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21 [Arts and Culture] President-elect Biden Shines a
Spotlight on Delaware Beach Town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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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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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biden 18 n. 拜登(姓氏)

5 an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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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7 beach 13 [bi:tʃ] n.海滩；湖滨 vt.将…拖上岸 vi.搁浅；定居 n.(Beach)人名；(英)比奇

8 Rehoboth 13 n. 雷霍博特(在纳米比亚；东经 15º10' 南纬 17º54')

9 th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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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 a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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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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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4 hom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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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sai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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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fter 6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7 area 6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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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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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town 6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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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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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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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lik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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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president 5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6 s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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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trump 5 [trʌmp] n.王牌；法宝；喇叭 vt.胜过；打出王牌赢 vi.出王牌；吹喇叭 n.(Trump)人名；(英)特朗普

28 u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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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0 weekend 5 [,wi:k'end, 'wi:kend] n.周末，周末休假；周末聚会 adj.周末的，周末用的 vi.度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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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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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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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Delaware 4 ['deləwɛə] n.特拉华州（位于美国东部）

36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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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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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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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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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42 se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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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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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idens 3 鬼针草属

45 books 3 ['bʊks] n. 帐目；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

46 bookstore 3 ['bukstɔ:] n.书店（等于bookshop）

47 bu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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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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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d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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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do 3 n.要求；规定；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做；干；学习；研究；进行；完成；解答；整理；算出；引起；行过 aux.助动词
（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代替动词）；（用于加强语气） vi.行，足够；生长 n.（英）多（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
称） n.（口语）事件；（主英国口语）诈骗；（主英国、新西兰口语）宴会；（口语）必须做到的事情

51 doel 3 n. 德尔

52 fir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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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get 3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54 hou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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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if 3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56 Jill 3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57 Joe 3 [dʒəu] n.乔（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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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out 3 [aut] adv.出现；在外；出局；出声地；不流行地 adj.外面的；出局的；下台的 n.出局 prep.向；离去 vi.出来；暴露 vt.使熄
灭；驱逐

60 service 3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61 shopping 3 ['ʃɔpiŋ] n.购物，买东西 v.购物（shop的ing形式）

62 summ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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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64 things 3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65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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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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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68 agents 2 n.媒介；[法][贸易]代理人；药剂（agent的复数）

69 another 2 [ə'nʌðə] adj.又一，另一；另外的；不同的 pron.另一个；又一个 prep.另一个；另一个人

70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71 arrived 2 [a'raɪvd] adj.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2 Ashley 2 n.艾希莉（人名）

73 away 2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74 back 2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后
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75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76 bit 2 n.[计]比特（二进位制信息单位）；少量；马嚼子；辅币；老一套；一点，一块 vt.控制 adj.很小的；微不足道的 adv.有点
儿；相当 vt.咬（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7 boardwalk 2 ['bɔ:dwɔ:k] n.木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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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bought 2 [bɔ:t] v.买（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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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caggiano 2 n. 卡贾诺

81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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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candle 2 ['kændl] n.蜡烛；烛光；烛形物 vt.对着光检查

83 couple 2 ['kʌpl] n.对；夫妇；数个 vi.结合；成婚 vt.结合；连接；连合 n.(Couple)人名；(法)库普勒

84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85 elect 2 [i'lekt] adj.选出的；当选的；卓越的 n.被选的人；特殊阶层；上帝的选民 vt.选举；选择；推选 vi.作出选择；进行选举

86 employee 2 [,emplɔi'i:, em'plɔii:] n.雇员；从业员工

87 etc 2 adv.等等，及其他

88 everybody 2 ['evri,bədi] pron.每个人；人人

89 full 2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90 goods 2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91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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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happen 2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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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hours 2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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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Jones 2 [dʒəunz] n.琼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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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left 2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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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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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l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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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mill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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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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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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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nearby 2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106 nex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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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ocean 2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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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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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11 pandemic 2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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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popular 2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114 presidency 2 ['prezidənsi] n.总统（或董事长、会长、大学校长等）的职位（任期）；管辖；支配

115 regularly 2 ['regjələli] adv.定期地；有规律地；整齐地；匀称地

116 sa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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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secret 2 ['si:krit] n.秘密；秘诀；机密 adj.秘密的；机密的 n.(Secret)人名；(法)塞克雷

118 sold 2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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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sonntag 2 n. 桑塔格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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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st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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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store 2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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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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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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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Thompson 2 ['tɔmpsn] n.汤普森（姓）

128 throughout 2 [θru:'aut] adv.自始至终，到处；全部 prep.贯穿，遍及

129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30 vice 2 [vais] n.恶习；缺点；[机]老虎钳；卖淫 prep.代替 vt.钳住 adj.副的；代替的 n.(Vice)人名；(塞)维采

131 Washington 2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132 went 2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133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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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136 who 2 pron.谁；什么人

137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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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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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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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adv 1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143 affects 1 [ə'fekt] vt. 影响；感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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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46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47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48 anyway 1 ['eniwei]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总之

149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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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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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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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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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Bethany 1 ['beθəni:] n.伯大尼（是约旦河西一个小小的村庄，在希腊原文中意思为“枣”或“无花果之家”，喻指困苦之家）；宝芬
妮（女子名）

155 bicycle 1 ['baisikl] n.自行车 vi.骑脚踏车 vt.骑自行车运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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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bike 1 [baik] n.自行车；脚踏车 vi.骑自行车（或摩托车） n.(Bike)人名；(土、土库、塞)比克

158 bikes 1 [baɪk] n. 自行车；脚踏车；摩托车 vi. 骑自行车

159 blocks 1 ['blɒks] n. 街区 名词block的复数形式.

160 book 1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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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burned 1 [bə:nd] adj.焦头烂额 v.[外科]烧伤（burn的过去式）

163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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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calendars 1 英 ['kælɪndə(r)] 美 ['kælɪndər] n. 日历；历法；日程表；一览表 vt. 把 ... 列入日程表

166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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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cape 1 [keip] n.[地理]海角，岬；披肩 n.(Cape)人名；(塞)察佩；(英)凯普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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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careers 1 英 [kə'rɪə(r)] 美 [kə'rɪr] n. 生涯；职业；事业 vi. 猛冲；飞跑

170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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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Christmas 1 n.圣诞节；圣诞节期间

173 clothes 1 [kləuðz] n.衣服

174 clothing 1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175 coffee 1 ['kɔfi] n.咖啡；咖啡豆；咖啡色 n.(Coffee)人名；(英)科菲

176 coloring 1 ['kʌləriŋ] v.着色（color的ing形式）；出现颜色 n.着色；着色剂；配色；天然色；外貌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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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convention 1 [kən'venʃən] n.大会；[法]惯例；[计]约定；[法]协定；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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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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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covered 1 ['kʌvəd] adj.覆盖了的；隐蔽着的；有屋顶的 v.覆盖；包括；掩护（cover的过去分词）

182 cups 1 [kʌps] n. 杯子；奖杯 名词cup的复数形式.

183 dates 1 [deɪt] n. 日期；年代；会晤时间；约会；约会对象；枣椰树；枣子 v. 给 ... 标明日期；确定年代；过时；显老；和 ... 约
会；追溯到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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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deal 1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
西)迪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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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democratic 1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188 denzel 1 登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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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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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192 draw 1 [drɔ:] vt.画；拉；吸引 vi.拉；拖 n.平局；抽签 n.(Draw)人名；(英)德劳

193 dreamed 1 [dri:md] 梦想，幻想（dream的过去分词）

194 drinks 1 [drɪŋks] n. 饮料 名词drink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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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lection 1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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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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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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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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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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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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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citing 1 [ik'saitiŋ] adj.令人兴奋的；使人激动的 v.激动；刺激（excite的ing形式）；唤起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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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fami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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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fan 1 [fæn] vt.煽动；刺激；吹拂 vi.成扇形散开；飘动 n.迷；风扇；爱好者 n.(Fan)人名；(法、俄)法恩；(柬)方

207 favorite 1 ['feivərit] n.幸运儿；喜欢的事物；特别喜欢的人 adj.最喜爱的；中意的；宠爱的 n.(Favorite)人名；(英)费沃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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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festival 1 ['festəvəl] n.节日；庆祝，纪念活动；欢乐 adj.节日的，喜庆的；快乐的

210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211 filming 1 ['filmiŋ] n.拍摄；摄影；薄膜形成 v.拍摄（film的ing形式）；以薄膜覆盖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12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213 foot 1 [fut] n.脚；英尺；步调；末尾 vi.步行；跳舞；总计 vt.支付；给……换底 n.(Foot)人名；(英)富特

214 footwear 1 ['futwεə] n.鞋类

215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216 gathered 1 ['gæðəɒ] adj. 聚集的；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17 gatorade 1 [,geitə'reid] n.佳得乐（一种运动饮料）

218 gere 1 n. 盖尔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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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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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go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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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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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grows 1 英 [ɡrəʊ] 美 [ɡroʊ] v. 增加；生长；变成；种植；逐渐开始

224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225 hand 1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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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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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hats 1 [hæt] n. 帽子 vt. 给 ... 戴帽子 vi. 提供帽子；制造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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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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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232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233 holed 1 英 [həʊld] 美 [hoʊld] adj. 打孔的；穿洞的 动词ho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34 hoped 1 英 [həʊpt] 美 [hoʊpt] adj. 希望的；盼望的 动词ho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5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6 independence 1 [,indi'pendəns] n.独立性，自立性；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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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itself 1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239 jessie 1 ['dʒesi] n.杰西（女子名）

240 jewelry 1 ['dʒu:əlri] n.珠宝；珠宝类

241 journalists 1 ['dʒɜːnəlɪsts] n. 记者；新闻工作者(复数)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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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244 lake 1 [leik] n.湖；深红色颜料；胭脂红 vt.（使）血球溶解 vi.（使）血球溶解 n.(Lake)人名；(德、塞、瑞典)拉克；(英)莱克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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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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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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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lit 1 [lit] adj.照亮的，点着的（ligh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n.(Lit)人名；(瑞典)利特；(老)李

249 locally 1 ['ləukəli] adv.局部地；在本地

250 longtime 1 ['lɔŋtaim, 'lɔ:ŋ-] adj.长时间的；为时甚久的 adv.长久地

251 loo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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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loving 1 ['lʌviŋ] adj.亲爱的；钟情的；忠诚的 n.(Loving)人名；(英、瑞典)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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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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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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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57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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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260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261 nature 1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262 newspaper 1 ['nju:s,peipə, 'nju:z-] n.报纸 报社 旧报纸

263 nick 1 [nik] vt.刻痕于；挑毛病；用刻痕记 n.刻痕；缺口 vi.刻痕；狙击

264 Nicola 1 n. 妮古拉(女子名)

265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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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nurse 1 [nə:s] vt.看护，护理；照顾；培养；给…喂奶 vi.照料，护理；喂奶；当保姆 n.护士；奶妈，保姆 n.(Nurse)人名；(英)纳
斯

268 occurrence 1 [ə'kə:rəns, -'kʌ-] n.发生；出现；事件；发现

269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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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oh 1 [əu] int.哦；哎呀（表示惊讶或恐惧等）

272 only 1 ['əunli] adv.只，仅仅；不料 adj.唯一的，仅有的；最合适的 conj.但是；不过；可是

273 orange 1 ['ɔrindʒ, 'ɔ:-] adj.橙色的；橘色的 n.橙；橙色；桔子 n.(Orange)人名；(英)奥林奇；(法)奥朗热

274 order 1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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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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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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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owner 1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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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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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282 pedals 1 ['pedlz] n. 踏板；脚蹬 名词pedal的复数形式.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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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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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pizza 1 n.比萨饼（一种涂有乳酪和番茄酱的意大利式有馅烘饼） n.(Pizza)人名；(意)皮扎

286 pizzas 1 n.意大利薄饼，比萨饼( pizza的名词复数 )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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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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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290 presidential 1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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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projected 1 [prə'dʒektɪd] adj. 规划中的；突出的；投影的 动词proj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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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pushing 1 ['puʃiŋ] adj.奋斗的；莽撞的；有精力的；富有进取心的 n.推挤；推人犯规（篮球术语） v.推；促进；逼迫（push的ing
形式）

295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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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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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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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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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resident 1 adj.居住的；定居的 n.居民；住院医生

301 residents 1 ['rezɪdənts] 居民

302 restricted 1 [ri'striktid] adj.受限制的；保密的 v.限制（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3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304 Richard 1 ['ritʃəd] n.理查德（男子名）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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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rides 1 [raɪd] v. 骑；乘 n. 交通工具；骑；乘车；搭便车

307 rita 1 ['ri:tə] n.丽塔（女子名）

308 rocks 1 n.[岩]岩石，岩礁；岩石礁石（rock复数形式） v.轻轻摇摆；发抖；演唱摇滚乐（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Rocks)
人名；(英、德)罗克斯

309 rode 1 [rəud] v.骑（ride的过去式） n.(Rode)人名；(英、法、德、俄、塞、瑞典)罗德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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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rural 1 ['ruərəl] adj.农村的，乡下的；田园的，有乡村风味的

312 saltwater 1 ['sɔ:lt'wɔ:tə, -wɔ-] adj.盐水的；海产的

313 sand 1 [sænd] n.沙；沙地；沙洲；沙滩；沙子 vt.撒沙于；以沙掩盖；用砂纸等擦平或磨光某物；使撒沙似地布满；给…掺沙子
vi.被沙堵塞 n.(Sand)人名；(英、德、意、芬、罗、捷、挪)桑德；(瑞典)桑德；(法)桑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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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316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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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seller 1 ['selə] n.卖方，售货员 n.(Seller)人名；(匈)谢勒；(西)塞列尔

319 senate 1 ['senit] n.参议院，上院；（古罗马的）元老院

320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321 shape 1 [ʃeip] n.形状；模型；身材；具体化 vt.形成；塑造，使成形；使符合 vi.形成；成形；成长 n.(Shape)人名；(瑞典)沙佩

322 shines 1 [ʃaɪn] v. 照耀；出色；发光；投光于；使发光 n. 光泽；光辉；阳光；擦皮鞋（美）；喜欢；鬼把戏（复）

323 shirt 1 [ʃə:t] n.衬衫；汗衫，内衣

324 shirts 1 ['ʃɜ tːs] 衬衫

325 signed 1 [saind] adj.有符号的；已签字的；有正负之分的 v.署名；写下；预示；示意（sign的过去分词）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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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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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smells 1 [smel] n. 气味；嗅觉；嗅 v. 嗅；闻；散发气味；有臭味；察觉

329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330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331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332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333 spot 1 [spɔt] n.地点；斑点 vt.认出；弄脏；用灯光照射 vi.沾上污渍；满是斑点 adj.现场的；现货买卖的 adv.准确地；恰好

334 spotlight 1 n.聚光灯；反光灯；公众注意的中心 vt.聚光照明；使公众注意 n.（Spotlight）聚焦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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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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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stars 1 [stɑ:z] n. 星星，明星（star的复数形式）

338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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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stick 1 vt.刺，戳；伸出；粘贴 vi.坚持；伸出；粘住 n.棍；手杖；呆头呆脑的人 n.(Stick)人名；(芬)斯蒂克

341 string 1 n.线，弦，细绳；一串，一行

342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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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344 surrounded 1 [sə'raʊndɪd] adj. 被 ... 环绕着的 动词surrou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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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Sydney 1 ['sidni] n.悉尼（澳大利亚港市）

347 taffy 1 ['tæfi] n.太妃糖；威尔士人

348 takeout 1 ['teikaut] n.外卖；（桥牌中）示意搭档改叫的叫牌 adj.外卖的，供顾客带出外吃的

349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350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351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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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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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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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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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56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357 towns 1 n. 汤斯

358 treatment 1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359 treats 1 [triː t] v. 对待；视为；探讨；治疗；处理；请客 n. 款待；宴飨

360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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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vacation 1 [və'keiʃən] n.假期；（房屋）搬出 vi.休假，度假

363 vehic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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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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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vis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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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visiting 1 ['vizitiŋ] n.拜访，访问；参观 adj.参观的；游览的 v.参观（visit的现在分词）；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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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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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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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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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waves 1 [weivz] n.[物][军]波（wave的复数形式） v.波动；起伏（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挥动

372 wax 1 [wæks] n.蜡；蜡状物 vt.给…上蜡 vi.月亮渐满；增大 adj.蜡制的；似蜡的 n.(Wax)人名；(德、罗、匈、英)瓦克斯

373 week 1 [wi:k] n.周，星期

374 welcome 1 ['welkəm] adj.受欢迎的 n.欢迎 vt.欢迎 int.欢迎 n.(Welcome)人名；(英)韦尔科姆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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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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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wheeled 1 [hwi:ld] adj.轮式的；有轮的 v.滚动；装轮子（wheel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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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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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whole 1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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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wife 1 [wai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383 Wilmington 1 ['wilmiŋtən] n.威明顿市（美国城市）

384 winner 1 ['winə] n.胜利者 n.(Winner)人名；(英、德、瑞典)温纳

385 witch 1 [witʃ] n.巫婆，女巫 vt.迷惑；施巫术

386 wooden 1 ['wudən] adj.木制的；僵硬的，呆板的

387 word 1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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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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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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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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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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