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02 [Arts and Culture] Library Group Lists Books Raising
the Most Objection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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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olutely 1 ['æbsəlju:tli, ,æbsə'lju:tli] adv.绝对地；完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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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cronym 1 ['ækrəunim] n.首字母缩略词

5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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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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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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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dventures 1 英 [əd'ventʃə(r)] 美 [əd'ventʃər] n. 冒险；奇遇 vt. 冒险；尝试 vi. 冒险；大胆进行

10 ala 4 ['eilə] n.翼，翅

11 alex 1 ['æliks] n.亚历克斯（男子名）

12 alexie 1 亚历克西

13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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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msterdam 1 [,æmstə'dæm] n.阿姆斯特丹（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美国纽约东部城市）

16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7 and 1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8 Anne 3 [æn] n.安妮（女子名）

19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 anti 1 ['ænti, -tai] adj.反对的 n.反对者，反对论者 n.(Anti)人名；(意)安蒂；(阿拉伯)安提

21 appropriate 1 adj.适当的；恰当的；合适的 vt.占用，拨出

22 appropriateness 1 [ə'prəupriətnis] n.适当；适合

23 a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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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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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sher 1 ['æʃə] n.亚瑟（犹太民族的祖先之一，雅各的第八个儿子）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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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ssociation 4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28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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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ttempt 1 [ə'tempt] n.企图，试图；攻击 vt.企图，试图；尝试

30 attempts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31 Atwood 2 [ˈætˌwʊəd] 阿特伍德Attwood的变体 阿特伍德

32 banned 1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33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4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35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36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37 birds 1 ['bɜːdz] n. 鸟，鸟类；禽（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

38 birth 1 [bɑ:θ] n.出生；血统，出身；起源

39 bisexual 1 [,bai'seksjuəl] adj.两性的；雌雄同体的

40 black 2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41 bluest 1 [blu ]ː adj. 蓝色的；忧郁的；沮丧的；色情的 n. 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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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ook 4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43 books 13 ['bʊks] n. 帐目；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

44 bo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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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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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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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ldwell 2 ['kɔ:ldwəl] n.考德威尔（姓氏）；考德威尔（地名）

48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49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50 camp 1 [kæmp] vi.露营；扎营 vt.扎营；使扎营 n.露营 n.(Camp)人名；(英)坎普；(瑞典)坎普；(法)康

51 captain 1 ['kæptin] n.队长，首领；船长；上尉；海军上校 vt.指挥；率领

52 castle 1 ['kɑ:sl, 'kæ-] n.城堡；象棋中的车 vt.置…于城堡中；筑城堡防御 n.(Castle)人名；(英)卡斯尔

53 catcher 1 ['kætʃə] n.捕手，捕捉者；接球手

54 celebrating 1 ['selɪbreɪt] v. 庆祝；庆贺；颂扬

55 censor 2 vt.审查，检查；检查和删节 n.检查员；[心理]潜意识压抑力；信件检查员

56 censored 1 英 ['sensə(r)] 美 ['sensər] n. 检查员；监察官 vt. 检查

57 censorship 1 ['sensəʃip] n.审查制度；审查机构

58 challenged 3 ['tʃælindʒid] adj.受到挑战的

59 child 1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60 childhood 1 ['tʃaildhud] n.童年时期；幼年时代

61 closest 1 [k'ləʊsɪst] adj. 最靠近的

62 clothe 1 [kləuð] vt.给…穿衣；覆盖；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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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olor 1 ['kʌlə] n.颜色；肤色；颜料；脸色 vt.粉饰；给...涂颜色；歪曲 vi.变色；获得颜色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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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ommunity 2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67 complaint 1 [kəm'pleint] n.抱怨；诉苦；疾病；委屈

68 concentration 1 [,kɔnsən'treiʃən] n.浓度；集中；浓缩；专心；集合

69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70 content 1 ['kɔntent] n.内容，目录；满足；容量 adj.满意的 vt.使满足 n.(Content)人名；(法)孔唐

71 count 1 [kaunt] vt.计算；认为 vi.计数；有价值 n.计数；计算；伯爵 n.(Count)人名；(法、德、南非)伯爵(欧洲贵族头衔)，康特(人
名)

72 criticisms 2 [k'rɪtɪsɪzəmz] 批评

73 dav 1 abbr. Disabled American Veterans 美国残废退伍军人组织

74 Deborah 1 ['debərə] n.黛博拉（女子名）

75 depressing 1 [di'presiŋ] adj.压抑的；使人沮丧的

76 descriptions 1 n. 摹状词；描述；种类，类型（名词description的复数形式）

77 diary 3 ['daiəri] n.日志，日记；日记簿

78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79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80 disagreeing 1 [ˌdɪsə'ɡriː ] v. 不同意；不一致；有分歧；不适应；不适宜

81 documents 1 英 ['dɒkjumənt] 美 ['dɑːkjumənt] n. 文件；公文；文档 vt. 记载；(用文件等)证明

82 does 2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83 downer 2 ['daunə] n.镇定剂；令人沮丧的人 n.(Downer)人名；(英)唐纳

84 dru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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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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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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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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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examine 1 [ig'zæmin] vt.检查；调查；检测；考试 vi.检查；调查

90 examples 1 [ɪɡ'zɑːmplz] n.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

91 explains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92 eye 1 [ai] n.眼睛；视力；眼光；见解，观点 vt.注视，看 n.(Eye)人名；(德)艾厄；(英)艾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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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father 1 ['fɑ:ðə] n.父亲，爸爸；神父；祖先；前辈 vt.发明，创立；当…的父亲

95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96 feelings 1 ['fiː lɪŋs] n.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

97 fiction 2 ['fikʃən] n.小说；虚构，编造；谎言

98 filed 1 [faɪl] n. 档案；卷宗；文件；锉刀，指甲锉 vt. 把 ... 归档；提出(申请书、议案等)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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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Finn 1 [fin] n.芬兰人 爱尔兰巨人

101 flightless 1 ['flaitlis] adj.（鸟等）不能飞的

102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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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frank 3 [fræŋk] adj.坦白的，直率的；老实的 n.免费邮寄特权 vt.免费邮寄

105 freedom 1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106 from 8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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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gay 2 [gei] adj.快乐的；放荡的；艳丽的 n.同性恋者 n.(Gay)人名；(西)加伊；(英、法、瑞典、毛里塔)盖伊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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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gino 1 abbr.图形输入输出（GraphicalInput/Output）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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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glass 1 [glɑ:s, glæs] n.玻璃；玻璃制品；镜子 vt.反映；给某物加玻璃 vi.成玻璃状 n.(Glass)人名；(英、法、德、意)格拉斯

113 green 1 [gri:n] adj.绿色的；青春的 n.绿色；青春 vt.使…变绿色 vi.变绿色 n.(Green)人名；(英、意)格林；(瑞典、芬)格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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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growing 2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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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handmaid 1 ['hændmeid] n.侍女；女佣人

118 harmful 1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119 Harper 2 ['hɑ:pə] n.哈珀（英语姓氏）

120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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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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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h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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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hid 1 [hid] v.隐藏；遮蔽（hide的过去式）

124 holocaust 1 ['hɔləkɔ:st] n.大屠杀；毁灭

125 huckleberry 1 ['hʌklbəri] n.[植]黑果木；越橘类植物

126 hunger 2 ['hʌŋgə] n.饿，饥饿；渴望 vi.渴望；挨饿 vt.使……挨饿 n.(Hunger)人名；(德、波)洪格尔；(英)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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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II 1 abbr.微光（ImageIntensification）

129 illegal 1 adj.[法]非法的；违法的；违反规则的 n.非法移民，非法劳工

130 immoral 1 ['imɔrəl] adj.不道德的；邪恶的；淫荡的

131 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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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inappropriate 1 [,inə'prəupriət] adj.不适当的；不相称的

133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34 included 2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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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includes 4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36 Indian 1 ['indiən] adj.印度的；印第安人的；印第安语的 n.印度人；印第安人；印第安语

137 intellectual 1 [,intə'lektjuəl, -tʃuəl] adj.智力的；聪明的；理智的 n.知识分子；凭理智做事者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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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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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42 jay 1 [dʒei] n.鸟；松鸡；喋喋不休的人 n.(Jay)人名；(英)杰伊；(法)热

143 Jeanette 1 [dʒə'net] n. [纺]细斜纹布(比三页细斜纹布更细)；三页斜纹呢

144 john 2 [dʒɔn] n.厕所

145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146 Justin 1 ['dʒʌstin] n.贾斯廷（男子名）

147 kill 1 [kil] vt.杀死；扼杀；使终止；抵消 vi.杀死 n.杀戮；屠杀 adj.致命的；致死的 n.(Kill)人名；(德)基尔

148 language 1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49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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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lee 2 [li:] n.保护；背风处 adj.保护的；庇荫的；避风的 n.(Lee)人名；(朝)李；(中)李(普通话·威妥玛)；(柬)利；(中)李(广东话·威
妥玛)

152 lesbian 1 ['lezbiən] adj.[心理]女同性恋的 n.女同性恋者

153 libraries 1 英 ['laɪbrəri] 美 ['laɪbreri] n. 图书馆；藏书；书房

154 library 6 ['laibrəri] n.图书馆，藏书室；文库

155 lines 1 [laɪnz] n. (剧本中的)台词；诗歌；线条；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

156 lis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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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lists 1 ['lists] n.竞技场 竞技场围栏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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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loc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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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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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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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Margaret 2 ['mɑ:gərit] n.玛格利特（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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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mark 1 n.标志；马克；符号；痕迹；分数 vi.作记号 vt..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n..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166 match 1 [mætʃ] vt.使比赛；使相配；敌得过，比得上；相配；与…竞争 vi.比赛；匹配；相配，相称；相比 n.比赛，竞赛；匹
配；对手；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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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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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men 1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170 mice 1 [mais] n.老鼠（mouse的复数） n.(Mice)人名；(塞)米采

171 mockingbird 1 ['mɔkiŋbə:d] n.模仿鸟；嘲鸫属鸣禽；蓝嘲鸫（等于mockingthrush）

172 Morrison 2 ['mɔrisn] n.莫里森（姓氏）

173 mo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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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movies 1 [muːvɪz] n. 电影；电影业；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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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nature 1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177 Nazi 1 ['nɑ:tsi, 'næ-] n.纳粹党人；纳粹主义信徒 adj.纳粹党的；纳粹主义的 n.(Nazi)人名；(布基)纳齐；(俄)娜济

178 Nazis 1 ['nɑ tːsɪ] n. 纳粹分子 名词nazi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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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newer 1 [n'juːər] adj. 较新的 形容词new的比较级.

180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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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Nobel 1 [nəu'bel] n.诺贝尔（瑞典化学家及发明家，发明炸药，创设诺贝奖）；诺贝尔（姓氏）

183 nonfiction 1 [nɔn'fikʃən] n.非小说的散文文学

184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85 novel 1 ['nɔvəl] adj.新奇的；异常的 n.小说 n.(Novel)人名；(法、西、英)诺韦尔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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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objected 1 英 ['ɒbdʒɪkt] 美 ['ɑːbdʒekt] n. 物体；目标；对象；宾语 v. 反对；提出 ... 作为反对的理由

188 objection 1 [əb'dʒekʃən, ɔb-] n.异议，反对；缺陷，缺点；妨碍；拒绝的理由

189 objections 2 [əbd'ʒekʃnz] 缺陷

190 of 2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91 offensive 2 [ə'fensiv] adj.攻击的；冒犯的；无礼的；讨厌的 n.攻势；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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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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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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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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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opposing 1 英 [ə'pəʊzɪŋ] 美 [ə'poʊzɪŋ] adj. 反作用的；反向的；相反的；对立的 动词oppose的现在分词.

197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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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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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others 2 pron.其他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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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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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pants 1 n.裤子

203 parents 2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204 Parnell 1 帕内尔（姓氏）

205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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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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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penguins 2 n. 企鹅；空军的行政人员；大海雀（penguin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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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peter 1 vt.逐渐消失；耗尽 vi.使…精疲力竭 n.麻醉品；保险箱 n.彼得(男子名)

210 picture 2 ['piktʃə] n.照片，图画；影片；景色；化身 vt.画；想像；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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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prepares 1 英 [prɪ'peə(r)] 美 [prɪ'per] v. 预备；准备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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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prize 2 [praiz] n.奖品；奖赏；战利品 vt.珍视；捕获；估价 adj.获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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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queer 1 [kwiə] adj.奇怪的；同性恋的；不舒服的；心智不平衡的 vt.搞糟；使陷于不利地位 n.同性恋者；怪人；伪造的货币

217 questioning 1 ['kwestʃəniŋ] n.质问 v.询问，审问（question的现在分词）

218 raising 1 ['reiziŋ] n.高地；提高；举；浮雕装饰 v.饲养；升起；举起（raise的ing形式）

219 raped 1 [reɪpt] adj. 被强暴的；被蹂躏的 动词ra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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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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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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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reasons 2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224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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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removed 2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27 report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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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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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requesting 1 [rɪ'kwest] n. 请求；要求 vt. 请求；要求

230 Richardson 1 ['ritʃədsən] n.理查森（姓氏）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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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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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rye 1 [rai] n.黑麦；吉卜赛绅士 adj.用黑麦制成的 n.(Rye)人名；(英)赖伊

234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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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Salinger 1 塞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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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sex 1 [seks] n.性；性别；性行为；色情 vt.引起…的性欲；区别…的性别

238 sexual 1 ['seksjuəl, -ʃuəl] adj.性的；性别的；有性的

239 shand 2 n. 尚德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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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Sherman 1 ['ʃə:mən] n.谢尔曼（男子名）

242 shorts 1 [ʃɔ:ts] n.短裤 n.(Shorts)人名；(英)肖茨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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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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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society 1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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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49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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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1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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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teinbeck 1 ['stainbek] n.斯坦贝克（姓氏）；斯坦贝克（美国作家，曾获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

253 stone 2 [stəun] n.石头；结石；[宝]宝石 adj.石的，石制的 vt.向扔石块；用石头铺 n.(Stone)人名；(捷)斯托内；(瑞典)斯托内；
(英)斯通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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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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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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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uicide 1 ['sjuisaid] n.自杀；自杀行为；自杀者 adj.自杀的 vt.自杀 vi.自杀

258 susan 2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59 suzanne 1 [su:'zæn] n. 苏珊娜（女子名）

260 swim 1 [swim] vi.游泳；漂浮；浸；眩晕 vt.游过；使浮起 n.游泳；漂浮；眩晕 adj.游泳时穿戴的

261 tale 1 [teil] n.故事；传说；叙述；流言蜚语 n.(Tale)人名；(塞)塔莱

262 tango 1 ['tæŋgəu] n.探戈舞；探戈舞曲 vi.跳探戈舞 n.(Tango)人名；(日)端午(名)；(意)坦戈

263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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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the 4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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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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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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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thirteen 1 ['θə:'ti:n] n.十三；十三岁；十三个 num.十三 adj.十三的；十三个的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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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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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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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274 t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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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toni 1 ['təuni] n.托妮（女子名）

276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77 transexual 1 [træn'seksjuəl, -ʃuəl, trɑ:n-] adj.有异性转化欲的 n.换性者

278 transgender 2 [,trænz'dʒendə(r)] n.跨性别；跨性别者

279 true 2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280 twain 1 [twein] n.两；二；一对 adj.一对的 n.(Twain)人名；(英)特温

281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82 underneath 1 [,ʌndə'ni:θ] prep.在…的下面；在…的形式下；在…的支配下 adv.在下面；在底下 n.下面；底部 adj.下面的；底层
的

283 underpants 2 ['ʌndəpænts] n.内衣裤；衬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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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unpleasant 1 [,ʌn'plezənt] adj.讨厌的；使人不愉快的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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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violence 1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288 walls 1 ['wɔː lz] n. 墙壁

289 war 1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290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91 week 2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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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294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95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296 winner 1 ['winə] n.胜利者 n.(Winner)人名；(英、德、瑞典)温纳

297 winning 1 ['winiŋ] adj.胜利的；获胜的 n.胜利；获得；成功 v.获胜（win的ing形式） n.(Winning)人名；(英、瑞典、法)温宁

298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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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works 2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01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02 worn 1 [wɔ:n] adj.疲倦的；用旧的 v.穿；磨损（wear的过去分词）；佩戴 n.(Worn)人名；(柬)翁；(英、葡)沃恩

303 writers 1 ['raɪtəz] 作家

304 written 2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305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06 yearly 1 ['jə:li, 'jiə-] adj.每年的 adv.每年；一年一次 n.年刊；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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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you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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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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