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11 [As It Is] Melania Trump Wants to Be Best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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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use 3 [ə'bju:z, ə'bju:s] n.滥用；虐待；辱骂；弊端；恶习，陋习 vt.滥用；虐待；辱骂 n.(Abuse)人名；(英)阿比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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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5 administration 2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6 advertising 1 ['ædvətaiziŋ] n.广告；广告业；登广告 adj.广告的；广告业的 v.公告；为…做广告（advertise的ing形式）

7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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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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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imed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1 aims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2 Alice 2 ['ælis] n.爱丽丝（女子名）

13 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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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lso 6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5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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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8 and 2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9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20 argument 1 ['ɑ:gjumənt] n.论证；论据；争吵；内容提要

21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22 arrived 1 [a'raɪvd] adj.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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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sking 1 ['ɑ:skiŋ] n.请求 v.问（ask的现在分词）

25 association 1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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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ttend 1 [ə'tend] vt.出席；上（大学等）；照料；招待；陪伴 vi.出席；致力于；照料；照顾

28 automobiles 1 ['ɔː təməbiː lz] 汽车

29 babies 1 ['beɪbi] n. 婴儿；宝贝儿；孩子气的人 adj. 婴儿的；小型的 vt. 溺爱

30 barron 2 n. 巴伦

31 be 6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2 beach 1 [bi:tʃ] n.海滩；湖滨 vt.将…拖上岸 vi.搁浅；定居 n.(Beach)人名；(英)比奇

33 beautiful 1 ['bju:tiful] adj.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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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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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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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ehind 1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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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elonged 1 [bɪ'lɒŋd] v. 应归入；属于（动词belon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0 best 5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41 bet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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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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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bid 1 [bid] vt.投标；出价；表示；吩咐 vi.投标；吩咐 n.出价；叫牌；努力争取 n.(Bid)人名；(俄)比德

44 biden 2 n. 拜登(姓氏)

45 birth 1 [bɑ:θ] n.出生；血统，出身；起源

46 bo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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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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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49 brother 1 ['brʌðə] n.兄弟；同事；战友 int.我的老兄！ n.(Brother)人名；(英)布拉泽

50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51 Bryant 2 ['braiənt] n.布赖恩特（男子名，等于Brian）

52 bullying 2 ['bʊli] n. 欺凌弱小者；开球 vt. 恐吓；威胁；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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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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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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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ampaign 4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57 campaigns 1 [kæm'peɪn] n. 运动；战役；活动；竞选运动 v. 参加竞选；从事运动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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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60 center 1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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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hairwoman 1 ['tʃεə,wumən] n.女主席；女议长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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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heck 1 vt.检查，核对；制止，抑制；在…上打勾 vi.核实，查核；中止；打勾；[象棋]将一军 n.<美>支票；制止，抑制；检
验，核对 n.（英）切克（人名）

65 children 12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66 citizen 1 ['sitizən] n.公民；市民；老百姓

67 citizens 2 ['sɪtɪzənz] 公民

68 city 2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69 claimed 1 [kleɪm] n. 要求；要求权；主张；断言；声称；要求物 vt. 要求；请求；主张；声称；断言

70 clothes 1 [kləuðz] n.衣服

71 clothing 3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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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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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communist 1 ['kɔmjunist] n.共产党员；共产主义者 adj.共产主义的

76 conferences 1 ['kanfərəns] n. 会议；研讨会；商讨会 名词conferenc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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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contradiction 2 [,kɔntrə'dikʃən] n.矛盾；否认；反驳

79 controversial 2 [,kɔntrə'və:ʃəl] adj.有争议的；有争论的

80 convention 3 [kən'venʃən] n.大会；[法]惯例；[计]约定；[法]协定；习俗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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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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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crisis 2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84 critics 2 [k'rɪtɪks] 评论家们

85 crowded 1 ['kraudid] adj.拥挤的；塞满的 v.拥挤（crowd的过去分词）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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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democratic 2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88 democrats 1 ['deməkræts] n.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

89 deserve 1 [di'zə:v] vi.应受，应得 vt.应受，应得

90 detention 2 [di'tenʃən] n.拘留；延迟；挽留

91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92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93 disagreement 1 [,disə'gri:mənt] n.不一致；争论；意见不同

94 disasters 1 [dɪ'zɑːstəz] 灾害

95 discussion 1 [dis'kʌʃən] n.讨论，议论

96 divorce 2 [di'vɔ:s] vt.使离婚，使分离；与…离婚 n.离婚；分离 vi.离婚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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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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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100 donald 4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101 dr 1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102 dreamt 1 [dremt] v.梦想（dream的过去式，过去分词）

103 drug 2 [drʌg] n.药；毒品；麻醉药；滞销货 vt.使服麻醉药；使服毒品；掺麻醉药于 vi.吸毒 n.(Drug)人名；(罗)德鲁格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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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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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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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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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ffects 2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109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110 emotional 1 [i'məuʃənəl] adj.情绪的；易激动的；感动人的

111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112 ending 1 ['endiŋ] n.结局；结尾

113 enemy 1 ['enimi] n.敌人，仇敌；敌军 adj.敌人的，敌方的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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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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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117 expressed 2 [ɪk'spres] n. 快车；快递；专使 adj. 明确的；急速的；直接的 adv. 用快递 vt. 表达；表示；挤压出；快递

118 families 2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119 fashion 4 ['fæʃən] n.时尚；时装；样式；时髦人物 vt.使用；改变；做成…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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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22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123 firs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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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firsthand 1 ['fə:st'hænd] adj.直接的；直接采购的；直接得来的 adv.直接地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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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Florida 1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127 focus 1 ['fəukəs] n.焦点；中心；清晰；焦距 vt.使集中；使聚焦 vi.集中；聚焦；调节焦距 n.(Focus)人名；(瑞典)福库斯

128 focused 1 英 ['fəʊkəst] 美 ['foʊkəst] adj. 聚焦的；集中的 动词focu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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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31 for 1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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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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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French 1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135 frightening 1 ['fraitəniŋ] adj.令人恐惧的；引起突然惊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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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future 2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38 gave 2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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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German 1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141 gq 2 abbr.全船战备部署（generalquarters）

142 grew 1 [gru:] v.成长，种植（grow的过去式） n.(Grew)人名；(芬)格雷夫；(英、葡)格鲁

143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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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had 3 v.有；吃；得到（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ux.已经（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

146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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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hated 1 [heɪt] v. 憎恨；厌恶；讨厌 n. 憎恨；厌恶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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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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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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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heart 1 [hɑ:t] n.心脏；感情；勇气；心形；要点 vt.鼓励；铭记 vi.结心 n.(Heart)人名；(英)哈特

153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154 he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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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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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honesty 1 ['ɔnisti] n.诚实，正直

157 hoped 1 英 [həʊpt] 美 [hoʊpt] adj. 希望的；盼望的 动词ho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8 hospitals 1 ['hɒspɪtlz] 医院

159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60 humanity 1 [hju:'mænəti] n.人类；人道；仁慈；人文学科

161 hurting 1 adj.受伤害的；受损的 v.伤害；伤心；弄痛（hurt的ing形式）

162 husband 2 ['hʌzbənd] vt.节约地使用（或管理） n.丈夫 n.(Husband)人名；(英)赫斯本德

163 immigrant 2 ['imigrənt] adj.移民的；迁入的 n.移民，侨民

164 immigration 4 [,imi'greiʃən] n.外来移民；移居

165 impossible 1 [im'pɔsəbl] adj.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难以忍受的；不真实的 n.不可能；不可能的事

166 in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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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68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69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170 invisible 2 [in'vizəbl] adj.无形的，看不见的；无形的；不显眼的，暗藏的

171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72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173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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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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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jewelry 1 ['dʒu:əlri] n.珠宝；珠宝类

176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77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78 kindness 1 ['kaindnis] n.仁慈；好意；友好的行为 n.(Kindness)人名；(英)坎德尼斯

179 kna 2 假名

180 knauss 1 n. 克瑙斯

181 lady 8 ['leidi] n.女士，夫人；小姐；妻子

182 later 4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183 launched 3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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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leaving 1 ['li:viŋ] n.离开；残余；渣滓 v.离开；留下；舍弃（leave的ing形式）

186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187 legal 2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188 life 3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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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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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192 mad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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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magazine 2 n.杂志；弹药库；胶卷盒

194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195 maker 1 ['meikə] n.制造者；造物主；出期票人 n.(Maker)人名；(英)马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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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marriage 2 ['mæridʒ] n.结婚；婚姻生活；密切结合，合并 n.(Marriage)人名；(英)马里奇

198 marriages 1 n. 婚姻；结合；兼并（marriage的复数）

199 married 2 ['mærid] adj.已婚的，有配偶的；婚姻的，夫妇的；密切结合的 n.已婚者 v.结婚，与…结婚（marry的过去式）

200 max 2 n.]完全；彻底；最大限度；最大量；最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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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Melania 12 川蜷螺属

203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204 met 1 [met] v.遇见（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et)人名；(瑞典)梅特

205 Michelle 1 [mi:'ʃel] n. 米歇尔(女子名)

206 Milan 1 [mi'læn] n.米兰（意大利北部城市）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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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mission 1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209 mistake 1 [mi'steik] n.错误；误会；过失 vt.弄错；误解 vi.弄错；误解

210 mode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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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modeled 1 ['mɒdld] adj. 形成模式的 动词mod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2 modeling 2 ['mɔdəliŋ] n.[自]建模，造型；立体感 adj.制造模型的

213 mo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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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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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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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na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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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218 national 3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219 natural 1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220 naturalized 1 ['nætʃərəlaɪzd] adj. 驯化的；自然化的；归化的；入籍的 动词natural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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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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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nominee 1 [,nɔmi'ni:] n.被任命者；被提名的人；代名人

225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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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nude 2 [nju:d] adj.裸的，裸体的；无装饰的；与生俱有的 n.裸体；裸体画

228 Obama 1 n. 巴拉克- 奥巴马(1961-)；美国第44任总统(2009-)

229 observed 1 [əb'zɜːvd] adj. 被观察的，被观测的 v. 观察，观测（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

230 of 2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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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233 O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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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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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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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opioid 5 ['əupiɔid] n.[生化]阿片样物质；类鸦片

237 opposite 1 ['ɔpəzit, -sit] adj.相反的；对面的；对立的 n.对立面；反义词 prep.在…的对面 adv.在对面

238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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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40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41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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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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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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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overseas 1 ['əuvə'si:z] adv.在海外，海外 adj.海外的，国外的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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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palm 1 [pɑ:m] n.手掌；棕榈树；掌状物 vt.将…藏于掌中 n.(Palm)人名；(英)帕姆；(瑞典)帕尔姆；(法、德、俄、捷、芬、挪)帕
尔姆

247 parents 1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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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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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parts 3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51 party 3 n.政党，党派；聚会，派对；当事人[复数parties] vi.参加社交聚会[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

252 pattern 1 ['pætən] n.模式；图案；样品 vt.模仿；以图案装饰 vi.形成图案

253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54 pictures 1 ['pɪktʃəz] n.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

255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6 pointed 1 ['pɔintid] adj.尖的；突出的；锐利的；率直的 v.指出；瞄准（point的过去式）

257 policies 1 英 ['pɒləsi] 美 ['pɑːl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258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259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60 presidential 3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261 pressed 1 [prest] adj. （金钱、时间等）紧迫的；压平的 动词pr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2 private 1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263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264 profile 3 ['prəufail] n.侧面；轮廓；外形；剖面；简况 vt.描…的轮廓；扼要描述 vi.给出轮廓

265 pronunciation 2 [prəu,nʌnsi'eiʃən] n.发音；读法

266 protect 4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67 publications 1 [prblɪ'keɪans] n. 出版物 名词public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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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questioned 1 ['kwestʃən] n. 问题；疑问 v. 询问；怀疑

270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271 racial 1 ['reiʃəl] adj.种族的；人种的

272 raise 1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273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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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received 1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276 reforms 2 英 [rɪ'fɔːm] 美 [rɪ'fɔːrm] n. 改革；改良 v. 改革；革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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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relationship 1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279 reportedly 1 [ri'pɔ:tidli] adv.据报道；据传闻

280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281 republican 2 [ri'pʌblikən] adj.共和国的；共和政体的；共和主义的；拥护共和政体的 n.共和主义者

282 republicans 1 n.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

283 resear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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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responsibility 1 [ri.spɔnsə'biliti] n.责任，职责；义务

285 resurfaced 1 英 [ˌriː 'sɜːfɪs] 美 [ˌriː 'sɜːrfɪs] v. 重新露面；浮上水面；为...铺设新表面

286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287 rnc 1 =Royal Naval College 皇家海军学院[英]

288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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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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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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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schools 1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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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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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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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separated 2 ['sepəreitid] adj.分开的；分居；不在一起生活的 v.分开；隔开（sepa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7 served 1 英 [sɜːv] 美 [sɜːr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298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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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she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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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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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303 sister 1 n.姐妹；（称志同道合者）姐妹；修女；护士 adj.姐妹般的；同类型的

304 Slovenia 3 [sləu'vi:niə] n.斯洛文尼亚（南斯拉夫一共和国）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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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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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sold 1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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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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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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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speak 1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313 speech 4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314 spoke 1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315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316 State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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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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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struggles 1 ['strʌɡl] vi. 努力；奋斗；斗争；挣扎 n. 斗争；竞争；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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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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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322 sympathy 1 ['simpəθi] n.同情；慰问；赞同

323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324 talked 1 [tɔː k] v. 交谈；商讨；演讲；阐述；劝服 n. 谈话；会谈；讨论；讲话；空谈

325 tested 1 ['testid] adj.经受过考验的；经验定的 v.考验（test的过去分词）；测验

326 texas 2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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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the 5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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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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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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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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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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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336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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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38 threatening 1 ['θretəniŋ] adj.危险的；胁迫的；凶兆的 v.威胁；恐吓；迫近（threate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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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t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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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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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toge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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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tomorrow 1 [tə'mɔrəu, -'mɔ:-] n.明天；未来 adv.明天；未来地（等于to-morrow）

344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45 total 1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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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trump 20 [trʌmp] n.王牌；法宝；喇叭 vt.胜过；打出王牌赢 vi.出王牌；吹喇叭 n.(Trump)人名；(英)特朗普

348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49 unclean 1 [,ʌn'kli:n] adj.不纯洁的；行为不检的

350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351 united 4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352 unplanned 1 [ˌʌn'plænd] adj. 无计划的；意外的；在计划外的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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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version 1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355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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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views 1 [v'juːz] n. 见解 名词view的复数形式.

357 vis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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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visited 1 v.拜访，访问（visit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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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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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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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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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weaker 1 [wiː kər] adj. 较弱的 形容词weak的比较级形式.

365 we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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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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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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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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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wife 2 [wai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371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72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373 word 1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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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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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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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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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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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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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381 writing 1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382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83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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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York 2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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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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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 youngest 1 ['jʌŋgist] n.最小的儿子；年纪最小的人 adj.最年轻的

389 youngsters 1 ['jʌŋstəz] 青少年

390 yugoslavia 1 [,ju:gəu'slɑ:viə] n.南斯拉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