赤几)罗莱

266 salty 2 ['sɔ:lti] adj.咸的；含盐的

267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268 season 1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269 seco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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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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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ent 2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272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273 seventh 1 ['sevənθ] n.第七；七分之一 adj.第七的；七分之一的 adv.居第七位地

274 sheep 1 [ʃiː p] n.羊，绵羊；胆小鬼

275 shepherd 2 ['ʃepəd] vt.牧羊；带领；指导；看管 n.牧羊人；牧师；指导者 n.(Shepherd)人名；(英)谢泼德

276 shepherds 2 英 ['ʃepəd] 美 ['ʃepərd] n. 牧羊者；牧师；指导者 v. 牧羊；照看；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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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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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80 sister 2 n.姐妹；（称志同道合者）姐妹；修女；护士 adj.姐妹般的；同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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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283 sixth 1 [siksθ] n.月的第六日，（与the连用的）第六个；六分之一 adj.（与the连用）第六的，第六个的；六分之一的

284 skies 2 [skaiz] n.天空（sky的复数） v.把…投向空中；把…挂得过高；飞涨（sky的第三人称单数）

285 skin 3 [skin] n.皮肤；外皮 vt.剥皮 vi.愈合；长皮

286 sky 8 [skai] n.天空；顶点 vt.把…投向空中；把…挂得过高 vi.踢或击高空球；把桨叶翘得过高；飞涨 n.(Sky)人名；(英)斯凯

287 smart 1 [smɑ t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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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soft 1 [sɔft, sɔ:ft] adj.软的，柔软的；温柔的，温和的；软弱的；笨的 adv.柔软地；温和地 n.柔性；柔软的东西；柔软部分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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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91 somethin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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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93 speech 3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294 start 2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95 starts 1 [s'tɑ tːs] v. 开始；启动；开创（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 开始；开创（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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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stops 1 英 [stɒp] 美 [stɑːp] v. 停止；阻止；停留 n. 停止；逗留；车站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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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stro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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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structure 2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301 structured 2 ['strʌktʃəd] adj.有结构的；有组织的 v.组织；构成（structure的过去分词）；建造

302 structures 1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303 student 3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304 studied 1 ['stʌdid] adj.有计划的；故意的 v.学习（study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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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subjec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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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subjects 1 ['sʌbdʒɪkts] n. 科目 名词subject的复数形式.

307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308 summ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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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sunny 1 ['sʌni] adj.阳光充足的，和煦的；快活的；性情开朗的

310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311 sweat 5 [swet] vt.使出汗；流出；使干苦活；剥削；藉出汗减轻；焦急地期待 n.汗；水珠；焦急；苦差使 vi.出汗；辛苦工作；
懊恼；结水珠

312 sweet 2 [[swi:t] adj.甜的；悦耳的；芳香的；亲切的 n.糖果；乐趣；芳香；宝贝 （俚）酷毙了 n.(Sweet)人名；(英)斯威特

313 syllable 2 ['siləbl] n.音节 vt.划分音节 vi.按音节发音；讲话

314 syllables 13 ['sɪləbl] n. 音节 vt. 分音节

315 synonyms 1 ['sɪnənɪmz] n. 同义 名词synonym的复数形式.

316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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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teacher 5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319 teachers 1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320 teaching 2 ['ti:tʃiŋ] n.教学；教义 v.教学；教导（teach的ing形式）

321 thank 2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322 thao 6 陶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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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the 4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25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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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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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328 there 4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329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30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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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third 2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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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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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thoughts 2 ['θɔː ts] n.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

336 three 2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337 throug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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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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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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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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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tranquil 3 ['træŋkwil, 'træn-] adj.安静的，平静的；安宁的；稳定的

342 two 6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43 understand 2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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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

345 unpleasant 1 [,ʌn'plezənt] adj.讨厌的；使人不愉快的

346 unruly 3 [,ʌn'ru:li] adj.不守规矩的；任性的；难驾驭的

347 u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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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us 3 pron.我们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349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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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used 5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51 uses 3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352 using 3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53 verbs 2 [vɜːbz] n. 动词 名词verb的复数形式.

354 v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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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VOA 1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356 waiting 2 ['weitiŋ] n.等待；服侍 adj.等待的；服侍的 v.等待；伺候（wait的ing形式）；延缓 n.(Waiting)人名；(英)韦廷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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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warm 1 [wɔ:m] adj.温暖的；热情的 vi.同情；激动；变温暖 vt.使…兴奋；使…温暖；使…感兴趣 n.取暖；加热 n.(Warm)人名；
(英)沃姆；(德)瓦姆

359 warmer 1 n.取暖器；加热器；加热工人 adj.warm的比较级，更加温暖的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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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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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weather 2 ['weðə] n.天气；气象；气候；处境 vt.经受住；使风化；侵蚀；使受风吹雨打 vi.风化；受侵蚀；经受风雨 adj.露天
的；迎风的 n.(Weather)人名；(英)韦瑟

364 week 1 [wi:k] n.周，星期

365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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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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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w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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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which 4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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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73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374 wife 1 [wai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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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with 19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77 woman 2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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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wor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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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word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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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wo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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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383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84 worrying 2 ['wʌriiŋ, -'wə:-] adj.令人担心的；烦恼的 v.担心（worry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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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write 2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387 writing 1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388 wrote 5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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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your 10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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