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7-25 [Arts and Culture] Storyteller Reaching Out to Children
in Mexico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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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f 1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h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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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children 9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6 Garcia 9 ['ga:ʃjə] n.加西亚（姓氏）

7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 i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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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i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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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1 his 7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2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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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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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stories 6 [s'tɔː rɪz] n. 故事，传说（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 v. 讲…的故事；说假话（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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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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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plaza 5 ['plɑ:zə] n.广场；市场，购物中心 n.(Plaza)人名；(英)普拉扎；(西、葡)普拉萨

19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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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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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who 5 pron.谁；什么人

22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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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ecause 4 [bi'kɔz] conj.因为

25 listen 4 ['lisən] vi.听，倾听；听从，听信 n.听，倾听

26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7 public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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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rea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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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sto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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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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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partment 3 [ə'pɑ:tmənt] n.公寓；房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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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34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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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g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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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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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h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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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life 3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39 lockdown 3 ['lɔkdaun] n.一级防范禁闭（期）

40 Mexico 3 ['meksikəu] n.墨西哥

41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42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43 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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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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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rogelio 3 n. 罗杰利奥

46 since 3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47 them 3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48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49 almost 2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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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and 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52 animals 2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53 architect 2 ['ɑ:kitekt] n.建筑师 缔造者

54 boring 2 ['bɔ:riŋ] adj.无聊的；令人厌烦的 n.钻孔 v.钻孔；使厌烦；挖空（bore的ing形式） n.(Boring)人名；(英、瑞典)博林

55 building 2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56 buildings 2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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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omposer 2 [kəm'pəuzə] n.作曲家；作家，著作者；设计者

59 distance 2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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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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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ntertaining 2 [,entə'teiniŋ] adj.令人愉快的 v.款待（entertain的ing形式）

63 e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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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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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feel 2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66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67 grandmother 2 ['grænd,mʌðə] n.祖母；女祖先 vt.当…的祖母 vi.当祖母

68 her 2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69 human 2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70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71 imagine 2 vt.想象；猜想；臆断 vi.想象；猜想；想象起来

72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73 john 2 [dʒɔn] n.厕所

74 la 2 [lɑ:] n.全音阶中的第6个音；A音的唱名 n.(La)人名；(中)辣(广东话·威妥玛)；(越)罗；(朝)罗；(缅、老)拉

75 listened 2 ['lɪsn] v. 听；倾听；听从；听信 n. 听；倾听

76 little 2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77 luna 2 ['lju:nə] n.月亮；月神



78 Mexican 2 ['meksikən] adj.墨西哥的；墨西哥人的 n.墨西哥人；墨西哥语

79 mo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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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music 2 ['mju:zik] n.音乐，乐曲

81 my 2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82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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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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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possum 2 ['pɔsəm] n.负鼠（等于opossum） vi.装傻

86 puppet 2 ['pʌpit] n.木偶；傀儡；受他人操纵的人

87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88 shopping 2 ['ʃɔpiŋ] n.购物，买东西 v.购物（shop的ing形式）

89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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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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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sometimes 2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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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storyteller 2 ['stɔ:ri,telə] n.说故事的人；故事作者；短篇小说作家

94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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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too 2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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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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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wants 2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00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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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window 2 ['windəu] n.窗；窗口；窗户

103 windows 2 ['windəuz] n.微软公司生产的“视窗”操作系统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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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06 able 1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107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108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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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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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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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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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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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ancestors 1 ['ænsestəz] n. 祖先；前辈 名词ancestor的复数形式.

116 angry 1 ['æŋgri] adj.生气的；愤怒的；狂暴的；（伤口等）发炎的

117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18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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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21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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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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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b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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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26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127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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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bored 1 [bɔ:d] adj.无聊的；无趣的；烦人的 v.使厌烦（bore的过去式）；烦扰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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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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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broadcasts 1 英 ['brɔːdkɑːst] 美 ['brɔːdkæst] v. 广播；散布；撒播 n. 广播；广播节目

133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134 buying 1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135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136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37 campo 1 ['kæmpəu] n.南美草原 n.(Campo)人名；(西、意、葡、刚(布))坎波

138 casa 1 ['kɑ:sə] abbr.天文学高级研究中心（CentreforAdvancedStudyofAstronomy）；计算机与自动化系统
（ComputerandAutomatedSystemAssociation）；合作应用卫星A（CooperativeApplicationSatelliteA） n.(Casa)人名；(法、西、
德、意)卡萨

139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140 cellphone 1 英 ['selfəʊn] 美 ['selfoʊn] n. 手机；便携无线电话

141 characters 1 英 ['kærɪktəz] 美 ['kærɪktɚz] n. 人物；角色；特性；字符 名词character的复数形式.

142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43 computers 1 [kəm'pju tːəz] n.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

144 contacts 1 英 ['kɒntækts] 美 ['kɑntækts] n. 联系人；触体 名词contact的复数形式.

145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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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crazy 1 ['kreizi] adj.疯狂的；狂热的，着迷的

148 David 1 ['deivid] n.大卫；戴维（男子名）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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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de 1 [di:] abbr.判定元件（DecisionElement） n.(De)人名；(朝)大

151 decide 1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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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del 1 [del] n.删除文件；[数]倒三角形 n.(Del)人名；(匈)戴尔；(柬)德

154 designs 1 [dɪ'zaɪn] n. 设计；图样；图案；目的 v. 设计；计划

155 develops 1 [dɪ'veləp] v. 发展；发育；开发；冲洗(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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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58 direction 1 [di'rekʃən, dai-] n.方向；指导；趋势；用法说明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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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dog 1 [dɔg, dɔ:g] n.狗；丑女人；卑鄙的人；(俚)朋友 vt.跟踪；尾随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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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ats 1 [i:ts] abbr.设备准确度测试站（EquipmentAccuracyTestStation）

163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164 elena 1 [ə'leinə; 'elənə] n.埃琳娜（女子名，等于Helen）

165 enjoyment 1 [in'dʒɔimənt] n.享受；乐趣；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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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168 experiencing 1 [ɪk'spɪərənsɪŋ] n. 体验；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

169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170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171 Francisco 1 [fræn'siskəu] n.弗朗西斯科（男子名，等于Francis）

172 frustrate 1 [frʌs'treit] vt.挫败；阻挠；使感到灰心 vi.失败；受挫 adj.挫败的；无益的

173 frustrated 1 [frʌ'streitid] adj.失意的，挫败的；泄气的 v.挫败；阻挠（frust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74 gabilondo 1 加维隆多

175 games 1 [geɪmz] n. [计算机] 游戏程序 n. 运动会；比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 v. 赌博（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

176 gather 1 ['gæðə] vt.收集；收割；使…聚集；使…皱起 vi.聚集；化脓；皱起 n.聚集；衣褶；收获量 n.(Gather)人名；(德)加特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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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179 god 1 [gɔd] n.神；（大写首字母时）上帝 vt.膜拜，崇拜 n.(God)人名；(索、阿拉伯)古德

180 gone 1 [gɔn] adj.离去的；死去的；用光的 v.去（go的过去分词）

181 Gonzalez 1 冈萨雷斯（人名）

182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183 green 1 [gri:n] adj.绿色的；青春的 n.绿色；青春 vt.使…变绿色 vi.变绿色 n.(Green)人名；(英、意)格林；(瑞典、芬)格伦

184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185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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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ho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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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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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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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invitation 1 n.邀请；引诱；请帖；邀请函

192 invited 1 [ɪn'vaɪtɪd] adj. 邀请的；引起的；招致的 动词inv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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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kids 1 [kɪd] n. 小孩；年轻人；小山羊；小山羊皮制品 vi. (山羊等)下崽；捉弄 vt. 开玩笑；哄骗；嘲弄 adj. 较年幼的

195 knew 1 [nju:, nu:] v.知道；认识；记得（know的过去式） n.(Knew)人名；(英)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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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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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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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li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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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lissette 1 n. 利塞特; 莉塞特

201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202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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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205 Maria 1 [riə; 'mεəriə] n.玛丽亚（女名）

206 mart 1 [mɑ:t] n.集市；商业中心 n.(Mart)人名；(爱沙)马尔特；(塞、法、土库、阿塞、俄)马尔特

207 masks 1 英 [mɑːsk] 美 [mæsk] n. 伪装；面罩；面具；[计算机]掩码 v. 掩饰；戴面具；遮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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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210 measure 1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211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212 microphone 1 ['maikrəfəun] n.扩音器，麦克风

213 miss 1 [mɪs] n.女士，小姐，年轻未婚女子 vt.错过，想念，缺（勤）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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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16 Morales 1 n.莫拉莱斯（人名）

217 mo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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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movable 1 ['mu:vəbl] adj.动产的；可移动的；不固定的 n.动产；可移动的东西

219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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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222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223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224 neighborhood 1 n.附近；街坊；接近；街区

225 nice 1 [nais] adj.精密的；美好的；细微的；和蔼的 n.(Nice)人名；(英)尼斯

226 nobody 1 ['nəubədi, -bɔdi] pron.无人，没有人；没有任何人 n.无名小卒；小人物

227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8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229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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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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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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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33 op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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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opossum 1 [ə'pɔsəm] n.负鼠；装死

235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36 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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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perform 1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238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39 playing 1 ['pleiiŋ] n.比赛；演奏 v.玩耍（play的ing形式）

240 plays 1 [pleɪ] v. 玩；比赛；（在运动队中）担当；派...出场；带；踢；击（球）；走（棋子）；出牌；演奏；播放；扮演；假
装；上演；发挥（作用）；应付；处理；掠过；浮现；使轻快地活动；（喷泉）喷涌；做游戏 n. 游戏；戏剧；比赛；发挥
作用；玩笑；间隙；闪烁；闪现

241 plazas 1 普拉萨斯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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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project 1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244 providing 1 [prəu'vaidiŋ] conj.假如，以…为条件 v.供给（provide的ing形式）；预备



245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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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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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reaching 1 [riː tʃ] v. 到达；伸出；达成；取得联系；延伸；（伸手）去够 n. 范围；影响力；河段；等级

249 reading 1 ['ri:diŋ] n.阅读，朗读；读物；读数 adj.阅读的 v.阅读（read的ing形式）

250 realize 1 vt.实现；认识到；了解；将某物卖得，把(证券等)变成现钱；变卖

251 realized 1 ['riː əlaɪz] vt. 实现；了解；意识到；变卖

252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53 relax 1 [ri'læks] vi.放松，休息；松懈，松弛；变从容；休养 vt.放松；使休息；使松弛；缓和；使松懈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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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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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resistance 1 [ri'zistəns] n.阻力；电阻；抵抗；反抗；抵抗力

257 restrictions 1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258 reward 1 [ri'wɔ:d] n.[劳经]报酬；报答；酬谢 vt.[劳经]奖励；奖赏

259 romero 1 n. 罗梅罗

260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261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62 security 1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263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64 setting 1 ['setiŋ] n.环境；安装；布置；[天]沉落 v.放置；沉没；使…处于某位置（set的ing形式）

265 Sevilla 1 塞维利亚

266 she 1 [ʃi:] pron.她（主格）；它（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船舶、地球、月亮等） n.女人；雌性动物 n.(She)人名；(中)佘(普通
话·威妥玛)

267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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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oler 1 ['sɒlər] n. 索勒尔(西班牙风琴演奏家、作曲家)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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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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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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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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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paces 1 n. 空格；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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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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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taying 1 英 ['steɪɪŋ] 美 ['steɪŋ] n. 拉线(撑；刚性结合)；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

278 stores 1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279 storytelling 1 ['stɔː ritelɪŋ] n. 说书；讲故事

280 suffers 1 英 ['sʌfə(r)] 美 ['sʌfər] vt. 遭受；忍受；容忍，宽恕，听任；允许，准许 vi. 受苦；患病；受损失；变差，变糟；处于
不利地位

281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282 taller 1 [tɔː l] adj. 高的

283 tatiana 1 [tɑ:'tjɑ:nɑ:] n.塔蒂阿娜（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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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tells 1 [tel] v. 告诉；吩咐；讲述；表达；辨别；判断；泄露；告发；产生效果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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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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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89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90 thinks 1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291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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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tries 1 [traɪ] v. 试验；尝试；设法；努力；审判；考验 n. 尝试；试验；（橄榄球）持球触地得分

294 troop 1 [tru:p] n.军队；组；群；多数 vi.群集；成群而行；结队 vt.把（骑兵）编成骑兵连

295 uninteresting 1 [ʌn'ɪntrəstɪŋ] adj. 无趣味的；乏味的

296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97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98 Vega 1 ['vi:gə; 'veigə] n.[天]织女星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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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video 1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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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303 wal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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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wander 1 ['wɔndə] vi.徘徊；漫步；迷路；离题 vt.游荡，漫游 n.(Wander)人名；(英)万德(女子教名)

305 wandering 1 ['wɔndəriθ] adj.流浪的；漫游的，徘徊的；蜿蜒的 n.闲逛；离题；神志恍惚 v.漫游；闲逛（wander的ing形式）

306 w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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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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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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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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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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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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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wore 1 [wɔ:] v.穿（衣服等）；戴（首饰等）；装着（wear的过去式）

314 writes 1 [raɪt] v. 写；书写；填写；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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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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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