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13 [Health and Lifestyle] Looking for Love During COVID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3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that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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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o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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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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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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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with 2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8 not 17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9 or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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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dating 14 ['deitiŋ] n.约会；记日期的；注明日期 v.约会；定日期（dat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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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covid 13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13 hav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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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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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they 1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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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is 1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8 i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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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s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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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lik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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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perso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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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was 1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3 abou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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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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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dates 10 [deɪt] n. 日期；年代；会晤时间；约会；约会对象；枣椰树；枣子 v. 给 ... 标明日期；确定年代；过时；显老；和 ... 约
会；追溯到

26 he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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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r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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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ve 9 n.夏娃；前夕；傍晚；重大事件关头

29 people 9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30 thei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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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during 8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32 mor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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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pandemic 8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34 really 8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35 ver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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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lo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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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online 7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38 been 6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39 being 6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40 comfortable 6 ['kʌmfətəbl] adj.舒适的，舒服的 n.盖被

41 says 6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42 somethin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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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w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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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w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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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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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47 contact 5 n.接触，联系 vt.使接触，联系 vi.使接触，联系

48 go 5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49 goin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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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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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him 5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52 ho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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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lives 5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54 lo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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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mee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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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olivia 5 [əu'liviə] n.奥利维亚（女子名）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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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other 5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59 physical 5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60 there 5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61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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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would 5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63 zoom 5 n.急速上升；嗡嗡声；[摄]变焦摄影 vi.急速上升；摄像机移动 vt.使摄像机移动

64 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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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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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67 before 4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68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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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omfort 4 ['kʌmfət] n.安慰；舒适；安慰者 vt.安慰；使（痛苦等）缓和

70 could 4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71 da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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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ve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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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feel 4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74 fir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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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greg 4 [greg] n.格雷格（男子名，等于Gregory）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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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health 4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78 less 4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79 litt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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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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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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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nice 4 [nais] adj.精密的；美好的；细微的；和蔼的 n.(Nice)人名；(英)尼斯

82 re 4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83 relationship 4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84 risk 4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85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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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someone 4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87 thing 4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88 ti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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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trust 4 ['trʌst] n.信任，信赖；责任；托拉斯 vt.信任，信赖；盼望；赊卖给 vi.信任，信赖；依靠 n.(Trust)人名；(英)特拉斯特

90 whe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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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again 3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92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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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because 3 [bi'kɔz] conj.因为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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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c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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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creative 3 [kri'eitiv] adj.创造性的

97 days 3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98 different 3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99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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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doing 3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101 each 3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02 expensive 3 [ik'spensiv] adj.昂贵的；花钱的

103 found 3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04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5 group 3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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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intimate 3 [英 ['ɪntɪmət] 美 [ˈɪntəmɪt]] adj.亲密的；私人的；精通的；有性关系的 n.知己；至交 vt.暗示；通知；宣布

108 into 3 ['intu:, -tu, -tə] prep.到…里；深入…之中；成为…状况；进入到…之内 n.(Into)人名；(芬、英)因托

109 lo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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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makes 3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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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Maryland 3 ['mεərilænd] n.马里兰（美国州名）

113 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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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meeting 3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115 melissa 3 [mə'lisə] n.梅利莎（女子名）；蜜蜂花

116 migh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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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mu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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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n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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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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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outdoor 3 ['əutdɔ:] adj.户外的；露天的；野外的（等于out-of-door）

121 reported 3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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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se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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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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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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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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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ve 3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127 ways 3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128 Weeks 3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129 went 3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130 who 3 pron.谁；什么人

131 woman 3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132 you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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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your 3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134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135 answer 2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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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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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bring 2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139 close 2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140 college 2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141 com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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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connections 2 [kə'nektʃənz] n. 连接点 名词connection的复数形式.

143 conversations 2 n. 会话（conversation的复数）

144 coup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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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d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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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decision 2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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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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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d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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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ase 2 [i:z] vt.减轻，缓和；使安心 n.轻松，舒适；安逸，悠闲 vi.减轻，缓和；放松；灵活地移动

151 ended 2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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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face 2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154 finding 2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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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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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genuine 2 ['dʒenjuin] adj.真实的，真正的；诚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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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go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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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g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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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happened 2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2 high 2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163 higher 2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164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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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h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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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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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human 2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68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69 increased 2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0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71 insi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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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intention 2 [in'tenʃən] n.意图；目的；意向；愈合

173 interesting 2 [ˈɪntrɪstɪŋ，ˈɪntrəstɪŋ] adj.有趣的；引起兴趣的，令人关注的

174 j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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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k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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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kissing 2 ['kisiŋ] adj.接吻的

177 know 2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78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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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levels 2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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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looking 2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83 mail 2 [meil] n.邮件；邮政，邮递；盔甲 vt.邮寄；给…穿盔甲 vi.邮寄；寄出 n.(Mail)人名；(法)马伊

184 march 2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185 matteo 2 n. 马泰奥

186 mean 2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187 momentous 2 [məu'mentəs] adj.重要的；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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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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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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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outdoors 2 ['aut'dɔ:z] adv.在户外 n.户外 adj.户外的（等于outdoor）

192 outsi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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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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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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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phone 2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196 physically 2 ['fizikli] adv.身体上，身体上地

197 point 2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198 possible 2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199 question 2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200 reflective 2 [ri'flektiv] adj.反射的；反映的；沉思的

201 re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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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response 2 [ri'spɔns] n.响应；反应；回答

203 safer 2 ['seɪfər] adj. 更安全的 形容词safe的比较级.

204 sending 2 ['sendɪŋ] 发送； 派遣

205 service 2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206 slowly 2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207 sort 2 [sɔ:t] n.种类；方式；品质 vi.分类；协调；交往 vt.将…分类；将…排序；挑选出某物

208 started 2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9 strange 2 [streindʒ] adj.奇怪的；陌生的；外行的 adv.奇怪地；陌生地，冷淡地 n.(Strange)人名；(英)斯特兰奇；(瑞典、塞)斯特
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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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taking 2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211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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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think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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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three 2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15 trouble 2 ['trʌbl] n.麻烦；烦恼；故障；动乱 vt.麻烦；使烦恼；折磨 vi.费心，烦恼

216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17 unemployed 2 [,ʌnim'plɔid] adj.失业的；未被利用的

218 value 2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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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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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wise 2 [waiz] adj.明智的；聪明的；博学的 vt.使知道；教导 vi.了解 n.(Wise)人名；(英)怀斯

222 without 2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223 worries 2 ['wʌrɪs] n. 烦恼；令人担忧的事物 名词worry的复数形式.

224 achieve 1 vt.取得；获得；实现；成功 vi.达到预期的目的，实现预期的结果，如愿以偿

225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226 affect 1 [ə'fekt, 'æfekt] vt.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vi.倾向；喜欢 n.情感；引起感情的因素

227 afraid 1 [ə'freid] adj.害怕的；恐怕；担心的

228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229 agreed 1 [ə'gri:d] adj.同意的；通过协议的 v.同意；赞成（agree的过去式）

230 aim 1 vt.目的在于；引导；把…对准 vi.打算；对准目标；瞄准 n.目的；目标；对准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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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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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235 am 1 abbr.调频，调谐，调幅（amplitudemodulation） vi.（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 aux.（与v-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与v-
ed连用构成被动语态） n.（柬）安（人名）

236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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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239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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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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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astronaut 1 ['æstrənɔ:t] n.宇航员，航天员；太空旅行者

243 background 1 ['bækgraund] n.背景；隐蔽的位置 vt.作…的背景 adj.背景的；发布背景材料的

244 Baltimore 1 [Lord lɔ:d] n.巴尔的摩（美国一座港市）

245 beat 1 [bi:t] vt.打；打败 vi.打；打败；拍打；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拍子；敲击；有规律的一连串敲打 adj.筋疲力尽的；疲惫不
堪的 n.(Beat)人名；(德)贝亚特

246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247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248 benefits 1 ['benɪfɪt] n. 利益；津贴；义演；保险金；借助 vt. 有益于；得益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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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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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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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carefully 1 ['kɛəfəli] adv.小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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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certain 1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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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coffee 1 ['kɔfi] n.咖啡；咖啡豆；咖啡色 n.(Coffee)人名；(英)科菲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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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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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completed 1 [kəm'pliː tɪd] adj. 已完成的 v. 完成（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9 concerning 1 [kən'sə:niŋ] prep.关于；就…而言 v.涉及；使关心（concern的ing形式）；忧虑

260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261 connect 1 [kə'nekt] vt.连接；联合；关连 vi.连接，连结；联合

262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263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264 contacts 1 英 ['kɒntækts] 美 ['kɑntækts] n. 联系人；触体 名词contac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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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267 costing 1 ['kɔstiŋ] n.成本计算；生产费用 v.花费（cost的ing形式） n.(Costing)人名；(罗)科斯廷格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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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cup 1 [kʌp] n.杯子；奖杯；酒杯 vt.使成杯状；为…拔火罐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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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daughters 1 n. 多特斯

272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273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274 difficulty 1 ['difikəlti] n.困难，困境

275 dinner 1 ['dinə] n.晚餐，晚宴；宴会；正餐 n.(Dinner)人名；(法)迪内

276 distance 1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277 distancing 1 ['dɪstəns] n. 距离；路程；远方 vt. 与 ... 保持距离；把(对手)甩在后面

278 divorced 1 英 [dɪ'vɔː st] 美 [dɪ'vɔː rst] adj. 离婚的；不受影响的 动词divorc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

279 domestic 1 [dəu'mestik] adj.国内的；家庭的；驯养的；一心只管家务的 n.国货；佣人

280 earnings 1 ['ə:niŋz] n.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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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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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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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nforced 1 [in'fɔ:st] adj.实施的；强制执行的 v.执行（enforce的过去分词）

285 environment 1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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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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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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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292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293 fairly 1 ['fεəli] adv.相当地；公平地；简直 n.(Fairly)人名；(英)费尔利

294 falling 1 ['fɔ:liŋ] adj.下降的；落下的 n.下降；落下；陷落 v.落下（fall的ing形式） n.(Falling)人名；(瑞典)法林

295 finalized 1 ['faɪnəlaɪz] vt. 完成；确定，最终确定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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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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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299 frame 1 [freim] n.框架；结构；[电影]画面 vt.设计；建造；陷害；使…适合 vi.有成功希望 adj.有木架的；有构架的 n.(Frame)人
名；(英)弗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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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friendly 1 ['frendli] adj.友好的；亲切的；支持的；融洽的，和睦的 adv.友善地；温和地 n.(Friendly)人名；(英)弗兰德利

301 frightened 1 ['fraitnd] adj.害怕的；受惊的；受恐吓的 v.害怕；使吃惊；吓走（frighten的过去分词）

302 funny 1 adj.有趣的，好笑的，滑稽的；（口）稀奇的，古怪的，奇异的；有病的，不舒服的；狡猾的，欺骗（性）的，可疑
的，不光明 n.滑稽人物；笑话，有趣的故事；滑稽连环漫画栏；（英）（比赛用）单人双桨小艇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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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graduates 1 ['ɡrædʒuət] n. 毕业生 vt. 毕业；标以刻度；定等级 vi. 毕业；获学位；逐渐变得 adj. 毕业的；获得学位的

305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306 grief 1 [gri:f] n.悲痛；忧伤；不幸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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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guy 1 [gai] n.男人，家伙 vt.嘲弄，取笑 vi.逃跑 n.(Guy)人名；(西)吉；(法)居伊；(英)盖伊

309 hands 1 n.[解剖]手（hand的复数） v.给，传递（hand的单三形式） n.(Hands)人名；(英)汉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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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happy 1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312 harm 1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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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315 heightens 1 ['haɪtn] v. 增加；升高；加强

316 helmet 1 ['helmit] n.钢盔，头盔 n.(Helmet)人名；(德)黑尔梅特

317 hers 1 [hə:z] pron.她的（所有格） n.(Hers)人名；(法)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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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holding 1 ['həuldiŋ] n.举办；支持 v.召开；担任（hold的ing形式）；握住 n.(Holding)人名；(英)霍尔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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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honest 1 ['ɔnist] adj.诚实的，实在的；可靠的；坦率的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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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hugging 1 [hʌɡ] v. 拥抱；紧抱；抱有；挨着 n. 拥抱；紧抱

324 ideas 1 观念

325 immediate 1 [i'mi:diət] adj.立即的；直接的；最接近的

326 immediately 1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327 indoor 1 ['indɔ:] adj.室内的，户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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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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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kiss 1 [kis] vt.吻；（风等）轻拂 vi.接吻；（风等）轻触 n.吻；轻拂 n.(Kiss)人名；(德、英、俄)基斯；(匈、罗)基什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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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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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336 legally 1 ['li:gəli] adv.合法地；法律上

337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338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339 liked 1 [laikt] v.喜欢（like的过去式）

340 lived 1 [livd, 'laivd] adj.有生命的 v.居住（live的过去分词）；活着；度过；以…为生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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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lucky 1 ['lʌki] adj.幸运的；侥幸的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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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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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m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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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marriage 1 ['mæridʒ] n.结婚；婚姻生活；密切结合，合并 n.(Marriage)人名；(英)马里奇

347 mask 1 [mɑ:sk, mæsk] n.面具；口罩；掩饰 vi.掩饰；戴面具；化装 vt.掩饰；戴面具；使模糊

348 masks 1 英 [mɑːsk] 美 [mæsk] n. 伪装；面罩；面具；[计算机]掩码 v. 掩饰；戴面具；遮盖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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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maybe 1 ['meibi] adv.也许；可能；大概 n.可能性；不确定性

351 meal 1 [mi:l] n.一餐，一顿饭；膳食 vi.进餐

352 meaningful 1 ['mi:niŋful] adj.有意义的；意味深长的

353 meetings 1 ['miː tɪŋz] n. 会议 名词meeting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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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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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moment 1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357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358 mouth 1 [mauθ] n.口，嘴；河口 vt.做作地说，装腔作势地说；喃喃地说出 vi.装腔作势说话

359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360 movie 1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361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362 nasal 1 ['neizəl] adj.鼻的；鼻音的 n.鼻骨；鼻音；鼻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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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nervous 1 ['nə:vəs] adj.神经的；紧张不安的；强健有力的

365 nervousness 1 ['nə:vəsnis] n.神经质；[心理]神经过敏；紧张不安

366 newly 1 ['nju:li] adv.最近；重新；以新的方式

367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368 nex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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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none 1 [nʌn] pron.没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 adj.没有的，一点没有的 adv.决不，一点也不 n.(None)人名；(葡、罗)诺
内；(日)野根(姓)

370 nope 1 [nəup] adv.不是，没有；不

371 normally 1 ['nɔ:məli] adv.正常地；通常地，一般地

372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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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notes 1 英 [nəʊt] 美 [noʊt] n. 笔记；便条；纸币；音符；票据；注解；音调 vt. 注意；记录；注解

375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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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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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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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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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orders 1 英 ['ɔː də(r)] 美 ['ɔː rdər] n. 顺序；条理；订单；命令；秩序；阶层；[生]目；点的东西 v. 命令；定购；调整；整理；点餐；
预定，订货

382 others 1 pron.其他人

383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384 overall 1 ['əuvərɔ:l, ,əuvə'rɔ:l] adj.全部的；全体的；一切在内的 adv.全部地；总的说来 n.工装裤；罩衫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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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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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parents 1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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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 personally 1 ['pə:sənəli] adv.亲自地；当面；个别地；就自己而言

389 Philadelphia 1 [,filə'delfjə; -fiə] n.费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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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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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pop 1 [pɔp] n.流行音乐；汽水；砰然声；枪击 vi.突然出现；爆开；射击；瞪大；发出爆裂声 vt.取出；开枪打；抛出；突然伸
出；突然行动 adj.流行的；通俗的；热门的 adv.突然；砰地 abbr.邮局协议（postofficeprotocol） n.(Pop)人名；(罗、捷、塞)波
普

393 popping 1 ['pɔpiŋ] adj.间歇的；凸出的 n.爆音；突然跳出；爆孔；机器舞 v.出现；爆开；敲击；抛出（pop的ing形式） n.
(Popping)人名；(瑞典)波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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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 precaution 1 [pri'kɔ:ʃən] n.预防，警惕；预防措施 vt.警惕；预先警告

396 precautions 1 警惕

397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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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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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401 puts 1 [pʊts] n.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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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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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405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406 relations 1 [ri'leʃənz] n.关系；交往；事务

407 relaxed 1 [ri'lækst] adj.松懈的，放松的；悠闲的，自在的；不严格的，不拘束的 v.rela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08 replaced 1 [rɪ'pleɪsd] adj. 被替换的 动词re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09 reply 1 [ri'plai] vi.回答；[法]答辩；回击 n.回答；[法]答辩 vt.回答；答复

410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411 restaurant 1 ['restərɔŋ, -rɔnt, -rənt] n.餐馆；[经]饭店

412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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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romantically 1 [rə'mæntikəli] adv.浪漫地；不切实际地

415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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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secure 1 [si'kjuə] adj.安全的；无虑的；有把握的；稳当的 vt.保护；弄到；招致；缚住 vi.获得安全；船抛锚；停止工作

418 seeing 1 ['si:iŋ] n.看见；视觉；观看；视力 conj.因为；由于；鉴于 adj.看见的；有视觉的 v.看见（see的ing形式）

419 seems 1 [siː mz]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420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421 seriousness 1 ['siəriəsnis, 'si:r-] n.严重性；严肃；认真

422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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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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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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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27 sharing 1 英 ['ʃeərɪŋ] 美 ['ʃerɪŋ] n. 共享；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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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sincere 1 [sin'siə] adj.真诚的；诚挚的；真实的

430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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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socializing 1 ['səʊʃəlaɪzɪŋ] n. 社交；交际 动词socialize的现在分词形式.

432 socially 1 ['səuʃəli] adv.在社会上；在社交方面；善于交际地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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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somebody 1 ['sʌm,bɔdi, -bʌ-, -bə-] n.大人物；重要人物 pron.有人；某人

435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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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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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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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 suddenly 1 ['sʌdnli] adv.突然地；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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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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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talking 1 ['tɔ:kiŋ] adj.说话的，多嘴的；有表情的 n.讲话，谈论 v.谈论；讲话（talk的ing形式） n.(Talking)人名；(英)托金

444 talks 1 ['tɔː ks] 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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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 teenage 1 ['ti:neidʒ] adj.青少年的；十几岁的 n.青少年时期

447 text 1 [tekst] n.[计]文本；课文；主题 vt.发短信

448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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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451 throu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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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453 trips 1 [trɪp] n. 旅行；摔倒；差错；轻快的步伐 vt. 使跌倒；使失败；使犯错；起锚；竖帆 vi. 绊倒；旅行；轻快地走；失误；
结巴

454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455 twenty 1 ['twenti] n.二十；二十年代 num.二十 adj.二十的

456 uncertainty 1 [,ʌn'sə:tənti] n.不确定，不可靠

457 unexpectedly 1 ['ʌnik'spektidli] adv.出乎意料地，意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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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 unless 1 [ən'les] conj.除非，如果不 prep.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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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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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 upset 1 vt.使心烦；颠覆；扰乱 vi.翻倒 adj.心烦的；混乱的；弄翻的 n.混乱；翻倒；颠覆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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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465 usual 1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466 virus 1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467 walk 1 [wɔ:k] n.步行，走；散步 vt.散步；走过 vi.走，步行；散步 n.(Walk)人名；(德、葡)瓦尔克；(英)沃克

468 walks 1 ['wɔː ks] n. 脚步；小路 名词walk的复数形式.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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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 warm 1 [wɔ:m] adj.温暖的；热情的 vi.同情；激动；变温暖 vt.使…兴奋；使…温暖；使…感兴趣 n.取暖；加热 n.(Warm)人名；
(英)沃姆；(德)瓦姆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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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 wear 1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473 week 1 [wi:k] n.周，星期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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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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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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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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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 whi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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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 whom 1 [hu:m, 弱 hum] pron.谁（who的宾格）

480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481 wondered 1 英 ['wʌndə(r)] 美 ['wʌndər] n. 惊奇；惊愕；奇迹；奇观 v. 惊奇；想知道；怀疑 adj. 奇妙的；非凡的

482 wondering 1 ['wʌndəriŋ] adj.疑惑的；觉得奇怪的 v.想知道（wonder的ing形式）；惊奇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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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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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 workaround 1 英 ['wɜːkəraʊnd] 美 ['wɜ rːkəraʊnd] n. 【计】工作区；变通办法，替代办法

486 worried 1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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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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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 yes 1 [jes] adv.是,是的 n.是（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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