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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频词汇

 除     chú    prep. & v.

 except;  get rid of A画儿上除了这一处， 
其余都是空白。

B他正在花园里除草。

 标题     biāotí    n.

 title, heading, headline A下列哪项适合做 
上文的标题？

B标题请自拟。

 盛     ch9ng    v.

 hold A请帮客人盛碗米饭。
B水缸里盛满了水。

 创作     chuàngzuò    v.

 create, produce, write A那个剧本是两位 
作者共同创作的。

B请问您创作小说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刺     cì    n. & v.

 thorn, splinter; prick A很多植物都长着刺。
B一位国王被路上的石子刺痛了脚。

 端     duān    v.

 hold sth. level with both hands, carry  
A客人一来，妈妈赶紧端出点心和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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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猎人端着枪，瞄准了渐渐远去的公狼，
却没有扣下扳机。

 拥有     yōngyǒu    v.

 have, possess A桂林位于广西省的东北 
部，它拥有“甲天下”的山水风光。

B人们往往因为追求完美而失去一些他们
原本可以拥有的东西。

 民间     mínjiān    n.

 folk A窗花是中国传统的剪纸艺术品， 
在中国民间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B豆汁是具有独特风味的北京民间小吃，
已经流传了上千年。

 本身     běnshēn    pron.

 itself  A建筑本身就是技术与艺术两者的 
综合体现。

B人本身有免疫力。

 心态     xīntài    n.

 attitude, state of mind  A要想保持好的心情， 
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B不同的心态与思维模式会导致不同的结
果与命运。

 挫折     cuòzhé    n.

 setback, frustration A生活道路上的一次次 
挫折会成为我们宝贵的财富。

B挫折是美丽的，虽然它会给我们带来痛
苦，但也能磨炼毅力和激发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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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待     kàndài    v.

 look upon, treat A每个人看待问题的  
角度不同。

B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意识     yìshi    n. & v.

 consciousness; realise A当人的注意力不集 
中时，就会下意识地眨眼，从而减少进
入大脑的信息。

B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很幸运，跟这位司机
同车出游，真是太棒了。

 事业     shìyè    n.

 career, undertaking, cause A他知道我提前 
退学一定是去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了。

B如果自己的衣食住行都解决了，就要尽可
能地去帮助别人，多做慈善事业。

 素质     sùzhì    n.

 inner quality A科技的发展，国家的振兴， 
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
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 

B许多跨国公司不惜重金为自己企业的职
员进行形象培圳和设计，就是为了提高
职员个人素质。

 消除     xiāochú    v.

 eliminate, remove A赞美别人有助于加深 
友谊，消除误会，还可以让自己觉得快乐。

B在景色优美的园林中散步，有助于消除
长时间工作带来的紧张和疲乏，使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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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力得到恢复。

 需求     xūqiú    n.

 requirement, demand A不管你是出售产品 
还是出售服务，最主要还是看有没有市
场需求。

B储备人才是为了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

 生物     shēngwù    n.

 organism, living creature  A众所周知，海洋 
中有着丰富的生物和矿产资源。

B鲸是海洋中最大的生物。

 调节     tiáojié    v.

 adjust, regulate, harmonize A这个加湿器 
可以自动调节湿度。

B主持节目时，适当的幽默是调节现场气
氛的润滑剂。

 思维     sīwéi    n.

 thought, thinking A从事音乐事业主要运用 
的是形象思维和艺术语言。

B语言的使用，促进了人类思维的发展，
使得大脑更加发达。

 财富     cáifù    n.

 wealth, riches A员工是一个团队最宝贵的 
财富。

B对作家来说财富有两笔，一笔是稿费，
一笔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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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巧     jìqiǎo    n.

 skill, technique A有的人说话中听，有的 
人说话不中听，这与交谈的礼仪礼节、
谈话技巧等都有关系。

B笛子的演奏技巧丰富，品种也多种多样。

 生存     shēngcún    n. & v.

 survival; survive A家务既能教会孩子实际 
生存的技能，又能使孩子领悟到一些人
生的道埋。

B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是物竞天择，适者
生存，并非强者生存。

 副     fù    adj. & m.w.

 deputy; (measure word for glasses, gloves, etc.) 
A坐在我身边的是欢乐谷的副总经理郑先

生。
B他戴着一副眼镜。

 激发     jīfā    v.

 arouse, excite A老师的称赞激发了我的 
积极性。

B那些受外界阻力而激发、升温的爱情，
往往经受不住考验。

 来源     láiyuán    n. & v.

 source, origin; come from  A河水的来源除了 
地下水之外，还有雨水。

B我写作的灵感来源于生活中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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