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19 [Arts and Culture] People Magazine Names Actor
Michael B. Jordan 'Sexiest Man Alive'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1 [ə'baut] prep.关于；大约 adj.在附近的；四处走动的；在起作用的 adv.大约；周围；到处 n.大致；粗枝大叶；不拘小节的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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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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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5 actor 2 ['æktə] n.男演员；行动者；作用物

6 actors 2 ['æktəz] n.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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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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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donis 1 n.阿多尼斯；美少年，美男子；花花公子

10 alive 5 [ə'laiv] adj.活着的；活泼的；有生气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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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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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4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5 among 2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6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7 an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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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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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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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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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unt 1 [ɑ:nt, ænt] n.阿姨；姑妈；伯母；舅妈

23 aunts 1 n.姑母( aunt的名词复数 ); 姨母; 伯母; 阿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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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eckham 1 英 ['beɪkhæm] 美 ['bekhæm] n. 贝克姆；亦作贝克汉姆(英国足球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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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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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lack 3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30 boxer 1 ['bɔksə] n.拳师，拳击手 n.(Boxer)人名；(英、法)博克瑟

31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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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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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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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y 2 卡蒂

35 change 3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36 characteristic 1 [,kærəktə'ristik] adj.典型的；特有的；表示特性的 n.特征；特性；特色

37 choice 1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38 chris 1 [kris] n.克里斯（男子名）；克莉丝（女子名）

39 club 2 [klʌb] n.俱乐部，社团；夜总会；棍棒；（扑克牌中的）梅花 vt.用棍棒打；募集 vi.集资；组成俱乐部 adj.俱乐部的 n.
(Club)人名；(英)克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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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ollected 1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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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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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ool 1 [ku:l] adj.凉爽的；冷静的；出色的 vt.使…冷却；使…平静下来 vi.变凉；平息 n.凉爽；凉爽的空气 adv.冷静地 n.(Cool)人
名；(法)科尔；(英)库尔

45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46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47 creed 2 [kri:d] n.信条，教义 n.(Creed)人名；(英)克里德

48 crew 1 [kru:] n.队，组；全体人员，全体船员 vi.一起工作 vt.使当船员 n.(Crew)人名；(英、西)克鲁

49 critically 1 adv.精密地；危急地；严重地；批评性地；用钻研眼光地；很大程度上；极为重要地

50 David 1 ['deivid] n.大卫；戴维（男子名）

51 definitely 1 ['definitli] adv.清楚地，当然；明确地，肯定地

52 development 1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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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direct 1 [di'rekt, dai-] adj.直接的；直系的；亲身的；恰好的 vt.管理；指挥；导演；指向 vi.指导；指挥 adv.直接地；正好；按直系
关系

55 diverse 2 [dai'və:s, di-] adj.不同的；多种多样的；变化多的

56 dwayne 1 德韦恩（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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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59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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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62 employ 1 [im'plɔi] vt.使用，采用；雇用；使忙于，使从事于 n.使用；雇用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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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rik 1 ['εrik] n.埃里克（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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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verybody 1 ['evri,bədi] pron.每个人；人人

67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68 evolution 2 [,i:və'lu:ʃən, ,ev-] n.演变；进化论；进展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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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fans 1 [fæns] n. 狂热者；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

71 father 1 ['fɑ:ðə] n.父亲，爸爸；神父；祖先；前辈 vt.发明，创立；当…的父亲

72 feel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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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females 1 ['fiː meɪlz] 女性

74 film 2 [film] n.电影；薄膜；胶卷；轻烟 vt.在…上覆以薄膜；把…拍成电影 vi.摄制电影；生薄膜；变得朦胧

75 films 1 [fɪlm] n. 电影；薄膜；胶卷 vt. 把 ... 拍成电影；给 ... 覆上一薄层；拍照片 vi. 变朦胧；拍摄电影

76 first 1 [fə:st] adv.第一；首先；优先；宁愿 n.第一；开始；冠军 adj.第一的；基本的；最早的 num.第一 n.(First)人名；(英)弗斯
特；(捷)菲尔斯特

77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8 Friday 1 ['fraidi] n.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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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Fruitvale 2 n. 弗鲁特韦尔(在美国；西经 116º26' 北纬 44º49')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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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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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go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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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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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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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grandmother 1 ['grænd,mʌðə] n.祖母；女祖先 vt.当…的祖母 vi.当祖母

86 grant 1 [grɑ:nt, grænt] vt.授予；允许；承认 vi.同意 n.拨款；[法]授予物 n.(Grant)人名；(瑞典、葡、西、俄、罗、英、塞、德、意)
格兰特；(法)格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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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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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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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have 1 [hæv, 弱həv, əv, v] vt.有；让；拿；从事；允许 aux.已经 n.(Have)人名；(芬)哈韦；(德)哈弗

93 h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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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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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help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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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hemsworth 1 n. 赫姆斯沃思

97 his 3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98 Hollywood 1 ['hɔliwud] n.好莱坞

99 honor 1 ['ɔnə] n.荣誉；信用；头衔 vt.尊敬（等于honour）；给…以荣誉

100 hopefully 1 ['həupfuli] adv.有希望地，有前途地

101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102 identified 1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3 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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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05 inclusion 1 [in'klu:ʒən] n.包含；内含物

106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07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8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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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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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jimmy 1 ['dʒimi] vt.撬开 n.撬棍；铁撬

111 john 1 [dʒɔn] n.厕所

112 Johnson 1 ['dʒɔnsən] n.约翰逊（姓氏）

113 joke 1 [dʒəuk] n.玩笑，笑话；笑柄 vt.开…的玩笑 vi.开玩笑 n.(Joke)人名；(英)乔克；(塞)约凯

114 Jordan 12 ['dʒɔ:dən] n.约旦（阿拉伯北部的国家）；乔丹（男子名）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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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Kimmel 1 n.(Kimmel)人名；(瑞典)希梅尔；(英、德、俄、匈、捷)基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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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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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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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legend 1 ['ledʒənd] n.传奇；说明；图例；刻印文字 n.(Legend)人名；(西)莱亨德；(英)莱金德

122 lights 1 [laits] n.灯光（light的复数）；（供食用的）家畜的肺脏 v.点亮（light的三单形式）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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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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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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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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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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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127 mad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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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magazine 4 n.杂志；弹药库；胶卷盒

129 m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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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mark 1 n.标志；马克；符号；痕迹；分数 vi.作记号 vt..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n..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131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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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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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membership 1 n.资格；成员资格；会员身份

135 Michael 3 ['maikəl] n.迈克尔（男子名）

136 mike 1 n.扩音器，麦克风；话筒；休息,游手好闲 vi.使用扩音器；偷懒,游手好闲 vt.用扩音器传送；用窃听器窃听

137 mom 1 [mɔm] n.妈妈 n.(Mom)人名；(柬)蒙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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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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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motion 1 n.动作；移动；手势；请求；意向；议案 vi.运动；打手势 vt.运动；向…打手势

141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142 movies 1 [muːvɪz] n. 电影；电影业；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

143 m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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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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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names 1 [neɪmz] n.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

146 naturally 1 ['nætʃərəli] adv.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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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night 2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149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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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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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On 2 [ɔn, ɔ:n, ən, n] adv.向前地；作用中，行动中；继续着 prep.向，朝……；关于；在……之上；在……时候 adj.开着的；发生着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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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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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Oscar 1 ['ɔskə] n.（美）奥斯卡金像奖；钱；奥斯卡（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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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outlier 1 ['aut,laiə] n.[分化]异常值；露宿者；局外人；离开本体的部分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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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panther 2 ['pænθə] n.豹；黑豹；美洲豹 n.(Panther)人名；(英)潘瑟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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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people 5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62 performances 2 [pə'fɔː mənsɪz]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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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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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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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pleased 1 [pli:zd] adj.高兴的；喜欢的；乐意做某事 v.满意；愿意（please的过去分词形式）

167 police 1 [pə'li:s] n.警察，警方；治安 vt.监督；管辖；维持治安；为…配备警察 adj.警察的；有关警察的

168 praised 1 [preɪz] vt. 赞美；称赞 n. 赞美；称赞；崇拜 vi. 赞美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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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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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171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172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173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174 productions 1 n.生产( production的名词复数 ); 产量; 产品; 出示

175 re 2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176 reads 1 [riː d] v. 识字；阅读；朗读；理解；读到；猜测；读唇语；写着；读起来（给人以某种印象）；显示；看读数；听到；
将...改为；攻读；（计算机）读盘 n. 阅读；好读物 adj. 博学的；熟知的

177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78 recognition 1 [,rekəg'niʃən] n.识别；承认，认出；重视；赞誉；公认

179 registration 1 [,redʒi'streiʃən] n.登记；注册；挂号

180 remorse 1 [ri'mɔ:s] n.懊悔；同情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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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rider 1 ['raidə] n.骑手；附文；扶手 n.(Rider)人名；(英)赖德；(西)里德尔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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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rocky 1 ['rɔki] adj.岩石的，多岩石的；坚如岩石的；摇晃的；头晕目眩的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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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s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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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series 2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188 sexiest 4 ['seksɪɪst] adj. 最性感的

189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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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shooting 1 ['ʃu:tiŋ] n.射击；打猎；摄影；射门 v.射击（shoot的ing形式）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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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singer 1 ['siŋə] n.歌手，歌唱家 n.(Singer)人名；(英、德、瑞典、塞、罗、捷、葡、土)辛格；(法)桑热

193 sister 1 n.姐妹；（称志同道合者）姐妹；修女；护士 adj.姐妹般的；同类型的

194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195 small 1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196 soccer 1 ['sɔkə] n.英式足球，足球

197 society 1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198 socio 1 adj.社会的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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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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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speci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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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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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spy 1 [spai] vt.侦察；发现；暗中监视 vi.侦察；当间谍 n.间谍；密探

204 star 2 [stɑ:] n.星，恒星；明星；星形物 vt.用星号标于；由…主演，由…担任主角 vi.担任主角 adj.明星的，主角的；星形的 n.
(Star)人名；(瑞典)斯塔尔；(德)施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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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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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station 2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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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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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support 2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211 supports 1 [sə'pɔː ts] n.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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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take 1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213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214 television 2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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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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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the 2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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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20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21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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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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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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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throw 1 [θrəu] vt.投；抛；掷 vi.抛；投掷 n.投掷；冒险

227 time 1 [taim] n.时间；时代；次数；节拍；倍数 vt.计时；测定…的时间；安排…的速度 adj.定时的；定期的；分期的 n.(Time)人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228 to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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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30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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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universe 1 ['ju:nivə:s] n.宇宙；世界；领域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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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victim 1 ['viktim] n.受害人；牺牲品；牺牲者

235 VOA 1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236 voting 1 ['vəutiŋ] adj.投票的 n.投票；选举 v.投票（vote的ing形式）；选举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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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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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weaver 2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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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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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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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whatever 1 [hwɔt'evə, 'hwət-] adj.不管什么样的 pron.无论什么；诸如此类 conj.无论什么

245 when 1 conj.考虑到；既然；当…时；在…时；如果 adv.什么时候，何时；（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在那时；其时；当时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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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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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winners 1 温纳斯

250 wire 1 ['waiə] n.电线；金属丝；电报 vt.拍电报；给…装电线 vi.打电报 n.(Wire)人名；(英)怀尔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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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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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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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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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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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