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16 [As It Is] Free Wigs Put Smile on Faces of Kenyan
Cancer Patients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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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cept 1 [ək'sept] vt.接受；承认；承担；承兑；容纳 vi.承认；同意；承兑

3 accompany 2 [ə'kʌmpəni] vt.陪伴，伴随；伴奏 vi.伴奏，伴唱

4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5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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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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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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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go 2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11 alcohol 1 ['ælkəhɔl] n.酒精，乙醇

12 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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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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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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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7 and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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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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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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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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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22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3 beauty 5 ['bju:ti] n.美；美丽；美人；美好的东西

24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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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elief 1 [bi'li:f] n.相信，信赖；信仰；教义

27 business 2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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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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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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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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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campaigns 1 [kæm'peɪn] n. 运动；战役；活动；竞选运动 v. 参加竞选；从事运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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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ancer 12 ['kænsə] n.癌症；恶性肿瘤

35 capital 1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36 care 1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37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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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40 challenge 1 n.挑战；怀疑 vt.向…挑战；对…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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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hallenges 1 ['tʃælɪndʒ] n. 挑战；邀请比赛；盘问；质疑 v. 向 ... 挑战；盘问；质疑

42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3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44 com 1 abbr.组件对象模型（ComponentObjectModel）；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Computer-OutputMicro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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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ompete 1 [kəm'pi:t] vi.竞争；比赛；对抗

47 confidence 2 ['kɔnfidəns] n.信心；信任；秘密 adj.（美）诈骗的；骗得信任的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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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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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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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riticism 1 ['krɪtɪsɪzəm] n.批评；考证；苛求

52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53 death 1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54 deaths 2 ['deθs] 死亡人口

55 deep 1 [di:p] n.深处；深渊 adj.深的；低沉的；深奥的 adv.深入地；深深地；迟 n.(Deep)人名；(英)迪普

56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7 describes 1 [dɪ'skraɪb] vt. 描述；说成；形容；画(尤指几何图形)

58 Diana 1 [dai'ænə] n.黛安娜（女子名，罗马神话中之处女性守护神）；月

59 die 1 [dai] vi.死亡；凋零；熄灭 vt.死，死于… n.冲模，钢模；骰子 n.(Die)人名；(西)迭；(阿拉伯)迪埃

60 diets 1 ['daɪət] n. 日常食物；规定饮食；节食 n. （日本等国的）国会 v. 节食；照规定饮食；喂食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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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doctor 1 vt.修理；篡改，伪造；为…治病；授以博士学位 n.医生；博士 vi.就医；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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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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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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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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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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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mbrace 2 [im'breis] vt.拥抱；信奉，皈依；包含 vi.拥抱 n.拥抱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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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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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nter 1 ['entə] vt.进入；开始；参加 vi.参加，登场；进去 n.[计]输入；回车 n.(Enter)人名；(英)恩特

72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73 faces 1 ['feɪsɪz] n.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

74 fatty 1 ['fæti] adj.脂肪的；肥胖的；多脂肪的；脂肪过多的 n.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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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feeling 2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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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fell 1 [fel] adj.凶猛的；毁灭性的 vt.砍伐；打倒；击倒 n.[林]一季所伐的木材；折缝；兽皮 v.掉下；摔倒；下垂；变坏（fall的过
去式） n.(Fell)人名；(英、法、德)费尔

79 felt 1 [felt] n.毡；毡制品 vi.粘结 vt.使粘结；把…制成毡 v.感觉（feel的过去式） n.(Felt)人名；(英、罗、芬、捷、瑞典)费尔特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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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food 2 [fu:d] n.食物；养料

82 foods 2 [fuːdz] n.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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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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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free 2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86 friend 3 [frend] n.朋友；助手；赞助者 n.(Friend)人名；(英)弗兰德

87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88 gave 3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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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gladwell 1 n. 格拉德韦尔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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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god 1 [gɔd] n.神；（大写首字母时）上帝 vt.膜拜，崇拜 n.(God)人名；(索、阿拉伯)古德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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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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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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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97 greens 1 n.绿地；绿叶蔬菜；生手；绿色物（green的复数） v.使变绿色；使恢复活力（green的三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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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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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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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hair 5 [hεə] n.头发；毛发；些微 vt.除去…的毛发 vi.生长毛发；形成毛状纤维 adj.毛发的；护理毛发的；用毛发制成的

102 haircuts 1 ['heəkʌts] (纸面)微裂痕,毛痕,粘丝, 贴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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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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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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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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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heal 1 [hi:l] vt.治愈，痊愈；和解 vi.痊愈 n.(Heal)人名；(英)希尔

108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09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10 hearing 1 ['hiəriŋ] n.听力；审讯，听讯 v.听见（hear的ing形式） n.(Hearing)人名；(英)希尔林

111 heaven 2 ['hevən] n.天堂；天空；极乐 n.(Heaven)人名；(英)希文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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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he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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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herself 1 [hə:'self] pron.她自己（she的反身代词）；她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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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hospital 1 ['hɔspitəl] n.医院 n.(Hospital)人名；(英)霍斯皮特尔

117 hospitals 1 ['hɒspɪtlz] 医院

118 i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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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120 infect 1 [in'fekt] vt.感染，传染

121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22 invitation 1 n.邀请；引诱；请帖；邀请函

123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4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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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john 2 [dʒɔn] n.厕所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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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Kenya 3 ['kenjə; 'ki:njə] n.肯尼亚（东非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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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Kenyan 1 ['kenjən; 'ki:n-] n.肯尼亚人 adj.肯尼亚的；肯尼亚人的

129 kenyans 1 肯尼亚人

130 knowing 1 ['nəuiŋ] adj.博学的；狡猾的；心照不宣的 n.认知 v.知道；认识；确信（know的ing形式）

131 launched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132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133 learned 1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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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l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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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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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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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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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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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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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loss 1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143 lost 2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144 lucky 1 ['lʌki] adj.幸运的；侥幸的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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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147 makeover 1 n.修饰，翻新；改进，改善；化妆美容

148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49 Mary 1 ['mɛəri] n.玛丽（女子名）

150 matatu 3 n. (肯尼亚)出租面包车

151 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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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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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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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mo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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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mo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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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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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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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Nairobi 2 [naiə'rəubi] n.内罗比（肯尼亚首都）

159 natural 1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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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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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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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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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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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of 1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66 offers 1 英 ['ɒfə(r)] 美 ['ɔː fər] vt. 提供；提出；（卖方）出价；贡献 vi. 提议；出现；求婚 n. 提议；出价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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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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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opened 1 v.打开，开启（open过去分词形式） adj.开的

170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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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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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73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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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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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owner 1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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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pain 1 [pein] n.疼痛；努力 vt.使…痛苦；使…烦恼 vi.感到疼痛；引起疼痛 n.(Pain)人名；(意)帕因；(俄)派因；(法)潘；(英)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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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patients 2 ['peɪʃənts] n.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

181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182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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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possessions 1 [pə'zeʃənz] n.[经]财产；所有物（possession的复数形式）

185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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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processed 1 [p'rəsest] adj. 经加工的；处理的 动词proc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8 products 2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189 proud 2 [praud] adj.自豪的；得意的；自负的 n.(Proud)人名；(英)普劳德

190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191 p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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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qualities 1 [统计] 质

193 readily 1 ['redili] adv.容易地；乐意地；无困难地

194 recovering 1 [ri'kʌvəriŋ] n.恢复；再生；补偿 v.恢复；再生（recover的现在分词形式）

195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196 religious 1 [ri'lidʒəs] adj.宗教的；虔诚的；严谨的；修道的 n.修道士；尼姑

197 replaces 1 [rɪ'pleɪs] vt. 取代；替换；放回原处；偿还

198 re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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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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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01 ride 1 vi.骑马；乘车；依靠；漂浮 vt.骑；乘；控制；（骑马、自行车等）穿越；搭乘；飘浮 n.骑；乘坐；交通工具；可供骑行
的路；（乘坐汽车等的）旅行；乘骑；（乘车或骑车的）短途旅程；供乘骑的游乐设施 n.（英）赖德（人名）；（法、
葡）里德（人名）

202 r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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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rise 1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204 rising 1 ['raiziŋ] n.上升；起床；造反 adj.上升的；上涨的；新兴的 adv.接近 v.上升（rise的ing形式） n.(Rising)人名；(瑞典)里
辛；(英)赖辛

205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206 ruud 1 n. 鲁德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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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salon 3 ['sælɔn, sə'lɔn] n.沙龙；客厅；画廊；美术展览馆 n.(Salon)人名；(法、西、捷、瑞典)萨隆

209 salons 1 n.<法>（营业性质的）店( salon的名词复数 ); 厅; 沙龙（旧时在上流社会女主人家的例行聚会或聚会场所）; （大宅中
的）客厅

210 satisfaction 1 [,sætis'fækʃən] n.满意，满足；赔偿；乐事；赎罪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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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says 4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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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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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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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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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sh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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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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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sick 1 adj.厌恶的；病态的；不舒服；渴望的；恶心的；生病的 n.病人 n.(Sick)人名；(德、西)西克 vt.使狗去咬；呕吐；追击

220 smile 1 [smail] vi.微笑 n.微笑；笑容；喜色 vt.微笑着表示 n.(Smile)人名；(塞)斯米莱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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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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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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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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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omewhere 1 ['sʌmhwεə] adv.在某处；到某处 n.某个地方

227 specialist 1 ['speʃəlist] n.专家；专门医师 adj.专家的；专业的

228 specializing 1 [s'peʃəlaɪzɪŋ] 动词specializ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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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tarting 1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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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treets 1 [st'riː ts] 街道

233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234 survived 1 英 [sə'vaɪv] 美 [sər'vaɪv] vt. 幸免于难；存活；艰难度过；比 ... 活得长 vi. 活着；继续存在

235 tak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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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237 testing 2 ['testiŋ] n.[试验]测试 adj.试验的；棘手的 v.测验；考查；受考验（test的ing形式）

238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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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the 2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40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41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242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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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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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to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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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46 traditional 2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247 traditions 1 [trə'dɪʃnz] 传统

248 transport 1 [træns'pɔ:t; trænz-træns'pɔ:t, trænz-, trɑ:n-, 'trænspɔ:t,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机；狂喜；流放犯 vt.运输；流放；使狂喜

249 treatment 4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250 treatments 1 ['triː tmənts] n. 治疗；疗法（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

251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252 unprotected 1 [ˌʌnprə'tektɪd] adj. 无保护的；未做防护措施的

253 us 3 pron.我们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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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vehicles 1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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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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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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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59 wa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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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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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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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weak 1 [wi:k] adj.[经]疲软的；虚弱的；无力的；不牢固的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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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where 3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265 wig 6 [wig] n.假发；要人；头脑 vt.使戴假发；斥责 vi.激动；发狂 n.(Wig)人名；(英、瑞典)威格；(德)维希

266 wigs 2 [wɪɡ] n. 假发；呵斥 vt. 严斥；责骂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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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willpower 1 ['wilpauə] n.意志力；毅力

269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70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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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73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274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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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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