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21 [Arts and Culture] Fans Celebrate Dolly Parton with
Viral Video 词频表
vaccine 16 ['væksi:n] n.疫苗；牛痘苗 adj.疫苗的；牛痘的
2 of 1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the 1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4 to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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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通话·威妥玛)

Jolene 10 n. 约琳
6 parton 8 ['pɑ:tɔn] n.部分子
7 and 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8 cordell 6 n. 科德尔
9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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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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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i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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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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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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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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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ju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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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4 [pli:z] vt.使喜欢；使高兴，使满意 vi.讨人喜欢；令人高兴 int.请（礼貌用语）
17 s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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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威妥玛)

so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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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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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video 4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21 dolly 3 ['dɔli] n.洋娃娃；手推车；移动式摄影车；洗衣搅棒 vt.用移动车移动 vi.移动摄影车
22 h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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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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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5 begging 2 v.乞讨，乞求；行乞（beg的现在分词形式） n.乞讨
26 Boston 2 ['bɔstən] n.波士顿（美国城市）
27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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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的）食品罐头

Caty 2 卡蒂
29 coronavirus 2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30 covid 2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31 don 2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32 efforts 2 ['efəts] 努力
33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34 happy 2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35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36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37 love 2 [lʌv] n.恋爱；亲爱的；酷爱；喜爱的事物 vt.喜欢；热爱；爱慕 vi.爱 n.(Love)人名；(英)洛夫
38 m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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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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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2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40 music 2 ['mju:zik] n.音乐，乐曲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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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posted 2 英 ['pəʊstɪd] 美 ['poʊstɪd] adj. 有职位的；消息灵通的；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3 research 2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44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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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伯)赛义德

sings 2 [sɪŋ] v. 唱；鸣叫；歌颂；称赞；<俚>告密 n. 合唱会 abbr. 单数的（=singular）
46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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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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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t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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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的）售得金额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0 thrilled 2 [θrild] adj.非常兴奋的；极为激动的 v.激动（thrill的过去式）；[医]震颤
51 version 2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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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54 weaver 2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55 woman 2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56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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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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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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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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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1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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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64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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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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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arm 1 n.手臂；武器；袖子；装备；部门 vi.武装起来 vt.武装；备战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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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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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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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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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72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73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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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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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called 1 [kɔː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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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77 celebrate 1 vt.庆祝；举行；赞美；祝贺；宣告 vi.庆祝；过节；举行宗教仪式
78 celebrated 1 ['selibreitid] adj.著名的；有名望的 v.庆祝（celeb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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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enter)人名；(英)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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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contribute 1 vt.贡献，出力；投稿；捐献 vi.贡献，出力；投稿；捐献 [过去式contributed过去分词contributed现在分词contributing]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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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ed 1 [kən'trɪbjuːt] vt. 捐助；投稿 vi. 投稿；贡献；是原因之一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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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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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desirable 1 [di'zaiərəbl] adj.令人满意的；值得要的 n.合意的人或事物
86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87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88 donation 1 [dəu'neiʃən] n.捐款，捐赠物；捐赠
89 drug 1 [drʌg] n.药；毒品；麻醉药；滞销货 vt.使服麻醉药；使服毒品；掺麻醉药于 vi.吸毒 n.(Drug)人名；(罗)德鲁格
90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91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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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njoy 1 [in'dʒɔi] vt.欣赏，享受；喜爱；使过得快活
94 examining 1 adj.审查的；考试的 v.检查；审讯；进行考试（examine的ing形式）
95 excited 1 [ik'saitid] adj.兴奋的；激动的；活跃的 v.激动；唤起（excite的过去分词）
96 experimental 1 [ek,speri'mentəl, ek's-] adj.实验的；根据实验的；试验性的
97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84

佩

expresses 1 [ɪk'spres] n. 快车；快递；专使 adj. 明确的；急速的；直接的 adv. 用快递 vt. 表达；表示；挤压出；快递
99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100 fans 1 [fæns] n. 狂热者；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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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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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gently 1 ['dʒentli] adv.轻轻地；温柔地，温和地
104 gift 1 [gift] n.礼物；天赋；赠品 vt.赋予；向…赠送 n.(Gift)人名；(英)吉夫特
105 globe 1 [gləub] n.地球；地球仪；球体 vt.使…成球形 vi.成球状
106 g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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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gone现在分词going）

grabbed 1 [græbd] adj. 抓住的；攫取的 动词grab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8 gretchen 1 ['gretʃən] n.格雷琴（女子名，等于Margaret）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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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guitar 1 [gi'tɑ:] n.吉他，六弦琴 vi.弹吉他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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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13 harm 1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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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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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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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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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himself 1 [him'self] pron.他自己；他亲自，他本人
119 hit 1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120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121 humorous 1 ['hju:mərəs] adj.诙谐的，幽默的；滑稽的，可笑的
122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23 intense 1 [in'tens] adj.强烈的；紧张的；非常的；热情的
124 invited 1 [ɪn'vaɪtɪd] adj. 邀请的；引起的；招致的 动词inv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5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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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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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1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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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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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30 listening 1 ['lisəniŋ] adj.收听的；助听的 n.倾听 v.听（listen的ing形式）
131 longing 1 ['lɔŋiŋ, 'lɔ:ŋ-] n.渴望，热望；憧憬 adj.渴望的，极想得到的 v.渴望（long的ing形式）
132 lose 1 [lu:z] vt.浪费；使沉溺于；使迷路；遗失；错过 vi.失败；受损失 n.(Lose)人名；(英)洛斯；(德)洛泽
133 lover 1 n.爱人，恋人；爱好者 n.(Lover)人名；(英)洛弗 n.小三；第三者
134 lyrics 1 ['lɪrɪks] n. 抒情诗；歌词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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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37 Massachusetts 1 [,mæsə'tʃu:sits] n.马萨诸塞州（美国）
138 McCulloch 1 n. 麦卡洛克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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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memories 1 ['memərɪz] n. 记忆 名词memory的复数形式.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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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minute 1 [ˈmɪnɪt] n.分，分钟；片刻，一会儿；备忘录，笔记；会议记录 vt.将…记录下来 adj.微小的，详细的[maɪˈnjuːt;US129

ˈnuːt;maɪˋnut]

moderna 1 莫德尔纳
144 musical 1 ['mju:zikəl] adj.音乐的；悦耳的 n.音乐片
145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143

(姓)；(英)内姆

Nashville 1 ['næʃvil] n.那什维尔（美国田纳西州首府）
147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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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50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1 object 1 ['ɔbdʒikt, -dʒekt, əb'dʒekt] n.目标；物体；客体；宾语 vt.提出…作为反对的理由 vi.反对；拒绝
152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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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54 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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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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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特；(泰)巴；(法)帕尔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57 performance 1 n.性能；绩效；表演；执行；表现
158 performing 1 [pə'fɔ:miŋ] adj.表演的；履行的 v.表演（perform的ing形式）；履行
159 post 1 [pəust] n.岗位；邮件；标杆 vt.张贴；公布；邮递；布置 vi.快速行进 n.(Post)人名；(英、西、捷、瑞典、荷)波斯特
160 posting 1 n.记录；[会计]过账；委派 vt.公布；邮递；布置（post的ing形式）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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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西、瑞典)普雷斯

pressure 1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163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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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received 1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166 record 1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162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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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researchers 1 ['rɪsɜːt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169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170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167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Ryan 1 瑞恩；瑞安（人名）
172 saf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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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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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seeing 1 ['si:iŋ] n.看见；视觉；观看；视力 conj.因为；由于；鉴于 adj.看见的；有视觉的 v.看见（see的ing形式）
176 sense 1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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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肖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179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180 sing 1 vi.唱歌；歌颂；鸣叫；呼号 vt.唱；用诗赞颂；唱着使 n.演唱；鸣声；呼啸声 n.(Sing)人名；(老、德、泰)辛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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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st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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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Star)人名；(瑞典)斯塔尔；(德)施塔尔

successful 1 [sək'sesful] 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184 TENS 1 十位
185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186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187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88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189 twitter 1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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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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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Vanderbilt 1 ['vændəbilt] n.范德比尔特（姓氏）
194 view 1 [vju:] n.观察；视野；意见；风景 vt.观察；考虑；查看
195 views 1 [v'juːz] n. 见解 名词view的复数形式.
196 viral 1 [ˈvaɪrəl] adj.病毒性的
197 VOA 1 英 [ˌviː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198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99 watched 1 英 [wɒtʃ] 美 [wɑːtʃ] v. 注视；看守；观看 n. 手表；监视；看守；值班
200 week 1 [wi:k] n.周，星期
201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202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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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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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206 worried 1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207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208 written 1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209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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