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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频词汇

 项     xiàng   m.w.

 (measure word for project, sports, etc.) 
A乒乓球最开始其实是英国人发明的一项

饭后运动。
B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 37% 的人愿

意回到没有手机的时代，而 63% 的人则
明确表示不愿意。

 次     cì   m.w.

 (measure word for time) A他们不是第一次 
见面。

B上次多亏了你的积极配合。

 便     biàn   adv.

 so, then A邻居新买了一架钢琴，我们家 
便多了一些不安静。

B财主正在陪客人聊天，他怕客人知道自
己不识字，便假装在看信。

 人生     rénshēng   n.

 life A你们只有不断地捡拾“柴”，才能 
使人生不断加温，最终让生命沸腾起来。

B你们无法预测自己人生的道路会是什么
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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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     rúhé    pron.

 how  A太多的机会，往往使人不知如何 
选择。

B你昨天去健身房了吗？感觉如何？

 目标     mùbiāo   n.

 target, goal A一个青年大学毕业后，曾为 
自己树立了许多目标，可是几年下来，
他依然一事无成，最后他决定去找一位
智者。

B如果你们有了目标，那么，是否应该把
它写下来呢？

 对方     duìfāng   n.

 other side, counterpart A我们俩谁也没能说 
服对方。

B一般来说，应该是销售商承担，但对方
认为费用太高，所以我们还在谈判。

 某     mǒu    pron.

 some, sb. or sth. indefinite A去年的某一天， 
他给我打了个电话。

B古时候，某人想向一个财主借牛，于是
便请人给财主送去一封借牛的信。

 所     suǒ   m.w. & part.

(measure word for houses, small buildings, insti-
tutions, etc.; particle used before a verb to form a 
noun phrase)
A我被一所名牌大学录取了。
B人物画所表现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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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方式     fāngshì   n.

 way, style A关于付款方式，合同里规定 
了吗？

B握手是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增进友谊
的重要方式。

 取消     qǔxiāo   v.

 cancel A我可以取消这个订单吗？
B你的比赛资格已经被取消了。

 文件     wénjiàn   n.

 document, file A王经理还在等着看这份 
文件呢，我必须马上给他送过去。

B你帮我看一下，我昨天带回家的那份文
件是不是在沙发上？

 装     zhuāng   v.

 fill, pretend A老师拿了一个大玻璃瓶子到 
教室，瓶子里装着满满的石头、玻璃碎
片和沙子。

B小偷装得若无其事，不露一点儿马脚。

 保持     bǎochí   v.

 keep, hold A我们要是能永远保持年轻那 
该多好。

B图书馆内要保持安静。

 表现     biǎoxiàn   v.

 show, behave A人物画所表现的是人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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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社会的关系。
B他在工作中的表现十分突出。

 处理     chǔlǐ   v.

 handle A她善于处理这样的紧急情况。
B遇到问题我们应该灵活处理。

 产生     chǎnshēng   v.

 come into being, produce A甲骨文大约是在 
商周之际产生的。

B对待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态，
因而也就有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

 过敏     guòmǐn   v.

 be allergic A我皮肤有点儿过敏。
B您好，我儿子吃海鲜过敏了，请问应该

看哪个科？

 合同     hétong   n.

  contract A我们已经按照合同上规定的日 
期发货了。

B他跟房东签了一年的合同，年底才到
期呢。

 价值     jiàzhí   n.

 value, worth A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我们 
会发现自己的价值，会有一种成就感。

B很多时候最佳目标并不是最有价值的那
个，而是最有可能实现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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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于     shànyú   v.

 be good at, be adept in A她善于处理这样的 
紧急情况。

B少数人属于自用人才，这种人大多可以
成为老板，他们善于扬长避短，能独立
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

 调整     tiáozhěng   v.

 adjust A我们调整一下开幕式时间吧，现 
在定的时间太早了，我担心一部分嘉宾
不能准时到。

B股票市场正面临着新的调整。

 享受     xiǎngshòu   v.

 enjoy A我喜欢在沙滩排球场上，半躺在 
沙滩椅中，头顶着蓝天，脚下踩着软软
的细沙，吹着海风，享受那份惬意。

B爷爷也该去好好享受他的退休生活了。

 则     zé   conj.

 while (used to express contrast)
A花鸟画表现的则是大自然的各种生命与

人和谐相处。
B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 37% 的人愿

意回到没有手机的时代，而 63% 的人则
明确表示不愿意。

 产品     ch2npǐn   n.

 goods, product A公司的产品最近卖得特 
别好。

B这种产品针对的主要是中老年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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