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18 [Arts and Culture] Gender Reveal Parties Grow in
Popularity, Risk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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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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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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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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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veal 12 [ri'vi:l] vt.显示；透露；揭露；泄露 n.揭露；暴露；门侧，窗侧

7 th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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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 parties 8 英 ['pɑ tːi] 美 ['pɑ rːti] n. 聚会；宴会；政党；一伙人；[律]当事人 vi. 开派对

10 blue 7 n.蓝色；[复数]（美国海、陆、空三军穿的）蓝色制服；蓝颜料；[theblue(s)][用作单数或复数]布鲁斯（歌曲）（一种伤
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蓝色的；沮丧的，忧郁的；下流的 vt.把…染成蓝色；使成蓝色；给…用上蓝剂；用上蓝剂于 vi.变成
蓝色，呈蓝色 n.（英、西、意）布卢（人名）

11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2 gender 7 ['dʒendə] n.性；性别；性交 vt.生（过去式gendered，过去分词gendered，现在分词gendering，第三人称单数genders，形
容词genderless）

13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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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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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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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part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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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sh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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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9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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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on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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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pink 5 [piŋk] n.粉红色；化身，典范；石竹花；头面人物 vt.扎，刺，戳；使…变粉红色；使…面红耳赤 vi.变粉红色 adj.粉红的；
比较激进的；石竹科的；脸色发红的 n.(Pink)人名；(英、德、匈)平克；(法)潘克

22 thei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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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nnounce 4 [ə'nauns] vt.宣布；述说；预示；播报 vi.宣布参加竞选；当播音员

24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5 frosting 4 ['frɔstiŋ] n.结霜；霜状白糖；无光泽面；去光泽 v.以霜覆盖；冻坏；起霜（frost的ing形式） adj.结霜的；磨砂的；消光
的

26 media 4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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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sex 4 [seks] n.性；性别；性行为；色情 vt.引起…的性欲；区别…的性别

29 s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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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viral 4 [ˈvaɪrəl] adj.病毒性的

31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2 cake 3 [keik] n.蛋糕；块状物；利益总额 vt.使结块 vi.结成块状 n.(Cake)人名；(英)凯克；(塞)察凯

33 canister 3 ['kænistə] n.筒；（放咖啡，茶叶，烟等的）小罐；防毒面具的滤毒罐



34 couple 3 ['kʌpl] n.对；夫妇；数个 vi.结合；成婚 vt.结合；连接；连合 n.(Couple)人名；(法)库普勒

35 dorado 3 [də'rɑ:dəu] n.剑鱼 n.(Dorado)人名；(法、西)多拉多

36 EL 3 [el] abbr.预期损失（ExpectedLoss）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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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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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h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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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smoke 3 [sməuk] n.烟；抽烟；无常的事物 vi.冒烟，吸烟；抽烟；弥漫 vt.吸烟；抽

41 social 3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42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43 sweet 3 [[swi:t] adj.甜的；悦耳的；芳香的；亲切的 n.糖果；乐趣；芳香；宝贝 （俚）酷毙了 n.(Sweet)人名；(英)斯威特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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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46 wildfire 3 ['waildfaiə] n.火灾；磷火，鬼火；散布极快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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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alligator 2 ['æligeitə] n.短吻鳄（产于美国及中国）；短吻鳄皮革；鳄口式工具 vi.皱裂；裂开 adj.鳄鱼般的；鳄鱼皮革的；鳄鱼皮
纹的

49 americans 2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50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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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Ashley 2 n.艾希莉（人名）

52 baby 2 ['beibi] n.婴儿，婴孩；孩子气的人 vt.纵容，娇纵；把……当婴儿般对待 adj.婴儿的；幼小的 n.(Baby)人名；(法、葡)巴
比；(英)巴比，芭比(女名)；(俄)巴贝

53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54 boy 2 [bɔi] n.男孩；男人 n.(Boy)人名；(英、德、西、意、刚(金)、印尼、瑞典)博伊；(法)布瓦

55 c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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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hild 2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57 colored 2 ['kʌləd] adj.有色的；着色的；有色人种的 v.把...染色，粉饰，脸红（color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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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nough 2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60 event 2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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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few 2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63 filled 2 [fild] adj.满的；装满的；加满的

64 friends 2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65 girl 2 n.女孩；姑娘，未婚女子；女职员，女演员；（男人的）女朋友 n.（捷）吉尔

66 gro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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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guests 2 [ɡest] n. 客人；宾客；特别来宾；[动植物]寄生生物 v. 做特邀嘉宾；做特约演员；客串；招待；做客

68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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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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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m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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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might 2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72 mixture 2 ['mikstʃə] n.混合；混合物；混合剂

73 often 2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74 popularity 2 [,pɔpju'lærəti] n.普及，流行；名气；受大众欢迎

75 post 2 [pəust] n.岗位；邮件；标杆 vt.张贴；公布；邮递；布置 vi.快速行进 n.(Post)人名；(英、西、捷、瑞典、荷)波斯特



76 pregnant 2 ['pregnənt] adj.怀孕的；富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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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pyrotechnic 2 [,paiərəu'teknik, ,pi-] adj.烟火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出色的

79 related 2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80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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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spreading 2 ['spredɪŋ] n.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

83 stop 2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84 sto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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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86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87 Thompson 2 ['tɔmpsn] n.汤普森（姓）

88 throu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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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today 2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90 tradition 2 [trə'diʃən] n.惯例，传统；传说

91 unborn 2 [,ʌn'bɔ:n] adj.未来的；未诞生的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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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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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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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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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accidentally 1 [,æksi'dentli] adv.意外地；偶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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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airplane 1 ['εəplein] n.飞机

100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01 angeles 1 ['ændʒələs] n.安杰利斯（姓氏）；天使城（菲律宾地名）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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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Arizona 1 [,æri'zəunə] n.美国亚利桑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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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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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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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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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baked 1 ['beikid] adj.烤的；烘焙的 v.烘培；烧制（bake的过去分词）

109 balloons 1 [bə'luːn] n. 气球；球状物 vt. 使膨胀 vi. 乘气球飞行；激增；如气球般膨胀 adj. 气球状的

110 balls 1 [bɔː l] n. 球；球状物；炮弹；舞会；愉快的经历；<口>胆量；胡说；（复）睾丸 v. 使成球状；呈球状；<俚>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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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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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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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bite 1 [bait] vt.咬；刺痛 n.咬；一口；咬伤；刺痛 vi.咬；刺痛 abbr.机内测试设备（Built-InTestEquipment） n.(Bite)人名；(匈)比泰

115 blamed 1 [bleimd] adj.混蛋的，该死的 v.谴责

116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117 box 1 [bɔks] n.箱，盒子；包厢；一拳 vi.拳击 vt.拳击；装…入盒中；打耳光 n.(Box)人名；(英、法、西)博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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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burj 1 n. 迪拜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大厦名）

120 burned 1 [bə:nd] adj.焦头烂额 v.[外科]烧伤（burn的过去式）

121 burning 1 ['bə:niŋ] adj.燃烧的；强烈的；发热的 n.燃烧 vi.燃烧（burn的现在分词）

122 bursts 1 英 [bɜːst] 美 [bɜ rːst] n. 爆发；破裂；阵 v. 爆裂；迸发；冲；闯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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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butter 1 ['bʌtə] vt.涂黄油于；讨好 n.黄油；奶油；奉承话 n.(Butter)人名；(英)巴特；(德、匈)布特

125 cakes 1 [keɪk] n. 蛋糕；块状物

126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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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129 chemical 1 ['kemikəl] n.化学制品，化学药品 adj.化学的

130 china 1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131 colors 1 ['kɒlərz] n.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

132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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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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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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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contains 1 [kən'teɪnz] v.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38 couples 1 ['kʌplz] v. 连结；交配（动词coup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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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creamy 1 ['kri:mi] adj.奶油色的；乳脂状的；含乳脂的

141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142 crocodile 1 ['krɔkə,dail] n.鳄鱼

143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144 date 1 [deit] n.日期；约会；年代；枣椰子 vi.过时；注明日期；始于（某一历史时期） vt.确定…年代；和…约会 n.(Date)人名；
(日)伊达(姓)；(英)戴特

145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146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147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48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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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Dubai 1 [英 [ˈdju:bai] 美 [duˈbaɪ]] n.迪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酋长国之一）；迪拜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港市）

151 earnings 1 ['ə:niŋz] n.收入

152 eat 1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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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ggs 1 [egz] n. 蛋；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

155 either 1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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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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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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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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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pecting 1 [ɪk'spekt] v. 预期；期待；盼望

162 explosive 1 [ik'spləusiv] adj.爆炸的；爆炸性的；爆发性的 n.炸药；爆炸物

163 extreme 1 [ik'stri:m] adj.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尽头的 n.极端；末端；最大程度；极端的事物

164 extremes 1 [ɪkst'riː mz] n. 极端事物 名词extreme的复数形式.

165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166 fast 1 [fɑ:st, fæst] adj.快速的，迅速的；紧的，稳固的 adv.迅速地；紧紧地；彻底地 vi.禁食，斋戒 n.斋戒；绝食 n.(Fast)人名；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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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fired 1 n.因祸得福（电影名） f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9 fires 1 [fɑɪrs] n. 火力 名词fire的复数形式.

170 fireworks 1 英 ['faɪəwɜːks] 美 ['faɪə̩ wɜːks] n. 烟火

171 firing 1 ['faiəriŋ] n.开火；烧制；解雇；生火 v.开火；烧制；解雇（fire的ing形式）；点燃；激励 n.(Firing)人名；(英)法尔林

172 flour 1 ['flauə] n.面粉；粉状物质 vt.撒粉于；把…磨成粉 n.(Flour)人名；(法)弗卢尔

173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74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175 gas 1 [gæs] n.气体；[矿业]瓦斯；汽油；毒气 vt.加油；毒（死） vi.加油；放出气体；空谈 n.(Gas)人名；(法、德、西)加斯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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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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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gotten 1 ['gɔtən] v.得到；达到（ge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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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gun 1 n.枪支；枪状物；持枪歹徒 vi.用枪射击；加大油门快速前进 vt.向…开枪；开大油门 n.(Gun)人名；(瑞典)贡；(英)冈；
(俄、意)古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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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hectare 1 ['hektɑ:] n.公顷（等于1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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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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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howe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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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187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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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190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91 increasingly 1 [in'kri:siŋli] adv.越来越多地；渐增地

192 ingredients 1 [ɪŋ'riː diənts] n. 配料；作料；材料 名词ingredient的复数形式.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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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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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196 inventor 1 [in'ventə] n.发明家；[专利]发明人；创造者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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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199 jenna 1 n. 詹纳; 詹娜

200 jumping 1 ['dʒʌmpiŋ] adj.跳跃的 n.障碍 vi.跳（jump的ing形式）

201 khalifa 1 [kæ'liː fæ] n. (=caliph)哈里发(伊斯兰教国家政教领袖的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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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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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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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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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07 legs 1 ['leɡz] n.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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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lit 1 [lit] adj.照亮的，点着的（ligh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n.(Lit)人名；(瑞典)利特；(老)李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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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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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214 Los 1 [lɔ:s] abbr.视线（LineofSight）；月球轨道航天器（LunarOrbiterSpacecraft） n.(Los)人名；(匈)洛什；(俄、西、瑞典、塞、
英)洛斯

215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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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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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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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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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message 1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221 metal 1 ['metəl] n.金属；合金 vt.以金属覆盖 adj.金属制的 n.(Metal)人名；(捷)梅塔尔；(瑞典)梅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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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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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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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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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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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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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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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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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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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painful 1 ['peinfl] adj.痛苦的；疼痛的；令人不快的

233 parachuted 1 ['pærəʃu tː] n. 降落伞；缓降物；[动]翅膜 v. 跳伞；用降落伞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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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partner 1 ['pɑ:tnə] n.伙伴；合伙人；配偶 vi.合伙；合股；成为搭档 vt.使合作；与…合伙 n.(Partner)人名；(英、德)帕特纳

236 partners 1 英 ['pɑ tːnə(r)] 美 ['pɑ rːtnər] n. 伙伴；搭档；伴侣；合伙人 v. 同 ... 合作；做 ... 的搭档

237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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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plane 1 [plein] n.飞机；平面；程度，水平 vi.刨；乘飞机旅行；翱翔 vt.刨平；用刨子刨；掠过水面 adj.平的；平面的 n.(Plane)人
名；(塞、瑞典、法)普拉内

240 planes 1 [pleɪns] n. 位面；飞机 名词plane的复数形式.

241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42 posts 1 英 [pəʊst] 美 [poʊst] n. 职位；邮件；标竿 v. 邮递；通知；布置；派遣；急行 adv. 快速地



243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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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pushed 1 [puʃt] adj.处于窘境的；为难的；推挤现象的 v.推；挤；逼迫（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6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47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48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49 released 1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0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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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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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254 reptile 1 ['reptail, -til] adj.爬虫类的；卑鄙的 n.爬行动物；卑鄙的人

255 rethink 1 [ri:'θiŋk, 'ri:θiŋk] vt.重新考虑；再想 vi.重新考虑；再想 n.重新考虑；反思；新想法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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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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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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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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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eems 1 [siː mz]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61 sharp 1 adj.急剧的；锋利的；强烈的；敏捷的；刺耳的 adv.急剧地；锐利地；突然地 n.尖头 vt.磨快；把音调升高 vi.升音演奏
n.(Sharp)人名；(英)夏普

262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263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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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kin 1 [skin] n.皮肤；外皮 vt.剥皮 vi.愈合；长皮

266 smoking 1 ['sməukiŋ] n.抽烟；冒气 adv.冒着烟 adj.准许吸烟的 v.吸烟；冒烟（smoke的现在分词）

267 s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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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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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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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tupid 1 ['stju:pid, 'stu:-] adj.愚蠢的；麻木的；乏味的 n.傻瓜，笨蛋

272 substance 1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273 sugar 1 ['ʃugə] n.糖；食糖；甜言蜜语 vt.加糖于；粉饰 vi.形成糖 n.(Sugar)人名；(英)休格

274 tallest 1 ['tɔː lɪst] adj. 最高的

275 teeth 1 [ti:θ] n.牙齿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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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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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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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thick 1 [θik] n.最拥挤部分；活动最多部分；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厚的；浓的；粗大的 adv.密集地；浓浓地，厚厚地 n.
(Thick)人名；(英)西克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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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82 toward 1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英)特沃德

283 treat 1 [tri:t] vt.治疗；对待；探讨；视为 vi.探讨；请客；协商 n.请客；款待 n.(Treat)人名；(英)特里特



284 tropical 1 ['trɔpikəl] adj.热带的；热情的；酷热的

285 unclear 1 英 [ˌʌn'klɪə(r)] 美 [ˌʌn'klɪr] adj. 不清楚的；含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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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us 1 pron.我们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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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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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videos 1 英 ['vɪdiəʊ] 美 ['vɪdioʊ] n. 录像；视频 v. 录制电视节目 adj. 视频的；录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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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wa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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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watermelon 1 ['wɔ:təmelən, 'wɔ-] n.西瓜

294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295 week 1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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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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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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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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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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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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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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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05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306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307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