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07 [As It Is] Labor Day 2020 Is Unlike Any Other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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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ising 1 [əd'vaɪzɪŋ] n. 劝告；通知；忠告 动词advise的现在分词形式.

3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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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6 ahead 1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在（某人或某事物的）前面；预先；在将来，为未来

7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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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merican 4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0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1 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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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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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n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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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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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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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8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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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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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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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arbecue 1 ['bɑ:bikju:] n.烤肉；吃烤肉的野宴 vt.烧烤；烤肉

23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24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5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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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28 better 3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29 bitterly 1 [英['bɪtəlɪ] 美['bɪtɚli]] adv.苦涩地，悲痛地；残酷地；怨恨地

30 block 1 n.块；街区；大厦；障碍物 vt.阻止；阻塞；限制；封盖 adj.成批的，大块的；交通堵塞的 n.(Block)人名；(英、法、
德、西、葡、芬、罗)布洛克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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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read 2 [bred] n.面包；生计 vt.在…上洒面包屑

33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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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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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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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37 Canada 1 ['kænədə] n.加拿大（北美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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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elebrate 3 vt.庆祝；举行；赞美；祝贺；宣告 vi.庆祝；过节；举行宗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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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hildren 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42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43 classic 1 ['klæsik] adj.经典的；古典的，传统的；最优秀的 n.名著；经典著作；大艺术家

44 clothing 1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45 coal 2 [kəul] vi.上煤；加煤 vt.给…加煤；把…烧成炭 n.煤；煤块；木炭

46 collins 1 ['kɔlinz] n.柯林斯（姓氏名）；柯林斯酒

47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48 comp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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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onditions 3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50 conflict 1 [kən'flikt, 'kɔnflikt] n.冲突，矛盾；斗争；争执 vi.冲突，抵触；争执；战斗

51 contributed 1 [kən'trɪbju tː] vt. 捐助；投稿 vi. 投稿；贡献；是原因之一

52 cooler 1 n.冷却器；清凉剂 adj.更冷的（cool的比较级）

53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54 country 2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乐
的

55 day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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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days 2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57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58 demand 1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59 demonstrated 1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60 demonstrations 1 [demənst'reɪʃnz] n. 课堂演示；示范 名词demonstration的复数形式.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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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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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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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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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cept 1 [ik'sept] vt.不计；把…除外 vi.反对 prep.除…之外 conj.除了；要不是

67 factories 1 ['fæktri] n. 工厂；制造厂

68 factory 2 ['fæktəri] n.工厂；制造厂；代理店

69 family 2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70 fire 1 ['faiə] n.火；火灾；炮火；炉火；热情；激情；磨难 vt.点燃；解雇；开除；使发光；烧制；激动；放枪 vi.着火；射击；开
枪；激动；烧火

71 fir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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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Florence 1 ['flɔrəns] n.佛罗伦萨（意大利都市名）；弗洛伦斯（女子名）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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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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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76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77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78 gained 1 [geɪnd] adj.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79 gatherings 2 ['ɡæðərɪŋz] n. 聚集，集会（名词gathering的复数形式）

80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81 gi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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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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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go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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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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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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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87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88 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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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here 3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90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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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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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holiday 2 ['hɔlədi] n.假日；节日；休息日 vi.外出度假 n.(Holiday)人名；(英)霍利迪

94 holidays 1 ['hɔlədiz] adv.每逢假日，在假日 v.度假（holiday的单三形式） n.假日（holiday的复数形式）

95 h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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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honor 1 ['ɔnə] n.荣誉；信用；头衔 vt.尊敬（等于honour）；给…以荣誉

97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98 horrible 1 ['hɔrəbl] adj.可怕的；极讨厌的

99 hot 1 [hɔt] adj.热的；辣的；热情的；激动的；紧迫的 adv.热；紧迫地 vi.变热 vt.增加；给…加温 n.(Hot)人名；(塞)霍特；(法)奥
特

100 immigrant 1 ['imigrənt] adj.移民的；迁入的 n.移民，侨民

101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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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increases 2 [ɪn'kriː s] v. 增加；提高 n. 增加；增强；提高

103 independence 1 [,indi'pendəns] n.独立性，自立性；自主

104 industrialized 1 adj. 工业化的 动词industrial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05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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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8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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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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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jean 1 [dʒi:n, dʒein] n.牛仔裤；[纺]斜纹棉布

111 judy 1 ['dʒu:di] n.（尤指轻佻的）姑娘

112 kelly 2 ['keli] n.黄绿色，鲜绿色

113 Kentucky 1 [ken'tʌki; kən-] n.肯塔基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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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labor 14 ['leibə] n.劳动；工作；劳工；分娩 vi.劳动；努力；苦干 vt.详细分析；使厌烦 n.(Labor)人名；(德、塞、法)拉博尔；(英)
拉博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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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Lawrence 1 ['lɔrəns] n.劳伦斯（男子名）

118 leaders 1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119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20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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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love 1 [lʌv] n.恋爱；亲爱的；酷爱；喜爱的事物 vt.喜欢；热爱；爱慕 vi.爱 n.(Love)人名；(英)洛夫

123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124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125 many 8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26 marched 1 英 [mɑːtʃ] 美 [mɑːrtʃ] n. 行军；行进；游行示威；稳步前进；进行曲 v. 行进；前进；进发；使同行；游行示威
March n. 三月

127 marches 1 ['ma:tʃiz] n.边界地区（尤指英格兰与苏格兰或威尔士的） n.(Marches)人名；(意)马尔凯斯

128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29 marks 1 [ma:rks] n.标记，记号；唛头，分数；台面标志 n.(Marks)人名；(英、德、意、瑞典、西、捷)马克斯；(俄)马克思

130 Massachusetts 1 [,mæsə'tʃu:sits] n.马萨诸塞州（美国）

131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32 memorial 1 [英 [mə'mɔ:rɪəl] 美 [məˈmɔriəl, -ˈmor] n.纪念碑，纪念馆；纪念仪式；纪念物 adj.记忆的；纪念的，追悼的

133 merchant 1 ['mə:tʃənt] n.商人，批发商；店主 adj.商业的，商人的 n.(Merchant)人名；(英)麦钱特

134 mine 1 [main] n.矿，矿藏；矿山，矿井；地雷，水雷 vt.开采，采掘；在…布雷 vi.开矿，采矿；埋设地雷 pron.我的 n.(Mine)人
名；(德、塞、土、毛里塔)米内

135 miner 1 ['mainə] n.矿工；开矿机 n.(Miner)人名；(英)迈纳；(西)米内尔

136 mines 1 n. 矿井 名词mine的复数形式.

137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138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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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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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2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143 music 1 ['mju:zik] n.音乐，乐曲

144 nancy 1 ['nænsi] adj.女性化的；同性恋的 n.女性化的男人

145 natalie 1 ['nætli] n.纳塔利（女子名）

146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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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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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of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50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51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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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53 Oppenheim 3 ['ɔpənhaim] n.奥本海姆（姓氏）

154 opposed 1 [ə'pəuzd] adj.相反的；敌对的 v.反对（oppose的过去分词）；使对立

155 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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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organizations 1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157 organizing 1 v.组织（organize的ing形式）；使有机化 n.组织 adj.组织上的

158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59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60 outdoor 1 ['əutdɔ:] adj.户外的；露天的；野外的（等于out-of-door）

161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162 owners 1 ['əʊnəz] 业主

163 paid 1 [peid] adj.付清的；已付的 vt.支付（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付清

164 Paris 1 ['pæris] n.巴黎（法国首都）；帕里斯（特洛伊王子）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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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parts 2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167 pay 2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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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pete 1 [pi:t] n.保险箱，银箱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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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poem 4 ['pəuim] n.诗

172 police 1 [pə'li:s] n.警察，警方；治安 vt.监督；管辖；维持治安；为…配备警察 adj.警察的；有关警察的

173 protest 1 [prəu'test, 'prəu-] vi.抗议；断言 vt.抗议；断言 n.抗议 adj.表示抗议的；抗议性的

174 published 2 ['pʌblɪʃ] v. 出版；发行；公开发表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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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177 reece 1 n. 里斯

178 reminds 1 [rɪ'maɪnd] vt. 使想起；提醒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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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181 roses 2 ['rəʊzɪz] n. 玫瑰 名词rose的复数形式.

182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183 school 2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184 searched 1 ['sɜ tːʃt] 动词search的过去式，动词search的过去分词

185 Seeger 1 西格（姓）

186 September 3 [sep'tembə] n.九月

187 several 3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188 shall 1 [ʃæl, 弱ʃəl, ʃl, ʃə, ʃ] aux.应；会；将；必须

189 sharply 1 ['ʃa:pli] adv.急剧地；锐利地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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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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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side 1 [said] n.方面；侧面；旁边 vi.支持；赞助；偏袒 adj.旁的，侧的 vt.同意，支持 n.(Side)人名；(英)赛德

193 singing 2 ['siŋiŋ] n.歌唱；歌声；耳鸣；振鸣 adj.唱歌的；音乐般的 v.唱歌（sing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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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song 4 [sɔŋ, sɔ:ŋ] n.歌曲；歌唱；诗歌；鸣声 n.(Song)人名；(泰)颂；(柬)松；(英)桑；(老)宋；(越)双；(东南亚国家华语)松

196 songs 2 ['sɒŋz] n.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

197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198 speaks 1 [spiː k] v. 讲；说话；演说；发言

199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0 States 3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201 stayed 1 [steɪ] v. 停留；逗留；保持 n. 停留；逗留

202 steinbach 1 n. 斯坦巴克

203 stori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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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streets 2 [st'riː ts] 街道

205 strength 1 [streŋθ, streŋkθ] n.力量；力气；兵力；长处

206 strike 1 [straik] vi.打，打击；罢工；敲，敲击；抓；打动；穿透 vt.打，击；罢工；撞击，冲击；侵袭；打动；到达 n.罢工；打
击；殴打 n.(Strike)人名；(英)斯特赖克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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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students 2 [st'juːdnts] 学生

209 summ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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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t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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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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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213 textile 1 ['tekstail, -til] n.纺织品，织物 adj.纺织的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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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t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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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the 3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17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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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19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20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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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22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23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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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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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to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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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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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traditionally 1 [trə'diʃənəli] adv.传统上；习惯上；传说上

229 travel 2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230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231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32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233 unions 1 Union Islands of the Pacific also called Tokelaus 太平洋联合岛屿,又称托克劳群岛

234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35 unlike 1 [,ʌn'laik] adj.不同的，不相似的 prep.和…不同，不像

236 unofficially 1 [,ʌnə'fiʃəli] adv.非正式地；非公认地

237 us 1 pron.我们

238 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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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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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vacation 1 [və'keiʃən] n.假期；（房屋）搬出 vi.休假，度假

241 victims 1 ['vɪktɪmz] n.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



242 waited 1 [weɪt] v. 等；等待 n. 等待；等候

243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44 Watson 1 n.沃森（姓氏）；华生

245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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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weekend 2 [,wi:k'end, 'wi:kend] n.周末，周末休假；周末聚会 adj.周末的，周末用的 vi.度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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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were 3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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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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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wife 1 [wai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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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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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women 3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255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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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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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worker 1 ['wə:kə] n.工人；劳动者；职蚁 n.(Worker)人名；(英)沃克

259 workers 7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260 work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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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62 worried 1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263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64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65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66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67 York 2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268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