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02-16 [As It Is] Jimi Hendrix London Apartment Opens As a
Museum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ve 1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2 acoustic 1 [ə'ku:stik] adj.声学的；音响的；听觉的 n.原声乐器；不用电传音的乐器 n.(Acoustic)人名；(法)阿库斯蒂克

3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4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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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7 age 1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扬
(姓)；(西、荷)阿赫

8 album 4 ['ælbəm] n.相簿；唱片集；集邮簿；签名纪念册

9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0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1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12 always 3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3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4 an 6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and 2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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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partment 5 [ə'pɑ:tmənt] n.公寓；房间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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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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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shtray 1 ['æʃtrei] n.烟灰缸

21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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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uthor 1 ['ɔ:θə] n.作者；作家；创始人 vt.创作出版

23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24 back 3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后
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25 band 1 n.带，环；[物]波段；(演奏流行音乐的)乐队 vi.用带绑扎；给...镶边 n.n.乐队；队；一群

26 bar 1 n.条，棒；酒吧；障碍；法庭 vt.禁止；阻拦 prep.除……外 n.(Bar)人名；(阿拉伯、德、法、俄、罗、捷、波、葡、以)巴
尔

27 Barrie 1 ['bæri] 巴里

28 base 1 [beis] n.基础；底部；垒 adj.卑鄙的；低劣的 vt.以…作基础 n.(Base)人名；(日)马濑(姓)

29 bass 1 [beis] n.鲈鱼；男低音；低音部；椴树 adj.低音的 n.(Bass)人名；(英、法、德、俄、罗、捷、马里、匈)巴斯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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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ed 2 [bed] n.床；基础；河底，海底 vt.使睡觉；安置，嵌入；栽种 vi.上床；分层

32 been 4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33 Blackmore 1 ['blækmɔ:] n.布莱克默（人名）；布莱克摩尔（英格兰山名）

34 blood 1 [blʌd] n.血，血液；血统 vt.从…抽血；使先取得经验 n.(Blood)人名；(英、西)布拉德

35 bluesman 1 ['blu:zmən] n.演奏勃鲁斯舞曲的人；演唱勃鲁斯歌曲的人

36 bob 1 [bɔb] n.短发；摆动；浮子；轻敲；悬挂的饰品 vt.剪短；敲击；使上下快速摆动 vi.上下跳动；振动 n.(Bob)人名；(英)鲍勃
(男子教名Robert的昵称)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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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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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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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41 brook 2 [bruk] vt.忍受；容忍 n.小溪；小河

42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43 century 1 ['sentʃuri] n.世纪，百年；（板球）一百分

44 Christian 1 ['kristjən; -tʃən] n.基督徒，信徒 adj.基督教的；信基督教的

45 clamshell 1 ['klæmʃel] n.蛤壳状挖泥器；蛤壳

46 clubs 1 [klʌb] n. 俱乐部；棍棒；(扑克牌中)梅花 v. 用棍棒打；分担花费；凑钱；泡夜总会

47 collection 1 [kə'lekʃən] n.采集，聚集；[税收]征收；收藏品；募捐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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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50 composed 1 [kəm'pəuzd] adj.镇静的；沉着的 v.组成；作曲（compose的过去分词）；著作

51 composer 1 [kəm'pəuzə] n.作曲家；作家，著作者；设计者

52 copy 1 ['kɔpi] vi.复制；复印；抄袭 vt.复制；复印；抄袭 n.副本；一册；摹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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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overs 1 英 ['kʌvə(r)] 美 ['kʌvər] n. 封面；盖子；套子；表面 v. 覆盖；涉及；包含；掩护；给…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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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ustoms 1 ['kʌstəmz] n.海关；风俗（custom的复数）；习惯；关税

57 darkroom 1 ['dɑ:krum] n.暗房；[摄]暗室

58 debut 1 ['deibju:] n.初次登台；开张 vi.初次登台 n.(Debut)人名；(法)德比

59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60 destroying 1 [dɪ'strɔɪ] v. 破坏；杀死；消灭；摧毁

61 detail 1 ['di:teil, di'teil] n.细节，详情 vt.详述；选派 vi.画详图

62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63 directors 1 [dɪ'rektəz] 董事

64 display 3 [,dis'plei] n.显示；炫耀 vt.显示；表现；陈列 vi.[动]作炫耀行为 adj.展览的；陈列用的

65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66 down 1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67 dresser 1 ['dresə] n.梳妆台；碗柜；化妆师；裹伤员 n.(Dresser)人名；(英、德)德雷瑟

68 drinking 1 ['driŋkiŋ] n.喝，饮；喝酒 v.饮（drink的ing形式）；喝

69 drug 1 [drʌg] n.药；毒品；麻醉药；滞销货 vt.使服麻醉药；使服毒品；掺麻醉药于 vi.吸毒 n.(Drug)人名；(罗)德鲁格

70 drum 1 [drʌm] vt.击鼓；大力争取 vi.击鼓；大力争取 n.鼓；鼓声 n.(Drum)人名；(英)德拉姆；(德)德鲁姆

71 drummer 1 ['drʌmə] n.鼓手；旅行推销员；跑街 n.(Drummer)人名；(德)德鲁默尔；(法)德吕梅；(英)德鲁默

72 Dylan 1 ['dilən] n.狄伦（男子名）

73 electric 1 [i'lektrik] adj.电的；电动的；发电的；导电的；令人震惊的 n.电；电气车辆；带电体

74 established 1 [i'stæbliʃt] adj.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

75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76 every 2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77 exhibit 2 [ig'zibit] vt.展览；显示；提出（证据等） n.展览品；证据；展示会 vi.展出；开展览会

78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79 experienced 2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80 extraordinary 1 adj.非凡的；特别的；离奇的；特派的

81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82 features 1 ['fiː tʃəz] n. 容貌；特征 名词feature的复数形式.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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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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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flat 5 adj.平的；单调的；不景气的；干脆的；平坦的；扁平的；浅的 adv.（尤指贴着另一表面）平直地；断然地；水平地；直
接地，完全地 n.平地；公寓；平面 vt.使变平；[音乐]使（音调）下降，尤指降半音 vi.逐渐变平；[音乐]以降调唱（或奏）
n.（法）弗拉特（人名）；（英）弗莱特（人名）

86 floor 4 [flɔ:] n.地板，地面；楼层；基底；议员席 vt.铺地板；打倒，击倒；（被困难）难倒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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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9 former 2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90 freedom 1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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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generation 1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93 George 1 [dʒɔ:dʒ] n.乔治（男子名）；自动操纵装置；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

94 girlfriend 1 ['gə:l,frend] n.女朋友 女伴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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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guitar 4 [gi'tɑ:] n.吉他，六弦琴 vi.弹吉他

97 guitarist 2 [gi'tɑ:rist] n.吉他弹奏者

98 had 4 v.有；吃；得到（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ux.已经（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

99 hand 1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100 Handel 2 ['hændl] n.汉德尔（生于德国的英国作曲家）

101 hang 1 ['hæŋ] vt.悬挂，垂下；装饰；绞死；使悬而未决 vi.悬着，垂下；被绞死；悬而不决 n.悬挂；暂停，中止 n.(Hang)人名；
(罗)汉格；(东南亚国家华语)康；(老)汉；(柬)韩(用于名字第一节)，杭

102 hangs 1 [hæŋ] v. 悬挂；(使)低垂；悬浮(在空中)；逗留；绞死 n. 悬挂方式；悬挂；绞刑

103 har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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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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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h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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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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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helps 1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08 hendrix 15 亨德里克斯（美国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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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hey 2 [hei] int.喂！（引起注意等）；你好！（表示问候） n.干草（等于hay） n.(Hey)人名；(法)埃；(柬)海；(德、英)海伊

111 highway 1 ['haiwei] n.公路，大路；捷径

112 him 1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113 hippy 1 ['hipi] n.嬉皮士

114 his 10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15 home 2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116 house 4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117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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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i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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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including 2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21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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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4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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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James 1 [dʒeimz] n.詹姆斯（姓氏，男子名）；《雅各书》

127 jimi 8 自见(姓,日本)

128 jimmy 1 ['dʒimi] vt.撬开 n.撬棍；铁撬

129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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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kathy 1 ['kæθi] n.凯西（女子名，等于Katherine）

132 keith 1 [ki:θ] n.基思（男子名）

133 ki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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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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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la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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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137 leaned 1 [li:nd] v.倾身；依靠；使…瘦弱（lean的过去分词）

138 legend 1 ['ledʒənd] n.传奇；说明；图例；刻印文字 n.(Legend)人名；(西)莱亨德；(英)莱金德

139 lie 1 [lai] vi.躺；说谎；位于；展现 vt.谎骗 n.谎言；位置 n.(Lie)人名；(罗、挪、瑞典)利；(中)李(普通话·威妥玛)

140 lived 2 [livd, 'laivd] adj.有生命的 v.居住（live的过去分词）；活着；度过；以…为生

141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142 Lloyd 2 [lɔid] n.劳埃德（男子名）

143 London 6 ['lʌndən] n.伦敦

144 loud 1 [laud] adj.大声的，高声的；不断的；喧吵的 adv.大声地，高声地，响亮地 n.(Loud)人名；(英)劳德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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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magazine 1 n.杂志；弹药库；胶卷盒

147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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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maker 1 ['meikə] n.制造者；造物主；出期票人 n.(Maker)人名；(英)马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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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marsha 1 ['mɑ:ʃə] n.玛莎（女子名，等于Marcia）

151 Mayfair 2 ['meifεə] n.伦敦的上流住宅区；伦敦的社交界；伦敦的上流社会

152 melody 1 ['melədi] n.旋律；歌曲；美妙的音乐 n.(Melody)人名；(英)梅洛迪

153 minute 1 [ˈmɪnɪt] n.分，分钟；片刻，一会儿；备忘录，笔记；会议记录 vt.将…记录下来 adj.微小的，详细的[maɪˈnjuːt;US-
ˈnuːt;maɪˋnut]

154 mitch 1 [mitʃ] vi.逃学 n.(Mitch)人名；(英)米奇

155 Mitchell 1 ['mitʃəl] n.米切尔（男子名，等于Michael）

156 mnemonic 2 [ni:'mɔnik] adj.记忆的；助记的；记忆术的

157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58 moon 1 [mu:n] n.月亮；月球；月光；卫星 vi.闲荡；出神 vt.虚度 n.(Moon)人名；(瑞典)莫恩；(柬)蒙；(英)穆恩；(缅)孟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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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museum 6 [mju:'ziəm] n.博物馆

161 music 5 ['mju:zik] n.音乐，乐曲

162 nearby 1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163 neighborhood 1 n.附近；街坊；接近；街区

164 neighbors 1 ['neɪbɔː z] n.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 =neighbours.

165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66 newspapers 1 [njuːz'peɪpəs] n. 报纸 名词newspaper的复数形式.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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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no 1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169 noel 1 [nəu'el] n.诺埃尔（姓氏）；圣诞节

170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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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of 1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73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174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75 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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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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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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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op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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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opens 1 英 ['əʊpənz] 美 ['oʊpənz] v. 打开 动词ope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80 opposes 1 英 [ə'pəʊz] 美 [ə'poʊz] v. 反对；对抗；使对立

181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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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originally 1 [ə'ridʒənəli] adv.最初，起初；本来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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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overdose 1 ['əuvədəus, ,əuvə'dəus] vt.配药过量；使过分沉溺 n.药量过多（等于overdosage） vi.服药过量；过分沉溺

185 own 2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186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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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permanent 1 adj.永久的，永恒的；不变的 n.烫发（等于permanentwave）

189 Persian 1 猫老大

190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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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photographed 1 英 ['fəʊtəɡrɑːf] 美 ['foʊtəɡræf] n. 相片 vi. 拍照，摄影；被照相 vt. 给 ... 照相

192 photographer 1 [fə'tɔgrəfə] n.摄影师；照相师

193 pictures 1 ['pɪktʃəz] n.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

194 place 1 [pleis] n.地方；住所；座位 vt.放置；任命；寄予 vi.名列前茅；取得名次 n.(Place)人名；(罗)普拉切；(法)普拉斯；(英)普
莱斯

195 player 1 n.运动员，比赛者；游戏者，做游戏的人；演奏者，表演者；演员；播放器

196 pleased 1 [pli:zd] adj.高兴的；喜欢的；乐意做某事 v.满意；愿意（please的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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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queen 1 [kwi:n] n.女王，王后；（纸牌中的）皇后；（蜜蜂等的）蜂王 vt.使…成为女王或王后 vi.做女王 n.(Queen)人名；(英)奎
因

199 radio 1 ['reidiəu] n.收音机；无线电广播设备 vi.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用无线电发送 n.(Radio)人名；(西)拉迪奥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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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202 really 2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03 Redding 1 n.干熏鲱鱼 v.整理；清理（redd的ing形式） n.(Redding)人名；(英)雷丁

204 rejects 1 [rɪd'ʒekts] 尾矿,选矿废渣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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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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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rented 1 ['rentid] adj.租用的 v.租用；撕裂（rent的过去分词）

208 restored 1 [rɪ'stɔː d] adj. 恢复的

209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210 revisited 1 [ˌriː 'vɪzɪt] v. 再访；重游；重临；重新讨论；回顾，重温

211 richie 1 n.里奇（男子名）

212 ro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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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room 1 n.房间；空间；余地；机会；房间里所有的人 vt.为…提供住处；租房，合住；投宿，住宿；留…住宿 vi.居住；住宿 n.
（英）鲁姆（人名）；（俄）罗姆（人名）

214 rugs 1 n. 地毯；毯子（rug的复数）

215 says 3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16 Seattle 1 [si'ætl] n.西雅图（美国一港市）

217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18 shawl 1 [ʃɔ:l] n.围巾，长方形披巾 vt.用披巾包裹

219 singer 1 ['siŋə] n.歌手，歌唱家 n.(Singer)人名；(英、德、瑞典、塞、罗、捷、葡、土)辛格；(法)桑热

220 sits 1 [sɪt] v. 坐；栖息；使就座 n. 坐；栖息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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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23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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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somebody 2 ['sʌm,bɔdi, -bʌ-, -bə-] n.大人物；重要人物 pron.有人；某人

225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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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ongs 1 ['sɒŋz] n.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

228 songwriter 1 ['sɔŋ,raitə, 'sɔ:ŋ-] n.流行歌曲的作者；歌曲作家

229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230 space 2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231 speakeasy 2 ['spiː kiː zi] n. <美><口>非法经营的酒吧

232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233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234 spread 1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235 stained 1 adj.玷污的；着色的v.玷污；败坏；给…染色（st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6 star 1 [stɑ:] n.星，恒星；明星；星形物 vt.用星号标于；由…主演，由…担任主角 vi.担任主角 adj.明星的，主角的；星形的 n.
(Star)人名；(瑞典)斯塔尔；(德)施塔尔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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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treet 3 [stri:t] n.街道 adj.街道的 n.(Street)人名；(英、葡)斯特里特；(德)施特雷特

239 surviving 1 [sə'vaiviŋ] adj.继续存在的；未死的；依然健在的 v.生存（survive的ing形式）

240 talent 1 ['tælənt] n.才能；天才；天资

241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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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the 3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43 there 3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44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45 think 2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46 thi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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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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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t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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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250 touring 1 ['tuəriŋ] adj.游览的；游客的 n.游览；转动 v.旅行；作巡回演讲（tour的ing形式）

251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252 unknown 1 ['ʌn'nəun] adj.未知的；陌生的，默默无闻的 n.未知数；未知的事物，默默无闻的人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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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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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Victorian 1 [vik'tɔ:riən] adj.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 n.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

257 violence 1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258 walk 2 [wɔ:k] n.步行，走；散步 vt.散步；走过 vi.走，步行；散步 n.(Walk)人名；(德、葡)瓦尔克；(英)沃克

259 wall 1 [wɔ:l] n.墙壁，围墙；似墙之物 vt.用墙围住，围以墙 adj.墙壁的 n.(Wall)人名；(英)沃尔；(德、芬、捷、瑞典)瓦尔

260 want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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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war 1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262 was 1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63 wasn 1 abbr. 无线、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

264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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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267 who 4 pron.谁；什么人

268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69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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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word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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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3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74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75 yeah 3 [jεə] adv.是 int.是

276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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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you 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79 young 1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280 younger 1 ['jʌŋə, 'jʌŋgə] n.年纪较小者；幼辈 adj.较年轻的 n.(Younger)人名；(英)扬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