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16 [As It Is] How One Rio Samba School Reacted to
COVID-19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6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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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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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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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for 1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 h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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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s 1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 carnival 13 ['kɑ:nivəl] n.狂欢节，嘉年华会；饮宴狂欢

10 people 1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1 O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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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Rio 11 ['ri:əu] n.里约（巴西共和国的旧首都）

13 was 1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4 from 10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5 on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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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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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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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sai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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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school 9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0 with 9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1 would 8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2 bu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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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coronavirus 7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24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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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Vila 7 ['vi:lə] n.维拉港（瓦努阿图首都，位于埃法特岛上）

26 year 7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7 h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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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samba 6 ['sæmbə] n.桑巴舞（巴西交谊舞） vi.跳桑巴舞 n.(Samba)人名；(阿拉伯、刚(金)、刚(布)、中非、塞内、西)桑巴

29 sh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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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who 6 pron.谁；什么人

31 also 5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2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3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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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ovid 5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35 food 5 [fu:d] n.食物；养料

36 health 5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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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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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mo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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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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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unido 5 [,ju:'ni:dəu] abbr.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tedNationsIndustrialDevelopmentOrganization）

41 were 5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42 after 4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43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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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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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46 clothing 4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47 decision 4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48 event 4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49 his 4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50 hospital 4 ['hɔspitəl] n.医院 n.(Hospital)人名；(英)霍斯皮特尔

51 medical 4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52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53 space 4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54 st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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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th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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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thei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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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there 4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58 vehicle 4 ['viː 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59 air 3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60 community 3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61 dan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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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de 3 [di:] abbr.判定元件（DecisionElement） n.(De)人名；(朝)大

63 favela 3 [fɑ:'velə] n.（巴西的）贫民区 n.(Favela)人名；(法)法韦拉

64 favelas 3 n.（巴西的）棚屋，贫民窟，棚户区( favela的名词复数 )

65 few 3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66 go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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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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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happiness 3 ['hæpinis] n.幸福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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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71 making 3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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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Members 3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74 mu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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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nex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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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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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parad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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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social 3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79 throug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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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virus 3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81 w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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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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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Alice 2 ['ælis] n.爱丽丝（女子名）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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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5 away 2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86 bags 2 n.[包装]包（bag的复数形式） v.把…装入袋中（ba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87 became 2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88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89 Brazilian 2 [brə'ziljən] adj.巴西的；巴西人的 n.巴西人

90 brought 2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91 Bryant 2 ['braiənt] n.布赖恩特（男子名，等于Brian）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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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came 2 [keim] v.come的过去式

94 canceled 2 ['kænsl] v. 取消；作废；注销；抵消；删除 n. 取消；删除

95 coming 2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96 competition 2 [,kɔmpi'tiʃən] n.竞争；比赛，竞赛

97 da 2 [dɑ:] n.（俄）是，是的；爸爸（等于dad） n.(Da)人名；(柬)达

98 damaged 2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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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doct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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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drum 2 [drʌm] vt.击鼓；大力争取 vi.击鼓；大力争取 n.鼓；鼓声 n.(Drum)人名；(英)德拉姆；(德)德鲁姆

102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03 early 2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104 emergency 2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105 far 2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106 feel 2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107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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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fourth 2 [fɔ:θ] adj.第四的，第四个的；四分之一的 n.第四，月的第四日；四分之一 num.第四

109 government 2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10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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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hel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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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helped 2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113 hoped 2 英 [həʊpt] 美 [hoʊpt] adj. 希望的；盼望的 动词ho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4 ho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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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16 instead 2 adv.代替；反而；相反

117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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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isolate 2 ['aisəleit, -lit] vt.使隔离；使孤立；使绝缘 n.[生物]隔离种群 vi.隔离；孤立 adj.隔离的；孤立的

119 later 2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120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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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listened 2 ['lɪsn] v. 听；倾听；听从；听信 n. 听；倾听

122 lives 2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23 loc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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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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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media 2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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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Miguel 2 [mi'gel] n.米格尔（男子名）

127 money 2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28 nearly 2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29 neighborhood 2 n.附近；街坊；接近；街区

130 norm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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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32 others 2 pron.其他人

133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34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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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padre 2 ['pɑ:dri] n.神父；随军牧师 n.(Padre)人名；(葡)帕德雷

136 parader 2 [pə'reɪdə] n. 游行者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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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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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40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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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publ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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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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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seamstresses 2 n.女裁缝，做针线活的妇女( seamstress的名词复数 )

144 second 2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145 sent 2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146 shooting 2 ['ʃu:tiŋ] n.射击；打猎；摄影；射门 v.射击（shoot的ing形式）

147 si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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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silva 2 ['silvə] n.森林里的树木；森林志（等于sylva） n.(Silva)人名；(德、俄、法、罗、塞、葡、瑞典、斯里、西、意、英)席尔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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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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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s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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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soon 2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153 spreader 2 ['spredə] n.[建]撒布机；散布者；推广者

154 stay 2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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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super 2 ['sju:pə] adj.特级的；极好的 n.特级品，特大号；临时雇员 n.(Super)人名；(英)休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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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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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61 turned 2 adj.被转动的；变质的；车削的 v.使变成（turn的过去式）；转动

162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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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164 usual 2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165 usually 2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166 waiting 2 ['weitiŋ] n.等待；服侍 adj.等待的；服侍的 v.等待；伺候（wait的ing形式）；延缓 n.(Waiting)人名；(英)韦廷

167 watching 2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168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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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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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70 woman 2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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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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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accepted 1 [ək'septid] adj.公认的；录取的；可接受的；已承兑的 v.接受（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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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176 African 1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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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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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81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182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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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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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artists 1 英 ['a:tists] 美 ['ɑ:tists] n. 艺术家（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

186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87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188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189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190 awaited 1 [ə'weɪt] v. 等候；期待；将降临于

191 baby 1 ['beibi] n.婴儿，婴孩；孩子气的人 vt.纵容，娇纵；把……当婴儿般对待 adj.婴儿的；幼小的 n.(Baby)人名；(法、葡)巴
比；(英)巴比，芭比(女名)；(俄)巴贝

192 b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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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battled 1 [bætld] 有雉堞的；有城垛的

194 bearing 1 ['bεəriŋ] n.[机]轴承；关系；方位；举止 v.忍受（bear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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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beds 1 n.床上用品，床组（bed复数） vt.安置；为…提供床铺（bed的第三人称单数）

197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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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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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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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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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Brazil 1 [brə'zil] n.巴西（拉丁美洲国家）

204 bread 1 [bred] n.面包；生计 vt.在…上洒面包屑

205 breaking 1 ['breikiŋ] n.破坏；阻断 v.破坏（break的ing形式）

206 br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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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builders 1 ['bɪldəz] n. 洗选强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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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busy 1 ['bizi] adj.忙碌的；热闹的；正被占用的 vt.使忙于 n.(Busy)人名；(匈)布希；(法)比西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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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c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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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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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case 1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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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215 Caty 1 卡蒂

216 celebrations 1 n.庆祝( celebration的名词复数 ); 庆祝会（仪式）

217 center 1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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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century 1 ['sentʃuri] n.世纪，百年；（板球）一百分

220 charges 1 [t'ʃɑːdʒɪz] n. 费用

221 check 1 vt.检查，核对；制止，抑制；在…上打勾 vi.核实，查核；中止；打勾；[象棋]将一军 n.<美>支票；制止，抑制；检
验，核对 n.（英）切克（人名）

222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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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class 1 n.阶级；班级；种类；班；等级 vt.分类；把…分等级；把…归入某等级，把…看作（或分类、归类）；把…编入某一
班级 adj.极好的；很好的，优秀的，出色的 vi.属于…类（或等级），被列为某类（或某级） n.（英、德）克拉斯（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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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clo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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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clothes 1 [kləuðz] n.衣服

228 colorful 1 ['kʌləful] adj.华美的；有趣的；富有色彩的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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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communities 1 [kə'mjuːnəti] n. 社区；社会；公众；共同体；团体；共享；共有；[生]群落

231 compete 1 [kəm'pi:t] vi.竞争；比赛；对抗

232 confirmed 1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233 continued 1 [kən'tinju:d] adj.继续的；持久的 v.继续；逗留；维持原状（continue的过去分词）

234 cooked 1 [kukt] adj.煮熟的 v.煮（cook的过去式、过去分词形式）

235 cooking 1 n.烹饪 adj.烹调的 v.烹调；筹划（cook的ing形式）

236 cookout 1 ['kʊkaʊt] n. 野餐

237 cookouts 1 n.在外面野餐的郊游( cookout的名词复数 )

238 cough 1 [kɔ:f] n.咳嗽，咳嗽声；咳嗽病 vt.咳出 vi.咳嗽 n.(Cough)人名；(英)考夫

239 coughing 1 英 [kɒf] 美 [kɔː f] v. 咳嗽；咳 n. 咳嗽

240 coverings 1 ['kʌvərɪŋz] n. 覆盖物

241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242 crowded 1 ['kraudid] adj.拥挤的；塞满的 v.拥挤（crowd的过去分词）

243 crowding 1 [krɑʊdɪŋ] n. 拥挤 动词crowd的现在分词.

244 culture 1 ['kʌltʃə] n.文化，文明；修养；栽培 vt.[细胞][微]培养（等于cultivate）

245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
特

246 curtains 1 ['kɜ tːnz] n. 窗帘；门帘 名词curtain的复数形式.

247 daycare 1 ['deɪkeə] n. 日托；日间照管儿童

248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249 deaths 1 ['deθs] 死亡人口

250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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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directed 1 [di'rektid, dai-] adj.定向的；经指导的；被控制的 v.指导；管理（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3 dirt 1 [də:t] n.污垢，泥土；灰尘，尘土；下流话

254 disappeared 1 [dɪsə'piəd] adj. 消失的 动词disapp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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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disorganized 1 [dis'ɔ:gənaizd] adj.紊乱的；无组织的

257 display 1 [,dis'plei] n.显示；炫耀 vt.显示；表现；陈列 vi.[动]作炫耀行为 adj.展览的；陈列用的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58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259 donated 1 英 [dəʊ'neɪt] 美 ['doʊneɪt] v. 捐赠；捐献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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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dr 1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262 economy 1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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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elaborate 1 [i'læbərət, i'læbəreit] adj.精心制作的；详尽的；煞费苦心的 vt.精心制作；详细阐述；从简单成分合成（复杂有机物）
vi.详细描述；变复杂

265 electricians 1 [elekt'rɪʃnz] 电工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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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mpty 1 ['empti] adj.空的；无意义的；无知的；徒劳的 vt.使失去；使…成为空的 vi.成为空的；流空 n.空车；空的东西

268 energy 1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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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njoyed 1 [ɪn'dʒɔɪd] v. 享受，喜欢（动词enj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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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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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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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m 1 [ig'zæm] n.考试；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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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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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tra 1 ['ekstrə] adv.特别地，非常；另外 n.临时演员；号外；额外的事物；上等产品 adj.额外的，另外收费的；特大的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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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281 fear 1 [fiə] n.害怕；恐惧；敬畏；担心 vt.害怕；敬畏；为…担心 vi.害怕；敬畏；为…担心

282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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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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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fill 1 [fil] vt.装满，使充满；满足；堵塞；任职 vi.被充满，膨胀 n.满足；填满的量；装填物 n.(Fill)人名；(德、俄、匈)菲尔

286 filled 1 [fild] adj.满的；装满的；加满的

287 float 1 [fləut] vt.使漂浮；实行 vi.浮动；飘动，散播；摇摆；付诸实施 n.彩车，花车；漂流物；浮舟；浮萍 n.(Float)人名；(英)弗
洛特

288 floats 1 英 [fləʊts] 美 [floʊts] n. 漂浮物；花车 名词float的复数形式.

289 floors 1 英 [flɔː (r)] 美 [flɔː r] n. 地面；地板；楼层；底部 vt. 铺地板；击倒；(油门)踩到底

290 flu 1 [flu:] n.流感 n.(Flu)人名；(法)弗吕

291 force 1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292 forced 1 adj.被迫的；强迫的；用力的；不自然的 v.强迫（force的过去式）

293 Friday 1 ['fraidi] n.星期五

294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295 fruit 1 [fru:t] n.水果；产物 vi.结果实 vt.使……结果实 n.(Fruit)人名；(法)弗吕；(英)弗鲁特

296 gi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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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298 gone 1 [gɔn] adj.离去的；死去的；用光的 v.去（go的过去分词）

299 grew 1 [gru:] v.成长，种植（grow的过去式） n.(Grew)人名；(芬)格雷夫；(英、葡)格鲁

300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1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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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heat 1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303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304 hi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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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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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holiday 1 ['hɔlədi] n.假日；节日；休息日 vi.外出度假 n.(Holiday)人名；(英)霍利迪

307 hospitals 1 ['hɒspɪtlz] 医院

308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309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310 illness 1 ['ilnis] n.病；疾病

311 impossible 1 [im'pɔsəbl] adj.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难以忍受的；不真实的 n.不可能；不可能的事

312 infectious 1 [in'fekʃəs] adj.传染的；传染性的；易传染的

313 insi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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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315 Italy 1 ['itəli] n.意大利（欧洲南部国家）

316 Jair 1 雅伊尔

317 Janeiro 1 n.（葡）一月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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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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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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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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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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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lar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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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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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law 1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327 leaders 1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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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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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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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332 line 1 [lain] n.路线，航线；排；绳 vt.排成一行；划线于；以线条标示；使…起皱纹 vi.排队；站成一排 n.(Line)人名；(英)莱恩；
(俄)利涅

333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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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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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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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loud 1 [laud] adj.大声的，高声的；不断的；喧吵的 adv.大声地，高声地，响亮地 n.(Loud)人名；(英)劳德

338 luckily 1 ['lʌkili] adv.幸好，侥幸；幸运地

339 lung 1 [lʌŋ] n.肺；呼吸器 n.(Lung)人名；(越)珑；(罗、塞、匈、瑞典、德)伦格

340 lungs 1 ['lʌŋz] n. 肺 lung的复数.

341 machines 1 [mə'ʃiː n] n. 机器；做事效率高的人；工具；车辆 v. 以机器制造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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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makers 1 n. 迈克（美国一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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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345 meal 1 [mi:l] n.一餐，一顿饭；膳食 vi.进餐

346 message 1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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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million 1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349 mission 1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350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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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53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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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nearby 1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356 nears 1 英 [nɪə(r)] 美 [nɪr] adj. 近的；近似的；亲近的；吝啬的 adv. 在附近；不久以后；几乎；[罕]吝啬地 prep. 附近；接近；临
近；大约；(质量、大小等)相仿；濒临 v. 接近；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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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needy 1 ['ni:di] adj.贫困的；贫穷的；生活艰苦的 n.(Needy)人名；(英)尼迪

359 neighborhoods 1 ['neɪbɔː hʊdz] 生活社区

360 nights 1 [naits] n.夜；晚上（night的复数形式） adv.每晚；在夜间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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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noise 1 [nɔiz] n.[环境]噪音；响声；杂音 vt.谣传 vi.发出声音；大声议论 n.(Noise)人名；(英)诺伊斯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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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365 offered 1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366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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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oil 1 [ɔil] n.油；石油；油画颜料 vt.加油；涂油；使融化 vi.融化；加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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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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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opening 1 ['əupəniŋ] n.开始；机会；通路；空缺的职位 adj.开始的 v.开放（open的ing形式）；打开；公开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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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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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origin 1 ['ɔridʒin, 'ɔ:-] n.起源；原点；出身；开端

375 outdoors 1 ['aut'dɔ:z] adv.在户外 n.户外 adj.户外的（等于outdoor）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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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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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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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painters 1 ['peɪntəz] 油漆工

380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381 party 1 n.政党，党派；聚会，派对；当事人[复数parties] vi.参加社交聚会[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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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pereira 1 [pe'reirɑ:] n.佩雷拉（哥伦比亚中西部城市，为咖啡产地及养牛业中心）；珀雷拉（巴西足球队教练）

384 picked 1 ['pikid, pikt] adj.采摘的；精选的 v.挑选；采摘（pick的过去式）

385 played 1 v.演奏；播放；玩耍；参加竞赛（play的过去分词） adj.比赛的

386 playful 1 ['pleiful] adj.开玩笑的；幽默的；爱嬉戏的

387 pleasurable 1 ['pleʒərəbl, 'plei-] adj.快乐的；心情舒畅的；令人愉快的

388 poi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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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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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 poor 1 [puə, pɔ:] adj.贫穷的；可怜的；贫乏的；卑鄙的 n.(Poor)人名；(英、伊朗)普尔

390 populous 1 ['pɔpjuləs] adj.人口稠密的；人口多的

391 preparation 1 [,prepə'reiʃən] n.预备；准备

392 preparations 1 [prepə'reɪʃnz] n. 准备，准备工作，配制剂（名词preparation的复数形式）

393 prepare 1 [pri'pεə] vt.准备；使适合；装备；起草 vi.预备；做好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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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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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push 1 vt.推动，增加；对…施加压力，逼迫；按；说服 vi.推进；增加；努力争取 n.推，决心；大规模攻势；矢志的追求

398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399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400 reacted 1 [ri'ækt] v. 反应；反攻

401 reaction 1 [ri'ækʃən, ri:-] n.反应，感应；反动，复古；反作用

402 recovered 1 [rɪ'kʌvəd] adj. 恢复的 动词re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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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regional 1 ['ri:dʒənəl] adj.地区的；局部的；整个地区的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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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reported 1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407 returning 1 v.归还，[计]返回，回复（return的ing形式） n.回归

408 rhythmic 1 ['riðmik, 'riθ-] adj.[生物]有节奏的（等于rhythmical）；间歇的；合拍的 n.韵律论（等于rhythmics）

409 rice 1 [rais] n.稻；米饭 vt.把…捣成米糊状 n.(Rice)人名；(瑞典)里瑟；(塞)里采；(英)赖斯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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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risks 1 [rɪsk] n. 危险；风险；投资报酬的风险 vt. 冒 ... 的危险；承受...的风险

412 roll 1 [rəul] vt.卷；滚动，转动；辗 vi.卷；滚动；转动；起伏，摇晃 n.卷，卷形物；名单；摇晃 n.(Roll)人名；(英、法、德、
俄、罗、葡、捷、挪、西、瑞典)罗尔

413 room 1 n.房间；空间；余地；机会；房间里所有的人 vt.为…提供住处；租房，合住；投宿，住宿；留…住宿 vi.居住；住宿 n.
（英）鲁姆（人名）；（俄）罗姆（人名）

414 runs 1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415 safely 1 ['seifli] adv.安全地 稳定地

416 saving 1 ['seiviŋ] n.节约；挽救；存款 adj.节约的；挽救的；补偿的；保留的 prep.考虑到；除...之外 n.(Saving)人名；(瑞典)萨温

417 scene 1 [si:n] n.场面；情景；景象；事件

418 schools 1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419 seamstress 1 ['si:mstris, 'sem-] n.女裁缝师；做针线活的妇女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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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send 1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422 separate 1 vt.使分离；使分开；使分居 vi.分开；隔开；分居 adj.单独的；分开的；不同的；各自的； n..分开；抽印本

423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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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served 1 英 [sɜːv] 美 [sɜ rː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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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sews 1 英 [səʊ] 美 [soʊ] v. 缝合；缝纫

428 shack 1 [ʃæk] n.棚屋；小室 vi.居住

429 shanty 1 ['ʃænti] n.（美）棚屋；下等酒馆；海员号子 vi.居住于小棚屋

430 shelter 1 ['ʃeltə] n.庇护；避难所；遮盖物 vt.保护；使掩蔽 vi.躲避，避难 n.(Shelter)人名；(英)谢尔特

431 shiny 1 ['ʃaini] adj.有光泽的，擦亮的；闪耀的；晴朗的；磨损的

432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433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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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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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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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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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soccer 1 ['sɔkə] n.英式足球，足球

439 songs 1 ['sɒŋz] n.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

440 sorry 1 ['sɔ:ri, 'sɔ-] adj.遗憾的；对不起的，抱歉的 int.对不起，抱歉（表示委婉的拒绝等）

441 spread 1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442 standing 1 ['stændiŋ] adj.长期的；直立的；固定的 n.站立；持续；身分 v.站立；坚持不变；坐落于（stand的ing形式） n.
(Standing)人名；(英)斯坦丁；(德)施坦丁

443 state 1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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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station 1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446 stays 1 [steɪ] v. 停留；逗留；保持 n. 停留；逗留

447 stop 1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448 store 1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449 stores 1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450 streets 1 [st'riː ts] 街道

451 suffer 1 ['sʌfə] vt.遭受；忍受；经历 vi.遭受，忍受；受痛苦；经验；受损害 n.(Suffer)人名；(意)苏费尔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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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 sun 1 [sʌn] n.太阳 vt.使晒 vi.晒太阳 n.(Sun)人名；(中)孙(普通话·威妥玛)；(柬)孙；(缅)素；(土)松

454 sundays 1 ['sʌndiz; -deiz] adv.每星期日

455 sympathize 1 ['simpəθaiz] vi.同情，怜悯；支持

456 sympathized 1 ['sɪmpəθaɪz] vi. 同情；同感；赞成

457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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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460 temperatures 1 ['temprətʃəz] 温度

461 test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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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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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 thick 1 [θik] n.最拥挤部分；活动最多部分；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厚的；浓的；粗大的 adv.密集地；浓浓地，厚厚地 n.
(Thick)人名；(英)西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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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466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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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469 threatening 1 ['θretəniŋ] adj.危险的；胁迫的；凶兆的 v.威胁；恐吓；迫近（threaten的ing形式）

470 throat 1 [θrəut] n.喉咙；嗓子，嗓音；窄路 vt.开沟于；用喉音说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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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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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474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475 town 1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476 traveling 1 ['trævəliŋ] adj.旅行（用）的；移动的 v.旅行（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 n.走步（等于walking）

477 tryouts 1 n.试验( tryout的名词复数 ); 试用; 选拔赛; 试演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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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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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480 unicef 1 ['ju:nisef] abbr.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于UnitedNationsInternationalChildren'sEmergencyFund）

481 unified 1 ['juːnɪfaɪd] adj. 统一的 动词un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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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 urged 1 ['ɜːdʒd] v. 催促；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84 vania 1 n. 瓦妮亚

485 v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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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 viana 1 n. 维亚纳(在巴西；西经 44º59' 南纬 3º15')

487 vs 1 abbr.对，相对（versus）

488 wall 1 [wɔ:l] n.墙壁，围墙；似墙之物 vt.用墙围住，围以墙 adj.墙壁的 n.(Wall)人名；(英)沃尔；(德、芬、捷、瑞典)瓦尔

489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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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 warning 1 ['wɔ:niŋ] n.警告；预兆；预告 adj.警告的；引以为戒的 v.警告（warn的ing形式） n.(Warning)人名；(德)瓦宁

492 watched 1 英 [wɒtʃ] 美 [wɑ tːʃ] v. 注视；看守；观看 n. 手表；监视；看守；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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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 wear 1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495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496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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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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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 wille 1 n. 威尔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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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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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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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04 worker 1 ['wə:kə] n.工人；劳动者；职蚁 n.(Worker)人名；(英)沃克

505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506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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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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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510 you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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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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