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08 [Health and Lifestyle]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and
Teaching Grandchildren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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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2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4 in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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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for 1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6 her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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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s 1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 th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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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of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0 sh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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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with 1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2 ar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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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you 1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4 grandparents 10 ['grændpeərənts] n. 外祖父母；祖父母

15 famil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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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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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i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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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tim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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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grandchildren 7 [ɡ'ræntʃɪldrən] n. 孙儿女们 名词grandchild的复数.

20 Mary 7 ['mɛəri] n.玛丽（女子名）

21 not 7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2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3 wi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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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childcare 6 英 ['tʃaɪldkeə(r)] 美 ['tʃaɪldker] n. 幼托

25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6 grandmother 6 ['grænd,mʌðə] n.祖母；女祖先 vt.当…的祖母 vi.当祖母

27 mo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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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old 6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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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pandemic 6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31 says 6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32 som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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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whe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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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year 6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5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6 d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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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velyn 5 ['i:vlin; 'ev-] n.伊夫林（女子名）

38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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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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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his 5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41 renee 5 [ri'nei] n.蕾妮（人名）

42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43 ELISA 4 [i'li:zə] abbr.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nzyme-linkedimmunosorbentassay） n.(Elisa)人名；(英)埃莉莎；(法、意、西、葡、芬、
罗、德)埃莉萨

44 grandma 4 ['grændmɑ:] n.奶奶；外婆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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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husband 4 ['hʌzbənd] vt.节约地使用（或管理） n.丈夫 n.(Husband)人名；(英)赫斯本德

47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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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Liam 4 n. 利亚姆(人名)

49 moth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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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mu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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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new 4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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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o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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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repor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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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retired 4 [ri'taiəd] adj.退休的；退役的；幽闭的 v.退休（retire的过去分词）

56 son 4 [sʌn] n.儿子；孩子（对年轻人的称呼）；男性后裔 n.(Son)人名；(土、老、柬)松；(法、罗)索恩；(日)存(名)；(日)孙
(姓)；(越)山

57 th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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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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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want 4 [wɔnt, wɔ:nt] vt.需要；希望；应该；缺少 n.需要；缺乏；贫困；必需品 vi.需要；缺少

60 activities 3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61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62 apartment 3 [ə'pɑ:tmənt] n.公寓；房间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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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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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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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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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hild 3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68 daughter 3 ['dɔ:tə] n.女儿；[遗][农学]子代 adj.女儿的；子代的

69 elderly 3 ['eldəli] adj.上了年纪的；过了中年的；稍老的

70 especially 3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71 families 3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72 fry 3 [frai] n.鱼苗；油炸食物 vt.油炸；油煎 vi.油炸；油煎 n.(Fry)人名；(芬)弗吕；(英)弗赖伊；(德、英、法、西)弗里

73 granddaughter 3 ['græn,dɔ:tə] n.孙女；外孙女

74 grandson 3 ['grændsʌn] n.孙子；外孙



75 health 3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76 help 3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77 hours 3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78 learning 3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79 leisure 3 ['lɛʒə] n.闲暇；空闲；安逸 adj.空闲的；有闲的；业余的 n.(Leisure)人名；(英)莱热

80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81 now 3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82 Older 3 ['əʊldər] adj. 年长的

83 online 3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84 parents 3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85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86 read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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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school 3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88 s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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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supervise 3 ['sju:pəvaiz] vt.监督，管理；指导 vi.监督，管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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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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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whi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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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wor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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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work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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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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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adults 2 [æ'dʌlts] n. 成年人；成年动物；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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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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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always 2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00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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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bad 2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103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104 bill 2 [bil] n.[法]法案；广告；账单；[金融]票据；钞票；清单 vt.宣布；开账单；用海报宣传

105 blessing 2 ['blesiŋ] n.祝福；赐福；祷告 v.使幸福（bless的ing形式）；使神圣化；为…祈神赐福 n.(Blessing)人名；(英、德)布莱
辛

106 care 2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107 caring 2 ['kεəriŋ] adj.有同情心的；表示或感到关怀或关心的 v.关心；照顾（care的现在分词）

108 children 2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109 cultures 2 ['kʌltʃəz] n. 文化 名词culture的复数形式.

110 disease 2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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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ducation 2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113 example 2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114 experts 2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15 father 2 ['fɑ:ðə] n.父亲，爸爸；神父；祖先；前辈 vt.发明，创立；当…的父亲



116 forth 2 [fɔ:θ] adv.向前，向外；自…以后 n.(Forth)人名；(德)福特；(英)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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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fun 2 [fʌn] n.乐趣；玩笑；有趣的人或事 adj.供娱乐用的 vi.开玩笑

119 gam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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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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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golden 2 ['gəuldən] adj.金色的，黄金般的；珍贵的；金制的 n.(Golden)人名；(英、法、罗、德、瑞典)戈尔登

122 grandfather 2 ['grænd,fɑ:ðə] n.祖父；始祖 vt.不受新规定限制

123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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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hill 2 [hil] n.小山；丘陵；斜坡；山冈 n.(Hill)人名；(法、西)伊尔；(德、英、匈、捷、罗、芬、瑞典)希尔

125 howe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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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lifestyle 2 ['laifstail] n.生活方式 保健的

127 l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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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lives 2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29 lockdown 2 ['lɔkdaun] n.一级防范禁闭（期）

130 lo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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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Massachusetts 2 [,mæsə'tʃu:sits] n.马萨诸塞州（美国）

132 matteo 2 n. 马泰奥

133 mom 2 [mɔm] n.妈妈 n.(Mom)人名；(柬)蒙

134 morning 2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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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moved 2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7 mu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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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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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pat 2 [pæt] adj.恰好的；熟练的；合适的 adv.恰好；熟记地 n.轻拍；小块；轻拍声 vt.轻拍 vi.轻拍 n.(Pat)人名；(泰)巴

141 Pennsylvania 2 [,pensil'veinjə] n.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州名）

142 play 2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典)普莱

143 realized 2 ['riː əlaɪz] vt. 实现；了解；意识到；变卖

144 research 2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145 retirement 2 [ri'taiəmənt] n.退休，退役

146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47 roll 2 [rəul] vt.卷；滚动，转动；辗 vi.卷；滚动；转动；起伏，摇晃 n.卷，卷形物；名单；摇晃 n.(Roll)人名；(英、法、德、
俄、罗、葡、捷、挪、西、瑞典)罗尔

148 rule 2 [ru:l] vi.统治；管辖；裁定 n.统治；规则 vt.统治；规定；管理；裁决；支配 n.(Rule)人名；(英)鲁尔；(塞)鲁莱

149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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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senior 2 ['si:njə] adj.高级的；年长的；地位较高的；年资较深的，资格较老的 n.上司；较年长者；毕业班学生 n.(Senior)人名；
(英)西尼尔

151 situation 2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152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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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spend 2 [spend] vt.度过，消磨（时光）；花费；浪费；用尽 vi.花钱；用尽，耗尽 n.预算

155 studies 2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156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157 takes 2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158 teaching 2 ['ti:tʃiŋ] n.教学；教义 v.教学；教导（teach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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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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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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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who 2 pron.谁；什么人

163 why 2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164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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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York 2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167 accused 1 [ə'kju:zd] n.被告 adj.被控告的 v.指责；控告（accus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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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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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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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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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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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administrator 1 [əd'ministreitə] n.管理人；行政官

174 affects 1 [ə'fekt] vt. 影响；感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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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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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allowing 1 [ə'laʊ] vt. 允许；让某人得到；留出；同意（法律） vi. (for)考虑到；允许

178 alone 1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179 Alzheimer 1 n. 老年痴呆症（亦称:Alzheimer's disease，阿兹海默症）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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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answers 1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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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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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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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average 1 n.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平均的；普通的；通常的 vt.算出…的平均数；将…平均分配；使…平衡 vi.平均为；呈中
间色

186 avoiding 1 [ə'vɔɪd] vt. 避免；逃避；[律]使无效；撤销

187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88 bank 1 [bæŋk] n.银行；岸；浅滩；储库 vt.将…存入银行；倾斜转弯 vi.堆积；倾斜转弯 n.(Bank)人名；(英、德、俄)班克；(法、
匈)邦克

189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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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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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behavior 1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193 below 1 [bi'ləu] adv.在下面，在较低处；在本页下面 prep.在…下面 n.(Below)人名；(英、德、芬、瑞典)贝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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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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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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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bought 1 [bɔ:t] v.买（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8 break 1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
晓；（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199 brings 1 [brɪŋz] v. 带来；促使；引起；劝诱（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00 Brooklyn 1 ['bruklin] n.布鲁克林（美国纽约西南部的一区）

201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202 buildings 1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203 busier 1 [bisiə] adj.比较忙碌的（busy的比较级）

204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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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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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car 1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208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209 cares 1 n. 关心 名词care的复数形式.

210 Caty 1 卡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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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213 checking 1 ['tʃekiŋ] n.校验；[电子][通信]抑制；[涂料]龟裂；检查；[力]裂纹

214 citizen 1 ['sitizən] n.公民；市民；老百姓

215 citizens 1 ['sɪtɪzənz] 公民

216 clock 1 [klɔk] n.时钟；计时器 vt.记录；记时 vi.打卡；记录时间 n.(Clock)人名；(英)克洛克

217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218 closer 1 ['kləuzə] adj.靠近的 n.[自]闭合器；最后的节目

219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220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221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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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confinement 1 [kən'fainmənt] n.限制；监禁；分娩

224 contact 1 n.接触，联系 vt.使接触，联系 vi.使接触，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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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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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correcting 1 [kə'rekt] adj. 正确的；得体的 v. 改正；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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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count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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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232 culture 1 ['kʌltʃə] n.文化，文明；修养；栽培 vt.[细胞][微]培养（等于cultivate）

233 daily 1 ['deili] adj.日常的；每日的 n.日报；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日常地；每日；天天 n.(Daily)人名；(英)戴利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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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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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describes 1 [dɪ'skraɪb] vt. 描述；说成；形容；画(尤指几何图形)

237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238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239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240 disapproving 1 [,disə'pru:viŋ] adj.反对的；不赞成的 v.不赞成；不同意（disapprov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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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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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drop 1 [drɔp] vt.滴；使降低；使终止；随口漏出 vi.下降；终止 n.滴；落下；空投；微量；滴剂

244 dying 1 ['daiiŋ] adj.临终的，垂死的 n.死，死亡 v.死，死亡；枯萎；失去活力（die的ing形式）

245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246 easy 1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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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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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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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ducational 1 [,edju:'keiʃənəl] adj.教育的；有教育意义的

251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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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nforcer 1 [in'fɔ:sə] n.实施者；强制执行者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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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njoyable 1 adj.快乐的；有乐趣的；令人愉快的

256 enjoyed 1 [ɪn'dʒɔɪd] v. 享受，喜欢（动词enj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7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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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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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tra 1 ['ekstrə] adv.特别地，非常；另外 n.临时演员；号外；额外的事物；上等产品 adj.额外的，另外收费的；特大的

262 filled 1 [fild] adj.满的；装满的；加满的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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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finding 1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265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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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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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form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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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269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270 germs 1 [dʒɜ rːms] n. 细菌 名词germ的复数形式.

271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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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got 1 [gɔt] v.得到，明白（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Got)人名；(法)戈；(西、匈、瑞典)戈特

274 grandparent 1 ['grænd,pεərənt] n.祖父母；祖父或祖母；外祖父母；外祖父或外祖母

275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276 happiness 1 ['hæpinis] n.幸福

277 hardest 1 ['hɑːdɪst] adv. 极难地 adj. 最难的 形容词hard的最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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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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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himself 1 [him'self] pron.他自己；他亲自，他本人

281 hit 1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282 homes 1 英 [həʊm] 美 [hoʊm] n. 家；家庭；收容所；栖息地；发源地 adv. 在家；回家；在国内；回国；正中目标 adj. 家用的；
国内的；总部的；（比赛）主场的 v. 提供住处；朝向

283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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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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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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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idiom 1 ['idiəm] n.成语，习语；土话

288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89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90 informal 1 adj.非正式的；不拘礼节的；随便的；通俗的；日常使用的

291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292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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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Italy 1 ['itəli] n.意大利（欧洲南部国家）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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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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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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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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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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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301 letting 1 ['letiŋ] n.出租；租金 v.让，允许（let的现在分词）

302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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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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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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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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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lots 1 [lɔts] n.大量，许多；一堆；命运（lot的复数） adv.很，非常 v.抽签；分组；把（土地）划分成块（lot的三单形式）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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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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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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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me 1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314 meal 1 [mi:l] n.一餐，一顿饭；膳食 vi.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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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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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319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320 Miles 1 [mailz] n.迈尔斯（男子名）

321 milk 1 [milk] n.牛奶；乳状物 vt.榨取；挤…的奶 vi.挤奶 n.(Milk)人名；(英)米尔克

322 missed 1 [mɪs] n. [M-]小姐 vt. 想念 vt. 错过；漏掉

323 multiple 1 ['mʌltipl] adj.多重的；多样的；许多的 n.倍数；[电]并联

324 nap 1 [næp] n.小睡，打盹儿；细毛；孤注一掷 vt.使拉毛 vi.小睡；疏忽 n.(Nap)人名；(朝、越)纳

325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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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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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nonni 1 农尼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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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nurse 1 [nə:s] vt.看护，护理；照顾；培养；给…喂奶 vi.照料，护理；喂奶；当保姆 n.护士；奶妈，保姆 n.(Nurse)人名；(英)纳
斯

331 obeys 1 [ə'beɪ] v. 服从；遵守；顺从；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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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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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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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operated 1 ['ɒpəreɪtɪd] v. 操作；运动；运算；作战；见效；完成；开刀 动词op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36 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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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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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owns 1 英 [əʊn] 美 [oʊn] adj. 自己的；特有的 n. 自己的东西 v. 承认；拥有

339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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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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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pl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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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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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pointing 1 ['pɔintiŋ] n.指示 v.指向；指点（point的ing形式）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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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347 quiet 1 adj.安静的；安定的；不动的；温顺的 n.安静；和平 vt.使平息；安慰 vi.平静下来

348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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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reads 1 [riː d] v. 识字；阅读；朗读；理解；读到；猜测；读唇语；写着；读起来（给人以某种印象）；显示；看读数；听到；
将...改为；攻读；（计算机）读盘 n. 阅读；好读物 adj. 博学的；熟知的

351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352 remain 1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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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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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rest 1 [rest] vt.使休息，使轻松；把…寄托于 n.休息，静止；休息时间；剩余部分；支架 vi.休息；静止；依赖；安置 n.(Rest)人
名；(英、德、俄、捷、荷)雷斯特

356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357 retiree 1 [ri,taiə'ri:] n.（美）退休人员；歇业者

358 retirees 1 离退休人员

359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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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role 1 [rəul] n.角色；任务 n.(Role)人名；(意、塞、赤几)罗莱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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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rooms 1 [ruːm] n. 房间；空间；机会 v. 寄宿；给…提供留宿

364 rules 1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65 run 1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366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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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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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schoolwork 1 ['sku:lwə:k] n.家庭作业；学校作业

369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370 sclerosis 1 [skliə'rəusis] n.[病理]硬化，[医]硬化症；细胞壁硬化

371 Seattle 1 [si'ætl] n.西雅图（美国一港市）

372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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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sees 1 abbr.扩展企业应用套件（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

375 s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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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377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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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southwest 1 [,sauθ'west] n.西南方 adj.西南的 adv.往西南；来自西南

380 Spain 1 [spein] n.西班牙

381 spoil 1 vt.溺爱；糟蹋；破坏；掠夺 vi.掠夺；变坏；腐败 n.次品；奖品

382 spoiling 1 [s'pɔɪlɪŋ] n. 钢的碳化物分解变坏

383 sports 1 n.运动；运动会（sport的复数）；（报纸）体育版面；突变；娱乐 adj.运动的；适用于运动的 v.娱乐；戏弄（sport的
第三人称单数）

384 spreading 1 ['spredɪŋ] n.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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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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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St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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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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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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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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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struggling 1 ['strʌgliŋ] adj.奋斗的；努力的；苦斗的 v.努力；斗争；竞争（struggle的ing形式）

392 study 1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393 supervising 1 英 ['suːpəvaɪz] 美 ['suːpərvaɪz] vt. 监督；管理；指导

394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395 sweets 1 [swiː ts] n. 糖果 名词sweet的复数形式.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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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teacher 1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398 teachers 1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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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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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402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403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04 throughout 1 [θru:'aut] adv.自始至终，到处；全部 prep.贯穿，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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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407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408 travels 1 ['trævəlz] n. 漫游；旅行 名词travel的复数形式.

409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410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411 us 1 pron.我们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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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414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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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visits 1 ['vɪzɪt] v. 拜访；参观；闲谈 n. 拜访；参观；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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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419 warned 1 英 [wɔːn] 美 [wɔː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420 Washington 1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421 watch 1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422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423 week 1 [wi:k] n.周，星期

424 weekends 1 [,wi:k'ends, 'wi:kendz] adv.在每周末 n.周末（weekend的复数）

425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426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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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 whatever 1 [hwɔt'evə, 'hwət-] adj.不管什么样的 pron.无论什么；诸如此类 conj.无论什么

429 whenever 1 [hwen'evə, hwən-] conj.每当；无论何时 adv.不论何时；随便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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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whole 1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432 wide 1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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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workday 1 ['wə:kdei] n.工作日 adj.日常的，工作日的；平凡的

435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