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7-08 [Arts and Culture] Paris Fashion Week Opens on
Internet 词汇表词汇表

1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2 adamson 1 阿达姆松（人名）

3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5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6 affects 1 [ə'fekt] vt. 影响；感动；作用

7 agree 1 [ə̍ ɡriː ] vt.同意，赞成；承认；约定，商定 vi.vi.同意，意见一致；约定，商定

8 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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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0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1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2 and 1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3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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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rmani 1 [armʌni] n.阿玛尼（奢侈品品牌）

16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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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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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ttendance 1 n.出席；到场；出席人数；考勤

20 autumn 1 ['ɔ:təm] n.秋天；成熟期；渐衰期，凋落期 adj.秋天的，秋季的 n.(Autumn)人名；(英)奥特姆

21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22 barring 1 ['bɑ:riŋ] prep.除非；不包括；除…以外 v.阻拦（bar的ing形式） n.(Barring)人名；(德)巴林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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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eats 1 ['biː ts] n. 节拍；跳动 名词beat的复数形式.

25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26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27 begin 1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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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30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31 bigger 1 [bɪgə] adj.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

32 brand 1 [brænd] vt.铭刻于，铭记；打烙印于；印…商标于 n.商标，牌子；烙印 n.(Brand)人名；(英、德、俄、西、意、罗、葡、
捷、芬、瑞典、匈)布兰德；(法)布朗

33 brands 1 [brænd] n. 烙印；商标；牌子；标记 vt. 加污名于；铭记；打烙印

34 breathing 1 ['bri:ðiŋ] n.呼吸；瞬间；微风 adj.呼吸的；逼真的 v.呼吸（breathe的现在分词）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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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usiness 2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37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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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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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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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ancel 2 vt.取消；删去 vi.取消；相互抵消 vi.取消，撤销 n.取消，撤销 n.(Cancel)人名；(法)康塞尔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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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43 category 1 ['kætigəri] n.种类，分类；[数]范畴

44 Caty 2 卡蒂

45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46 Chanel 1 [ʃɑ:'nel] n.香奈儿（服装、香水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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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9 changes 2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50 characterized 1 ['kærəktəraɪz] vt. 表示 ... 的典型；赋予 ... 特色

51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52 clothes 2 [kləuðz] n.衣服

53 clothing 2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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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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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ompanies 3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57 company 4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58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59 confirmed 1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60 conversation 1 n.交谈，会话；社交；交往，交际；会谈；（人与计算机的）人机对话

61 coronavirus 1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62 creating 2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63 creations 2 [kri'ː eɪʃnz] n. 创作

64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65 critics 2 [k'rɪtɪks] 评论家们

66 decided 2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67 definitely 1 ['definitli] adv.清楚地，当然；明确地，肯定地

68 delay 1 [di'lei] vi.延期；耽搁 vt.延期；耽搁 n.延期；耽搁；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Delay)人名；(英)迪莱；(法)德莱

69 design 2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70 designer 2 [di'zainə] n.设计师；谋划者 adj.由设计师专门设计的；享有盛名的；赶时髦的

71 designers 2 [dɪ'zaɪnəz] 设计师

72 details 1 n.细节（detail的复数）；详细资料 v.详细说明（detail的三单形式）

73 dialogue 2 ['daiə,lɔg] n.对话；意见交换 vi.对话 vt.用对话表达

74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75 differently 1 ['difərəntli] adv.不同地；差异；各种

76 digital 2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77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78 distancing 2 ['dɪstəns] n. 距离；路程；远方 vt. 与 ... 保持距离；把(对手)甩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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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dolce 1 ['dɔltʃi] adj.温柔的，甜美的；悦耳而柔和的 adv.甜美温柔地 n.柔和，柔美；记号 n.(Dolce)人名；(英、法)多尔斯；(意)多
尔切

81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82 editor 2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83 Englis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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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85 epidemic 2 [,epi'demik] adj.流行的；传染性的 n.传染病；流行病；风尚等的流行

86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87 etro 1 (=European Thrombosis Research Organization) 欧洲血栓形成研究组织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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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vent 2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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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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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fashion 17 ['fæʃən] n.时尚；时装；样式；时髦人物 vt.使用；改变；做成…的形状

94 February 2 ['februəri] n.二月

95 federation 2 ['fedəreiʃən] n.联合；联邦；联盟；联邦政府

96 field 1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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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9 forced 1 adj.被迫的；强迫的；用力的；不自然的 v.强迫（force的过去式）

100 forward 1 ['fɔ:wəd] adj.向前的；早的；迅速的 adv.向前地；向将来 vt.促进；转寄；运送 n.前锋 n.(Forward)人名；(英)福沃德

101 four 2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02 French 3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103 front 1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104 giorgio 1 n. 乔治

105 g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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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going 2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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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09 gucci 1 [gu:tri:] n.古琦（品牌名）

110 guidelines 1 ['ɡaɪdlaɪnz] n. 指导方针；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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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hav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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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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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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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117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18 hol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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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howe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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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21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122 ideas 2 观念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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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industry 2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25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26 Internet 3 ['intənet] n.因特网

127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8 i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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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Italian 1 adj.意大利的；意大利语的；意大利文化的 n.意大利人；意大利语

130 Italy 2 ['itəli] n.意大利（欧洲南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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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jessica 1 ['dʒesikə] n.杰西卡（女子名）

133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134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35 large 2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136 la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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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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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latest 1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139 Laurent 1 ['lɔrənt] n.劳伦（法国数学家）

140 le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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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42 lesser 1 ['lesə] adj.较少的；次要的；更小的 adv.较少地；更小地；不及 n.(Lesser)人名；(英、德)莱塞

143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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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li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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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li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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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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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looks 1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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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magazine 1 n.杂志；弹药库；胶卷盒

150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51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52 menswear 1 ['menzwεə] n.男装；男服 adj.用男服料缝制的

153 method 1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154 m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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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Milan 2 [mi'læn] n.米兰（意大利北部城市）

156 model 1 ['mɔdəl] n.模型；典型；模范；模特儿；样式 vt.模拟；塑造；模仿 vi.做模型；做模特儿 adj.模范的；作模型用的 n.
(Model)人名；(德、俄、英)莫德尔

157 month 3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58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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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160 movie 1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161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162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163 neither 1 ['naiðə, 'ni:-] conj.也不；既不 adv.两个都不；既不……也不 adj.两者都不的 pron.两者都不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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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nex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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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nguyen 1 源

167 normal 2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168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69 nothing 1 ['nʌθiŋ] neg.没什么；毫不 n.无；零；不关紧要之事 adv.毫不；决不 pron.无事；无物 int.什么也没有

170 number 1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171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172 occurrence 1 [ə'kə:rəns, -'kʌ-] n.发生；出现；事件；发现

173 odda 2 n. 奥达(在挪威；东经 6º34' 北纬 60º03')

174 of 1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75 offer 1 [ˈɒfə] vt.提供；出价；试图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vi.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176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77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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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179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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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online 7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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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opened 1 v.打开，开启（open过去分词形式） adj.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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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operates 1 英 ['ɒpəreɪt] 美 ['ɑːpəreɪt] v. 操作；运转；经营；动手术

185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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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organizers 3 ['ɔː ɡənaɪzəz] n. 组织者（organizer的复数）

187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88 Paris 7 ['pæris] n.巴黎（法国首都）；帕里斯（特洛伊王子）

189 Parisian 1 [pə'rizjən] adj.巴黎人的；巴黎的 n.巴黎人

190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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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泰)巴；(法)帕尔

191 particular 2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192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93 performance 1 n.性能；绩效；表演；执行；表现

194 performances 1 [pə'fɔː mənsɪz] 性能

195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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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persons 1 ['pɜːsnz] n. 人们 名词person的复数形式.

198 physically 1 ['fizikli] adv.身体上，身体上地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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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plan 2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201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02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203 presentation 1 n.展示；描述，陈述；介绍；赠送

204 presentations 2 n. 展示；自我介绍；业务陈述（presentation的复数形式）



205 presented 2 ['preznt] n. 礼物；现在 adj. 出席的；现在的；当前的；存在的 v. 提出；赠送；呈现

206 presenting 1 ['preznt] n. 礼物；现在 adj. 出席的；现在的；当前的；存在的 v. 提出；赠送；呈现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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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preview 2 [pri:'vju:] n.预览；试映；事先查看 vt.预览；预演；事先查看

209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210 products 2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211 protested 1 英 [prəʊ'testɪd] 美 [proʊ'testɪd] adj. 抗拒的；反对的 动词prot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12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213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214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215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16 ready 1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217 recording 1 [ri'kɔ:diŋ] n.录音；唱片 adj.记录的；记录用的 v.录音；记录；录像（record的ing形式）

218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19 reported 1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220 reporter 1 [ri'pɔ:tə] n.记者

221 rethinking 1 [ˌriː 'θɪŋk] v. 再想；再考虑 n. 再思考；反思

222 retu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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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Rome 1 [rəum] n.罗马（意大利首都）

224 row 2 [rəu] n.行，排；划船；街道；吵闹 vt.划船；使……成排 vi.划船；争吵 n.(Row)人名；(英)罗

225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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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aint 1 [seint] n.圣人；圣徒；道德崇高的人 adj.神圣的 vt.成为圣徒

227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28 saves 1 [seɪv] v. 救；节省；保存 n. 救援，救助

229 say 1 [sei] vt.讲；说明；例如；声称；假设；指明 vi.讲；表示；念；假定；背诵 n.(Say)人名；(土)萨伊；(法、老、柬)赛；(英)
塞伊；(匈、罗)绍伊

230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31 season 3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232 seasonal 1 ['si:zənəl] adj.季节的；周期性的；依照季节的

233 seco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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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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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seeing 1 ['si:iŋ] n.看见；视觉；观看；视力 conj.因为；由于；鉴于 adj.看见的；有视觉的 v.看见（see的ing形式）

236 seek 1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237 seemed 1 [siː m] vi. 似乎；好像

238 selling 1 ['seliŋ] n.销售；出售 v.出售（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 n.(Selling)人名；(英、德、瑞典)塞林

239 September 2 [sep'tembə] n.九月

240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41 s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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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show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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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44 shown 1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245 shows 10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246 sitting 1 ['sitiŋ] n.入席，就坐；开庭；孵卵；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坐着的；孵卵中的；在任期中的 v.坐；坐落（sit的ing形式） n.
(Sitting)人名；(英)西廷

247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48 social 2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49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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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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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paces 1 n. 空格；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

252 spreads 1 [spred] v. 传播；展开；散布；铺开；伸展；涂撒 n. 范围；传播；差额；幅度；盛宴

253 spring 1 [spriŋ] n.春天；弹簧；泉水；活力；跳跃 adj.春天的 vi.生长；涌出；跃出；裂开 vt.使跳起；使爆炸；突然提出；使弹
开 n.(Spring)人名；(德)施普林；(英、芬、瑞典)斯普林

254 stop 1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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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styles 1 [staɪls] n. 风格；样式；模式 名词styl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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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t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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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60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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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the 3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62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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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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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66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67 th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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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Thomas 1 ['tɔməs] n.托马斯（男子名）；多马（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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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Tibet 1 [ti'bet] n.西藏（中国一自治区）

271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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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t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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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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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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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touch 1 [tʌtʃ] vt.接触；触动；使轻度受害 vi.触摸；涉及；接近；提到 n.接触；触觉；格调；少许 n.(Touch)人名；(柬)杜；(英)
陶奇

276 trade 1 [treid] n.贸易，交易；行业；职业 vi.交易，买卖；以物易物 vt.用…进行交换

277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278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79 unless 1 [ən'les] conj.除非，如果不 prep.除…之外

280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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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82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83 valentino 2 [,vælən'ti:nəu] n.（意）瓦伦蒂诺（姓氏）；华伦天奴（品牌名）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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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viewing 1 ['vju:iŋ] adj.可见的 v.观察；查看（view的ing形式）

286 virus 1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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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89 wave 1 [weiv] vi.波动；起伏；挥手示意；摇动；呈波形 vt.卷（烫）发；向…挥手示意；使成波浪形 n.波动；波浪；高潮；挥手
示意；卷曲

290 wear 1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291 weaver 2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292 web 1 [web] n.网；卷筒纸；蹼；织物；圈套 vt.用网缠住；使中圈套 vi.形成网

293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294 week 7 [wi:k] n.周，星期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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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297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98 wi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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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winter 1 ['wintə] n.冬季；年岁；萧条期 vi.过冬 adj.冬天的；越冬的 n.(Winter)人名；(英、德、匈、罗、捷、西、芬、瑞典、法)
温特

300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01 witnesses 1 ['wɪtnəs] n. 目击者；证人 vt. 目击；经历；见证；出席；观察 vi. 证明；为(宗教信仰)做见证

302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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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wor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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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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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