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27 [Health and Lifestyle] COVID Changes Halloween
Celebration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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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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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nd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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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i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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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oween 19 [,hæləu'i:n] n.万圣节前夕（指十月三十一日夜晚）

8 candy 18 ['kændi] vt.用糖煮；使结晶为砂糖；美化 vi.糖煮；成为结晶 n.糖果（等于sweets）；冰糖（等于
sugarcandy，rockcandy）；毒品 adj.新潮的（服饰）；甜言蜜语的

9 people 16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0 trick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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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is 1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 year 1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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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thi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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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children 10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16 treating 10 [triː tɪŋ] n. 处理 动词treat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

17 sh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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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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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houses 8 ['hauziz] n.住宅；家园；洋房（house的复数）；房子的总称

20 many 8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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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haunted 7 ['hɔ:ntid] adj.闹鬼的；反复出现的；受到困扰的 v.常去；缠住；使担忧（hau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 hav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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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thei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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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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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canceled 6 ['kænsl] v. 取消；作废；注销；抵消；删除 n. 取消；删除

27 corn 6 [kɔ:n] n.（美）玉米；（英）谷物；[皮肤]鸡眼 vt.腌；使成颗粒 n.(Corn)人名；(英、法、瑞典)科恩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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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wi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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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b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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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p 5 abb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Press）；空气污染（AirPollution）；大气规划（AirProgram）；汇编程序
（AssemblyProgram） n.(Ap)人名；(中)鸭(广东话·威妥玛)

32 b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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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give 5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34 h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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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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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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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still 5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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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9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0 been 4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41 door 4 [dɔ:] n.门；家，户；门口；通道 n.(Door)人名；(英)多尔

42 event 4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43 events 4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44 health 4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45 holiday 4 ['hɔlədi] n.假日；节日；休息日 vi.外出度假 n.(Holiday)人名；(英)霍利迪

46 kids 4 [kɪd] n. 小孩；年轻人；小山羊；小山羊皮制品 vi. (山羊等)下崽；捉弄 vt. 开玩笑；哄骗；嘲弄 adj. 较年幼的

47 plans 4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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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tre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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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two 4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51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52 area 3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53 association 3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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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because 3 [bi'kɔz] conj.因为

56 celebrate 3 vt.庆祝；举行；赞美；祝贺；宣告 vi.庆祝；过节；举行宗教仪式

57 celebrations 3 n.庆祝( celebration的名词复数 ); 庆祝会（仪式）

58 covid 3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59 decorate 3 ['dekəreit] vt.装饰；布置；授勋给 vi.装饰；布置

60 g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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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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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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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le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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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m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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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mazes 3 [meɪz] n. 迷宫；曲径；迷惑 vt. 使迷惑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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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68 numb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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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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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others 3 pron.其他人

71 pandemic 3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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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s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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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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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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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stay 3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77 t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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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tree 3 [tri:] n.树；木料；树状物 vt.把...赶上树 vi.爬上树；逃上树 n.(Tree)人名；(英)特里

79 united 3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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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u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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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usual 3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82 vis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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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VOA 3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84 who 3 pron.谁；什么人

85 across 2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86 activities 2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87 ages 2 [eɪdʒ] n. 年龄；时代；时期；长时间 v. （使）变老；（使）陈化

88 alina 2 n. 艾莉娜(女子名)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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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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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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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93 attraction 2 [ə'trækʃən] n.吸引，吸引力；引力；吸引人的事物

94 attractions 2 [ət'rækʃnz] 知名旅游吸引物

95 away 2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96 bender 2 ['bendə] n.饮酒作乐；扭弯物体的人；六便士银币 n.(Bender)人名；(英)本德；(西、罗、土、德、塞、波、荷、芬、瑞
典、匈)本德尔

97 b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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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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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California 2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100 changed 2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1 changes 2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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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c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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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concerns 2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105 coronavirus 2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106 costume 2 ['kɔstju:m, kɔ'stju:m] n.服装，装束；戏装，剧装 vt.给…穿上服装

107 created 2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108 deciding 2 [di'saidiŋ] adj.决定性的；无疑的 v.决定（decide的现在分词）

109 distance 2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110 distanced 2 ['dɪstəns] n. 距离；路程；远方 vt. 与 ... 保持距离；把(对手)甩在后面

111 dress 2 [dres] vt.给…穿衣 vi.穿衣 n.连衣裙；女装 n.(Dress)人名；(法、德、西)德雷斯

112 eat 2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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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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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perience 2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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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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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farms 2 英 [fɑːm] 美 [fɑ rːm] n. 农场；农田 v. 务农

119 festival 2 ['festəvəl] n.节日；庆祝，纪念活动；欢乐 adj.节日的，喜庆的；快乐的

120 festivals 2 岁时节庆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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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fun 2 [fʌn] n.乐趣；玩笑；有趣的人或事 adj.供娱乐用的 vi.开玩笑

123 giving 2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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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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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hal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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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haunt 2 [hɔ:nt] vt.常出没于…；萦绕于…；经常去… vi.出没；作祟 n.栖息地；常去的地方

127 Hays 2 [haiz] 海斯（姓氏）

128 indoor 2 ['indɔ:] adj.室内的，户内的

129 known 2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30 la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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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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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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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l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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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l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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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loo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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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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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masks 2 英 [mɑːsk] 美 [mæsk] n. 伪装；面罩；面具；[计算机]掩码 v. 掩饰；戴面具；遮盖

138 matteo 2 n. 马泰奥

139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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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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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near 2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142 neighborhood 2 n.附近；街坊；接近；街区

143 neighbors 2 ['neɪbɔː z] n.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 =neighbours.

144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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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organized 2 ['ɔ:gənaizd] adj.有组织的；安排有秩序的；做事有条理的 v.组织（organiz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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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49 outdoor 2 ['əutdɔ:] adj.户外的；露天的；野外的（等于out-of-door）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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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percent 2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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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pumpkin 2 ['pʌmpkin, 'pʌŋ-] n.南瓜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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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saf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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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sales 2 [seilz] adj.销售的，售货的；有关销售的 n.销售（sale的复数）；销售额 n.(Sales)人名；(意、西、葡)萨莱斯；(法)萨勒；
(英)塞尔斯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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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special 2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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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streets 2 [st'riː ts] 街道

161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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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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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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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66 usually 2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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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vehicles 2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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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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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71 ways 2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172 wear 2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173 w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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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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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whether 2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176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177 able 1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178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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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181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182 affects 1 [ə'fekt] vt. 影响；感动；作用

183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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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Albany 1 ['ɔ:bəni] n.奥尔巴尼（美国城市名）

186 ann 1 [æn] n.安（女子名）

187 Anne 1 [æn] n.安妮（女子名）

188 anniversary 1 [,æni'və:səri] n.周年纪念日

189 arrangement 1 [ə'reindʒmənt] n.布置；整理；准备

190 art 1 n.（包括雕塑、绘画、音乐等的）艺术，美术；美术（作）品；艺品（作）品；（表演）艺术；技术，技巧； adj.艺术
的；艺术品的；具有艺术性的 v.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过时用法

191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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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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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attractive 1 [ə'træktiv] adj.吸引人的；有魅力的；引人注目的

195 bay 1 [bei] n.海湾；狗吠声 vt.向…吠叫 vi.吠叫；大声叫嚷 n.(Bay)人名；(越)七；(英、老)贝；(德、意、罗、捷、土、丹)巴伊；
(匈)鲍伊；(瑞典)巴伊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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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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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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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200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201 billion 1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202 billions 1 ['bɪljənz] n.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

203 brett 1 [bret] n.布雷特（男子名）

204 brings 1 [brɪŋz] v. 带来；促使；引起；劝诱（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05 Bryan 1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206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207 buy 1 [bai] vt.购买；获得；贿赂 vi.买，采购 n.购买，买卖；所购的物品 n.(Buy)人名；(法)比伊

208 buying 1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209 called 1 [kɔː l] vt. 呼叫；打电话；把 ...称为 n. 打电话；访问；召唤；呼叫；把 ... 看作 vi. 呼叫；(短暂的)拜访

210 camps 1 [kæmp] n. 野营；帐篷；营地 v. 宿营；露营；扎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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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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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Chicago 1 [ʃi'kɑ:gəu] n.芝加哥（美国中西部城市）

214 chocolate 1 ['tʃɔkəlit] n.巧克力，巧克力糖；巧克力色 adj.巧克力色的；巧克力口味的 n.(Chocolate)人名；(葡)绍科拉特

215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216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217 classes 1 [kla:siz] n.级别，阶级（class复数形式）

218 clean 1 [kli:n] adj.清洁的，干净的；清白的 vt.使干净 vi.打扫，清扫 adv.完全地 n.打扫 n.(Clean)人名；(英)克林

219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220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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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concern 1 vt.涉及，关系到；使担心 n.关系；关心；关心的事；忧虑

223 confusing 1 [kən'fju:ziŋ] adj.混乱的；混淆的；令人困惑的 v.使迷惑；使混乱不清；使困窘（confus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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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contests 1 英 ['kɒntest] 美 ['kɑːntest] n. 竞赛；比赛 vt. 驳斥；争取 vi. 奋斗

226 contributions 1 [kɒntrɪb'ju ʃːnz] 贡献

227 costumes 1 英 ['kɒstjuːm] 美 ['kɑːstuːm] n. 服装；剧装 vt. 提供服装；为 ... 设计服装 adj. 服装打扮的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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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covers 1 英 ['kʌvə(r)] 美 ['kʌvər] n. 封面；盖子；套子；表面 v. 覆盖；涉及；包含；掩护；给…保险

230 cut 1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231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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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dealing 1 ['di:liŋ] n.交易；行为

233 decrease 1 [di'kri:s, 'di:-, 'di:kri:s, di'k-] n.减少，减小；减少量 vi.减少，减小 vt.减少，减小

234 dee 1 [di:] n.D形物；D（英语字母）；学位 n.(Dee)人名；(英)迪伊

235 deliver 1 [di'livə] vt.交付；发表；递送；释放；给予（打击）；给…接生 vi.实现；传送；履行；投递 n.投球

236 Detroit 1 [di'trɔit] n.底特律（美国一座城市）

237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238 devices 1 [dɪ'vaɪsɪz] n. 设备

239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240 differently 1 ['difərəntli] adv.不同地；差异；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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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difficulties 1 ['dɪfɪkəlti] n. 困难；争议；麻烦

243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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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246 down 1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247 dressing 1 ['dresiŋ] n.穿衣；加工；调味品；装饰；梳理 v.给…穿衣；为…打扮（dress的现在分词）

248 Durbin 1 n. 德宾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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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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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arnings 1 ['ə:niŋz] n.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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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254 ending 1 ['endiŋ] n.结局；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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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enjoy 1 [in'dʒɔi] vt.欣赏，享受；喜爱；使过得快活

256 enjoyable 1 adj.快乐的；有乐趣的；令人愉快的

257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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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citement 1 [ik'saitmənt] n.兴奋；刺激；令人兴奋的事物

260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261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262 f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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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fancy 1 n.幻想；想象力；爱好 adj.想象的；奇特的；昂贵的；精选的 vt.想象；喜爱；设想；自负 vi.幻想；想象 n.(Fancy)人
名；(法)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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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festive 1 ['festiv] adj.节日的；喜庆的；欢乐的

266 Fields 1 n.域，字段；场设置（field复数形式） v.使上场（field的单三形式） n.(Fields)人名；(德、英、葡)菲尔茨

267 fifteen 1 ['fifti:n] n.十五；十五个；十五人组成的橄榄球队 adj.十五的 num.十五

268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269 forward 1 ['fɔ:wəd] adj.向前的；早的；迅速的 adv.向前地；向将来 vt.促进；转寄；运送 n.前锋 n.(Forward)人名；(英)福沃德

270 Francisco 1 [fræn'siskəu] n.弗朗西斯科（男子名，等于Francis）

271 gather 1 ['gæðə] vt.收集；收割；使…聚集；使…皱起 vi.聚集；化脓；皱起 n.聚集；衣褶；收获量 n.(Gather)人名；(德)加特

272 Georgia 1 ['dʒɔ:dʒjə] n.乔治亚州；格鲁吉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乔治娅（女子名）

273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274 ghost 1 [gəust] n.鬼，幽灵 vt.作祟于；替…捉刀；为人代笔 vi.替人代笔

275 go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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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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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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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Groves 1 [grəuvz] n.格罗夫斯（男子名）（女子名）或（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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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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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heather 1 ['heðə] adj.杂色的；似石南的 n.石南属植物 n.(Heather)人名；(英)希瑟

282 heaviest 1 ['hevɪɪst] adj. 最重的 形容词heavy的最高级.

283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284 hollingsworth 1 n. 霍林斯沃思

285 homeowner 1 英 ['həʊməʊnə(r)] 美 ['hoʊmoʊnər] n. 房主

286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287 house 1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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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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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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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innocenzio 1 因诺琴齐奥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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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interesting 1 [ˈɪntrɪstɪŋ，ˈɪntrəstɪŋ] adj.有趣的；引起兴趣的，令人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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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jamie 1 n.杰米（男子名）

297 jo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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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joy 1 [dʒɔi] n.欢乐，快乐；乐趣；高兴 vi.欣喜，欢喜 vt.高兴，使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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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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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Kansas 1 ['kænzəs] n.堪萨斯州（美国州名）

301 lands 1 [lændz] n. 平原；土地 名词land的复数形式.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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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leanne 1 n. 利安娜

304 Leon 1 ['li:ɔn] n.利昂（男子名，等于Leo）

305 lets 1 abbr.地方交易系统（LocalExchangeTradingSystem）

306 letting 1 ['letiŋ] n.出租；租金 v.让，允许（let的现在分词）

307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308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309 limiting 1 ['limitiŋ] adj.限制的；限制性的 v.限制；限定（limit的现在分词）

310 Lincoln 1 ['liŋkən] n.林肯（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福特汽车厂出产的名牌豪华汽车）

311 litt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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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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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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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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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Louis 1 ['lu:i] n.路易斯（男子名）

316 Lynn 1 [lin] n.林恩（姓氏）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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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makers 1 n. 迈克（美国一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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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masquerade 1 [,mæskə'reid] vi.化装；伪装 n.伪装；化妆舞会 vt.化装；乔装

321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322 maze 1 [meiz] n.迷宫；迷惑；糊涂 vt.迷失；使混乱；使困惑 n.(Maze)人名；(英)梅兹；(法)马兹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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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325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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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Michigan 1 ['miʃigən] n.美国密歇根州；密歇根

328 Miranda 1 [mi'rændə] n.米兰达（女子名）

329 Missouri 1 [mi'zuəri] n.密苏里（美国州名）

330 mom 1 [mɔm] n.妈妈 n.(Mom)人名；(柬)蒙

331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332 moon 1 [mu:n] n.月亮；月球；月光；卫星 vi.闲荡；出神 vt.虚度 n.(Moon)人名；(瑞典)莫恩；(柬)蒙；(英)穆恩；(缅)孟

333 Morse 1 [mɔ:s] n.摩尔斯（美国画家、发明家，莫尔斯电码发明者）；摩尔斯式电码 adj.摩尔斯式电码的 vt.拍发摩尔斯电码

334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335 my 1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336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337 neighborhoods 1 ['neɪbɔː hʊdz] 生活社区

338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339 nobody 1 ['nəubədi, -bɔdi] pron.无人，没有人；没有任何人 n.无名小卒；小人物

340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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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occurrence 1 [ə'kə:rəns, -'kʌ-] n.发生；出现；事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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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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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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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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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operating 1 ['ɔpəreitiŋ] adj.操作的；[外科]外科手术的 v.操作（operate的ing形式）；动手术

348 organizers 1 ['ɔː ɡənaɪzəz] n. 组织者（organizer的复数）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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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parade 1 [pə'reid] n.游行；阅兵；炫耀；行进；阅兵场 vt.游行；炫耀；列队行进 vi.游行；炫耀；列队行进 n.(Parade)人名；
(法、德)帕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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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park 1 [pɑ:k] n.公园；[交]停车场 vt.停放；放置；寄存 vi.停放车辆 n.(Park)人名；(英、芬、瑞典)帕克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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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passages 1 ['pæsɪdʒ] n. 通过；通道；走廊；(文章等的)段落；(时间的)消逝

355 paths 1 [pæθis] n.路径（path的复数）

356 performances 1 [pə'fɔː mənsɪz] 性能

357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358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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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pick 1 [pik] vi.挑选；采摘；挖 vt.拾取；精选；采摘；掘 n.选择；鹤嘴锄；挖；掩护 n.(Pick)人名；(英、法、德、捷、匈、瑞
典)皮克

360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361 place 1 [pleis] n.地方；住所；座位 vt.放置；任命；寄予 vi.名列前茅；取得名次 n.(Place)人名；(罗)普拉切；(法)普拉斯；(英)普
莱斯

362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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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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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presents 1 [p'rɪzents] n. 礼物 名词present的复数形式.

366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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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369 refuse 1 [ri'fju:z, ri:-] n.垃圾；废物 vt.拒绝；不愿；抵制 vi.拒绝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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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restrictions 1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372 run 1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373 safely 1 ['seifli] adv.安全地 稳定地

374 safer 1 ['seɪfər] adj. 更安全的 形容词safe的比较级.

375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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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San 1 [sa:n] abbr.存储区域网（StorageAreaNetworking） n.(San)人名；(泰)讪；(俄、罗、刚)萨恩；(土、柬)桑；(缅)山

378 season 1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379 selecting 1 [sɪ'lektɪŋ] 选择

380 self 1 [self] n.自己，自我；本质；私心 adj.同一的 vt.使自花授精；使近亲繁殖 vi.自花授精 n.(Self)人名；(英)塞尔夫

381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382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383 serve 1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384 shut 1 [ʃʌt] vt.关闭；停业；幽禁 vi.关上；停止营业 n.关闭 adj.关闭的；围绕的 n.(Shut)人名；(俄)舒特；(中)室(广东话·威妥玛)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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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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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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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spirit 1 ['spirit] n.精神；心灵；情绪；志气；烈酒 vt.鼓励；鼓舞；诱拐

388 sports 1 n.运动；运动会（sport的复数）；（报纸）体育版面；突变；娱乐 adj.运动的；适用于运动的 v.娱乐；戏弄（sport的
第三人称单数）

389 spreads 1 [spred] v. 传播；展开；散布；铺开；伸展；涂撒 n. 范围；传播；差额；幅度；盛宴

390 st 1 [es ti:] abbr.标准时间（standardtime）；Shipping装货单（ShippingTicket）

391 stage 1 [steidʒ] n.阶段；舞台；戏剧；驿站 vt.举行；上演；筹划 vi.举行；适于上演；乘驿车旅行 n.(Stage)人名；(英)斯特奇

392 stalks 1 [stɔː k] n. 茎；梗 n. 跟踪；高视阔步 v. 悄悄靠近；跟踪；蔓延；高视阔步地走

393 sticks 1 [stɪks] n. 偏远的乡村；郊区 名词stick的复数形式.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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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 street 1 [stri:t] n.街道 adj.街道的 n.(Street)人名；(英、葡)斯特里特；(德)施特雷特

396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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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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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supposed 1 [sə'pəuzd] adj.假定的；被信以为真的；想象上的 v.假定（suppose的过去分词）

400 swe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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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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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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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 tall 1 [tɔ:l] adj.高的；长的；过分的；夸大的 adv.夸大地 n.(Tall)人名；(马里、阿拉伯)塔勒；(芬、罗、瑞典)塔尔；(英)托尔；
(土)塔勒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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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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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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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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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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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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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throughout 1 [θru:'aut] adv.自始至终，到处；全部 prep.贯穿，遍及

413 ticket 1 ['tikit] n.票；入场券，标签；（美）候选人名单；证明书；交通罚款单 vt.加标签于；指派；对…开出交通违规罚单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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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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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tradition 1 [trə'diʃən] n.惯例，传统；传说

417 traditional 1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418 treater 1 [triː tə] n. 处理器；精制器；谈判者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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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visited 1 v.拜访，访问（visit的过去式）

421 visitors 1 ['vɪzɪtəz] n.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

422 walkways 1 n.<主美>走道，通道( walkway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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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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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wearing 1 [wεə riŋ, wεərŋ, 'wεəriŋ] adj.磨损的；穿用的；令人疲倦的 v.穿着；磨损（wear的ing形式） n.(Wearing)人名；(英)韦尔林

426 Webster 1 ['webstə] n.韦伯斯特（姓氏或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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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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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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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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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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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wide 1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432 wider 1 [waɪdə] adj. 更宽的；更广阔的

433 with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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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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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436 worry 1 ['wʌri, 'wə:ri] n.担心；烦恼；撕咬 vt.担心；发愁；折磨 vi.担心；烦恼；撕咬

437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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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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