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11 [Words and Their Stories] Sometimes 'It Takes Two to
Tango'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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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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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4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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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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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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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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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one 2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10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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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3 and 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4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15 ano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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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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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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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rmstrong 1 ['ɑ:mstrɔŋ] n.阿姆斯特朗（美国宇航员，登月第一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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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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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balloon 2 [bə'lu:n] vi.激增；膨胀如气球 n.气球 vt.使像气球般鼓起；使激增 adj.像气球般鼓起的 n.(Balloon)人名；(法)巴隆

22 beliefs 1 n.信仰；信�（belief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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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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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lame 1 ['bleim] vt.责备；归咎于 n.责备；责任；过失

26 boss 3 [bɔs] n.老板；首领；工头 vt.指挥，调遣；当…的领导 vi.当首领，发号施令 n.(Boss)人名；(英、法、德、西、瑞典)博斯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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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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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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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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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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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33 dance 1 [dɑ:ns, dæns] n.舞蹈；舞会；舞曲 vi.跳舞；跳跃；飘扬 vt.跳舞；使跳跃 adj.舞蹈的；用于跳舞的 n.(Dance)人名；(英)丹
斯；(法)当斯

34 Daryl 1 n. 达里尔(男子名；Darrell的异体)

35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36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37 design 1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38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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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difficult 2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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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42 doing 2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43 d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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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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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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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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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motionally 1 [i'məuʃənli] adv.感情上；情绪上；令人激动地；情绪冲动地

49 emotions 1 英 [ɪ'məʊʃənz] 美 [ɪ'moʊʃənz] n. 情感 名词emotion的复数形式.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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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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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qually 1 ['i:kwəli] adv.同样地；相等地，平等地；公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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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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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pressing 1 v.表达；表达观点（express的ing形式）

56 expression 9 [英 [ɪk'spreʃn] 美 [ɪkˈsprɛʃən] n.表现，表示，表达；表情，脸色，态度，腔调，声调；式，符号；词句，语句，措
辞，说法

57 fight 4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58 fighting 1 ['faitiŋ] adj.战斗的；好战的；适于格斗的 n.战斗，搏斗 v.奋斗（fight的ing形式）；打仗；与…进行拳击

59 filled 1 [fild] adj.满的；装满的；加满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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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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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fist 2 n.拳，拳头；〈口〉笔迹；掌握；[印]指标参见号 vt.紧握；握成拳；用拳打

63 fists 1 [fɪst] n. 拳头 vt. 紧握；用拳头打

64 football 2 ['fut,bɔ:l] n.足球，橄榄球 vi.踢足球；打橄榄球

65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66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67 game 4 [geim] n.游戏；比赛 adj.勇敢的 vi.赌博 n.(Game)人名；(英)盖姆；(法)加姆；(西)加梅

68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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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goes 1 [gəuz] vi.前进；行走（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Goes)人名；(瑞典)约斯；(法、德)格斯；(荷)胡斯

71 go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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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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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having 2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75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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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hel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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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3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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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i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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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intense 1 [in'tens] adj.强烈的；紧张的；非常的；热情的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81 invite 1 [in'vait, 'invait] vt.邀请，招待；招致 n.邀请

82 invited 1 [ɪn'vaɪtɪd] adj. 邀请的；引起的；招致的 动词inv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3 involve 1 [in'vɔlv] vt.包含；牵涉；使陷于；潜心于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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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6 i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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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job 2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88 join 1 [dʒɔin] vt.参加；结合；连接 vi.加入；参加；结合 n.结合；连接；接合点 n.(Join)人名；(法)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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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judgement 1 ['dʒʌdʒmənt] n.意见；判断力；[法]审判；评价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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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Karaoke 2 ['kærə,əuki, kærə'əuki] n.卡拉OK；卡拉OK录音，自动伴奏录音

93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94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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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lack 1 [læk] vt.缺乏；不足；没有；需要 vi.缺乏；不足；没有 n.缺乏；不足 n.(Lack)人名；(老)拉；(英、法、意、葡、匈)拉克；
(匈)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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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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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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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l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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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li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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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ll 1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103 loo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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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Louis 1 ['lu:i] n.路易斯（男子名）

105 ma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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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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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matteo 2 n. 马泰奥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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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means 2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10 m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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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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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need 2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13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114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15 next 2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116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117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18 of 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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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oh 1 [əu] int.哦；哎呀（表示惊讶或恐惧等）

121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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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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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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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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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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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26 ourselves 1 [,auə'selvz, ,ɑ:-] pron.我们自己；我们亲自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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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parties 3 英 ['pɑ tːi] 美 ['pɑ rːti] n. 聚会；宴会；政党；一伙人；[律]当事人 vi. 开派对

129 passionate 2 ['pæʃənit] adj.热情的；热烈的，激昂的；易怒的

130 people 6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31 per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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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pl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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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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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135 program 1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136 project 1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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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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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reforms 1 英 [rɪ'fɔː m] 美 [rɪ'fɔː rm] n. 改革；改良 v. 改革；革新；改造

140 responsible 1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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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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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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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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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shorten 1 ['ʃɔ:tən] vt.缩短；减少；变短 vi.缩短；变短

146 shout 1 [ʃaut] vi.呼喊；喊叫；大声说 vt.呼喊；大声说 n.呼喊；呼叫

147 showing 2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148 silly 3 adj.愚蠢的；不明事理的；没头脑的 n.傻瓜 n.(Silly)人名；(匈)希伊；(法)西利

149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150 sing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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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sings 1 [sɪŋ] v. 唱；鸣叫；歌颂；称赞；<俚>告密 n. 合唱会 abbr. 单数的（=sing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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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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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soaked 2 adj.湿透的，浸透的 v.浸湿（soak的过去分词）

155 solution 1 [sə'lju:ʃən] n.解决方案；溶液；溶解；解答

156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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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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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someth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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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sometimes 2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160 s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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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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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spoken 1 ['spəukən] adj.口语的，口头的 v.说（speak的过去分词）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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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stori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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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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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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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167 subject 1 ['sʌbdʒikt, -dʒe-, səb'dʒekt] n.主题；科目；[语]主语；国民 adj.服从的；易患…的；受制于…的 vt.使…隶属；使屈从于…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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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take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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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tang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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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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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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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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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the 2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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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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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79 thing 2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180 think 2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181 thinking 1 ['θiŋkiŋ] adj.思考的；思想的；有理性的；好思考的 n.思考；思想；想法；意见；见解 v.思考（think的现在分词）

182 thi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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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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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throw 2 [θrəu] vt.投；抛；掷 vi.抛；投掷 n.投掷；冒险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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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to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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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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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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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too 4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190 trick 1 [trik] n.诡计；恶作剧；窍门；花招；骗局；欺诈 vt.欺骗；哄骗；装饰；打扮 vi.哄骗；戏弄 adj.特技的；欺诈的；有决
窍的 n.(Trick)人名；(英)特里克

191 two 20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92 understanding 1 [,ʌndə'stændiŋ] n.谅解，理解；理解力；协议 adj.了解的；聪明的；有理解力的 v.理解；明白（understand的ing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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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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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u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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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usually 2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197 verbal 2 ['və:bəl] adj.口头的；言语的；动词的；照字面的 n.动词的非谓语形式

198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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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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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02 water 2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203 w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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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w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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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week 1 [wi:k] n.周，星期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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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07 wet 1 [wet] adj.[气象][物]潮湿的；有雨的 n.雨天；湿气 vt.弄湿 vi.变湿 n.(Wet)人名；(英、纳米、南非)韦特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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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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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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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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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w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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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15 word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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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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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18 written 1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219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20 yes 1 [jes] adv.是,是的 n.是（表示肯定）

221 you 10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22 yourself 2 [jɔ:'self, juə-, jə-] pron.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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