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8-23 [Arts and Culture] Japan Museum for Everyday Life in a
Pandemic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1 [ə'baut] prep.关于；大约 adj.在附近的；四处走动的；在起作用的 adv.大约；周围；到处 n.大致；粗枝大叶；不拘小节的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2 accurately 2 ['ækjuritli] adv.精确地，准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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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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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mits 1 [əd'mɪt] vt. 承认；允许进入；给…进入的权利；容纳 vi. 承认；允许进入；允许

6 adult 1 ['ædʌlt, ə'dʌlt] adj.成年的；成熟的 n.成年人

7 adv 1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8 affects 1 [ə'fekt] vt. 影响；感动；作用

9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0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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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2 am 1 abbr.调频，调谐，调幅（amplitudemodulation） vi.（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 aux.（与v-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与v-ed
连用构成被动语态） n.（柬）安（人名）

13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4 and 1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5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16 archive 2 ['ɑ:kaiv] n.档案馆；档案文件 vt.把…存档

17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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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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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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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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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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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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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ttending 1 adj.（医生）主治的 v.参加（attend的现在分词）；注意，听；照顾；[常用被动语态]（作为结果、情况）伴随

24 away 2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25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6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27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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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egan 2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30 believes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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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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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34 b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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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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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37 called 1 [kɔː l] vt. 呼叫；打电话；把 ...称为 n. 打电话；访问；召唤；呼叫；把 ... 看作 vi. 呼叫；(短暂的)拜访

38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39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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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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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1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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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elebration 1 [,seli'breiʃən] n.庆典，庆祝会；庆祝；颂扬

44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45 charge 1 [tʃɑ:dʒ] n.费用；电荷；掌管；控告；命令；负载 vt.使充电；使承担；指责；装载；对…索费；向…冲去 vi.充电；控
告；索价；向前冲；记在账上 n.(Charge)人名；(法)沙尔热；(英)查奇

46 children 3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47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48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除；
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49 clothes 1 [kləuðz] n.衣服

50 collect 1 [kə'lekt] vt.收集；募捐 vi.收集；聚集；募捐 adv.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由收件人付款的 n.(Collect)人名；(英)科莱克特

51 collected 1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52 collecting 1 [kə'lekt] v. 收集；聚集；募捐；运走；使（自己）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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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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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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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57 computer 3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58 connect 1 [kə'nekt] vt.连接；联合；关连 vi.连接，连结；联合

59 cook 1 [kuk] vt.烹调，煮 vi.烹调，做菜 n.厨师，厨子 n.(Cook)人名；(英、印)库克

60 cover 1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61 covering 1 ['kʌvəriŋ] adj.掩盖的，掩护的 n.遮盖物，覆盖物 v.覆盖；穿（cover的ing形式）；代替

62 coverings 2 ['kʌvərɪŋz] n. 覆盖物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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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urator 2 [kjuə'reitə] n.馆长；监护人；管理者

65 cut 1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66 cyberspace 2 n.（电子计算机创造的）通讯、信息空间

67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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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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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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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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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directions 2 [dɪ'rekʃnz] n. 用法说明；方向；指令 名词direction的复数形式.

74 disappeared 1 [dɪsə'piəd] adj. 消失的 动词disapp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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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distancing 1 ['dɪstəns] n. 距离；路程；远方 vt. 与 ... 保持距离；把(对手)甩在后面

77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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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documents 2 英 ['dɒkjumənt] 美 ['dɑːkjumənt] n. 文件；公文；文档 vt. 记载；(用文件等)证明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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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drink 1 [driŋk] vt.喝，饮；吸收；举杯庆贺 vi.喝酒；饮水；干杯 n.酒，饮料；喝酒

81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82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83 eat 2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84 eating 1 ['i:tiŋ] adj.侵蚀的；可生食的；进餐用的 n.吃；食物 v.吃（ea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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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87 emails 1 ['iː meɪlz] 邮件

88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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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rrors 1 n. 误差；错误 名词error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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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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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ventually 1 [i'ventʃuəli] adv.最后，终于

94 everyday 2 ['evridei] adj.每天的，日常的 n.平时；寻常日子

95 excellent 1 ['eksələnt] adj.卓越的；极好的；杰出的

96 f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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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98 fascinated 2 ['fæsɪneɪtɪd] adj. 着迷的；入迷的 动词fasc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9 fashion 1 ['fæʃən] n.时尚；时装；样式；时髦人物 vt.使用；改变；做成…的形状

100 favorite 1 ['feivərit] n.幸运儿；喜欢的事物；特别喜欢的人 adj.最喜爱的；中意的；宠爱的 n.(Favorite)人名；(英)费沃里特

101 fears 2 英 [fɪə(r)] 美 [fɪr] n. 担心；害怕；恐惧；【中药学】相畏 v. 害怕；担心；恐惧

102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103 files 1 [faɪlz] n. [计算机] DOS命令 : 设置允许同时打开的最多文件数 名词file的复数形式.

104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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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flu 1 [flu:] n.流感 n.(Flu)人名；(法)弗吕

107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108 food 3 [fu:d] n.食物；养料

109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10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11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112 fried 1 [fraid] adj.油炸的，油煎的；喝醉了的 v.油炸（fry的过去分词）

113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14 funeral 1 ['fju:nərəl] n.葬礼；麻烦事 adj.丧葬的，出殡的

115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16 generations 1 [dʒenə'reɪʃnz] n. 世代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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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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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121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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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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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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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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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h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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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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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historical 1 [his'tɔrikəl] adj.历史的；史学的；基于史实的

130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31 Hokkaido 1 [hɔ'kaidəu] n.北海道（日本第二大岛）

132 h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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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how 5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34 hundred 1 ['hʌndrəd] n.一百；许多 adj.一百的；许多的 num.百；百个

135 ignored 1 [ɪɡ'nɔː d] adj. 忽视的 动词ign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6 imagine 1 vt.想象；猜想；臆断 vi.想象；猜想；想象起来

137 i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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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interested 1 ['intristid, 'intər-] adj.感兴趣的；有权益的；有成见的 v.使…感兴趣（interest的过去分词）

139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140 ion 1 ['aiən] n.[化学]离子 n.(Ion)人名；(罗、摩尔)扬；(丹)约恩

141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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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items 1 ['aɪtəm] n. 项目；条款；一件商品（或物品）；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 也

144 japan 3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145 Japanese 1 [,dʒæpə'ni:z] adj.日本（人）的；日语的 n.日本人；日语

146 kageyama 1 影山

147 killed 1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148 lar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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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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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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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letters 1 [letəz] n.[语]字母；书信；读者投书栏（letter的复数） v.用字母标明；用印刷体写（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

152 life 4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53 li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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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list 1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155 li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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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local 2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157 locals 1 ['ləʊklz] n. 当地

158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159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60 m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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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mainly 1 ['meinli] adv.主要地，大体上

162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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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makoto 2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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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mask 1 [mɑ:sk, mæsk] n.面具；口罩；掩饰 vi.掩饰；戴面具；化装 vt.掩饰；戴面具；使模糊

166 masks 3 英 [mɑːsk] 美 [mæsk] n. 伪装；面罩；面具；[计算机]掩码 v. 掩饰；戴面具；遮盖

167 materials 1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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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meat 1 [mi:t] n.肉，肉类（食用）

170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71 messages 1 ['mesɪdʒɪz] n.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

172 million 1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173 mistakes 1 [mɪ'steɪk] n. 错误；误会；过失 v. 误解；弄错

174 mochida 4 持田

175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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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mouth 1 [mauθ] n.口，嘴；河口 vt.做作地说，装腔作势地说；喃喃地说出 vi.装腔作势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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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museum 6 [mju:'ziəm] n.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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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81 networks 1 英 ['netwɜːk] 美 ['netwɜːrk] n. 网点；网络；网状系统；广播公司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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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noodle 1 ['nu:dl] n.面条；笨蛋

184 northern 1 ['nɔ:ðən] adj.北部的；北方的 n.北部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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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note 1 [nəut] n.笔记；音符；票据；注解；纸币；便笺；照会；调子 vt.注意；记录；注解 n.(Note)人名；(英)诺特

187 notes 2 英 [nəʊt] 美 [noʊt] n. 笔记；便条；纸币；音符；票据；注解；音调 vt. 注意；记录；注解

188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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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objects 4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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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of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93 oh 1 [əu] int.哦；哎呀（表示惊讶或恐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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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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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197 online 2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98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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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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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outsiders 1 [aʊt'saɪdəz] 局外人

201 over 2 ['əuvə] adv.结束；越过；从头到尾 prep.越过；在…之上；遍于…之上 adj.结束的；上面的 vt.越过 n.(Over)人名；(俄、
西、土)奥韦尔

202 pandemic 9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203 papers 1 ['peɪpəz] n. 文件；资料；证书 名词paper的复数形式.

204 people 7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05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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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per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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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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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planning 1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210 plastics 1 ['plæstiks] n.塑料；整形外科；外科修补术

211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212 pork 1 [pɔ:k] n.猪肉 vt.与女子性交 n.(Pork)人名；(俄)波尔克

213 possibility 1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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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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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17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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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provided 1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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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22 recorded 1 [ri'kɔ:did] adj.记录的 v.记录；录音（record的过去分词）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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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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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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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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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restaurants 1 餐馆

229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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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auce 1 [sɔ:s] n.酱油；沙司；调味汁 vt.使增加趣味；给…调味 n.(Sauce)人名；(西)绍塞；(法)索斯

231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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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schooling 1 ['sku:liŋ] n.学校教育；学费 v.教育（school的ing形式）；培养 n.(Schooling)人名；(英)斯库林

234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235 selects 1 [sɪ'lekt] v. 选择；挑选 adj. 精选的；优等的 n. 被挑选出来的人或物

236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37 s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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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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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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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242 simple 1 ['simpl] adj.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n.笨蛋；愚蠢的行为；出身低微者 n.(Simple)人名；(法)桑普勒

243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244 small 2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245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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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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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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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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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spa 1 [spɑ:, spɔ:] n.矿泉；温泉浴场；矿泉治疗地

251 Spanish 1 ['spæniʃ] adj.西班牙的；西班牙人的；西班牙语的 n.西班牙语；西班牙人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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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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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55 statements 1 [s'teɪtmənts] n. 报表；陈述；声明（名词statement的复数形式）

256 store 1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257 stores 1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258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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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struggle 1 ['strʌgl] vi.奋斗，努力；挣扎 n.努力，奋斗；竞争 vt.使劲移动；尽力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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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summer 1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262 surprised 1 [sə'praizd] adj.感到惊讶的，出人意料的 v.使惊奇（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

263 t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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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taught 1 [tɔ:t] v.教授（teach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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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267 than 1 [ðæn, 弱ðən, ðn] conj.比（用于形容词、副词的比较级之后）；除…外（用于other等之后）；与其…（用于rather等之
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268 thanks 1 n.谢谢（只用复数） int.谢谢

269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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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the 2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71 theater 1 ['θiətə, 'θi:ə-] n.电影院，戏院，剧场；戏剧；手术室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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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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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76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77 things 4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78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79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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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throwing 1 英 ['θrəʊɪŋ] 美 ['θroʊɪŋ] n. 投掷运动 动词throw的现在分词形式.

281 thrown 1 [θrəun, 'θrəun] v.抛（throw的过去分词）；扔掉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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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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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Tokyo 1 ['təukjəu; -kiəu; 'tɔ:kjɔ:] n.东京（日本首都）

285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86 topped 1 选取肥畜 拔顶的



287 town 2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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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90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91 versions 1 ['vɜ ʃːəns] n. 版本 名词version的复数形式.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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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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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visit 1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295 visiting 1 ['vizitiŋ] n.拜访，访问；参观 adj.参观的；游览的 v.参观（visit的现在分词）；拜访

296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97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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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wearer 1 ['wεərə] n.佩带者；穿用者

299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300 were 4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01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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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w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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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04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05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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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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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309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10 world 3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11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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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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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316 yuri 1 n. 尤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