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1-09 [Arts and Culture] Dave Chappelle to Turn Firehouse
into Comedy Space 词汇表词汇表

1 Abel 1 ['eibəl] n.亚伯（亚当和夏娃的次子）；艾贝尔（男子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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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buse 1 [ə'bju:z, ə'bju:s] n.滥用；虐待；辱骂；弊端；恶习，陋习 vt.滥用；虐待；辱骂 n.(Abuse)人名；(英)阿比斯

4 actor 1 ['æktə] n.男演员；行动者；作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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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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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lcohol 1 ['ælkəhɔl] n.酒精，乙醇

9 Alice 2 ['ælis] n.爱丽丝（女子名）

10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1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2 American 4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3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4 and 1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5 Antioch 1 ['æntiɔk] n.安提俄克（古叙利亚首都，现土尔其南部城市）

16 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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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8 arts 1 [a:ts] n.文科

19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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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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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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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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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ttendees 1 n.（会议等的）出席者( attendee的名词复数 )

23 audience 1 [ˈɔː diəns] n.观众；听众；读者；接见；正式会见；拜会

24 award 2 [ə'wɔ:d] vt.授予；判定 n.奖品；判决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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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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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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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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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iographical 1 [,baiəu'græfik,-kəl] adj.传记的，传记体的

31 bl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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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oard 1 [bɔ:d] n.董事会；木板；甲板；膳食 vt.上（飞机、车、船等）；用板盖上；给提供膳宿 vi.寄宿 n.(Board)人名；(英、西)
博德

33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34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35 breathe 1 [bri:ð] vi.呼吸；低语；松口气；（风）轻拂 vt.呼吸；使喘息；流露；低声说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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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rown 1 [braun] adj.棕色的，褐色的；太阳晒黑的 vi.变成褐色 n.褐色，棕色 vt.使变成褐色 n.(Brown)人名；(英、意、芬、捷、
德、法、西、葡)布朗

38 Bryant 2 ['braiənt] n.布赖恩特（男子名，等于B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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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business 2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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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uyer 1 ['baiə] n.买主；采购员 n.(Buyer)人名；(英)拜尔；(法)比耶；(德)布耶尔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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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arrying 1 ['kærɪɪŋ] adj. 运送的；运输的 n. 运送；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

44 Caty 1 卡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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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hapelle 1 n. 夏佩尔

47 chauvin 1 n.(Chauvin)人名；(法)肖万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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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losing 1 ['kləuziŋ] adj.收盘的；结束的；结尾的 n.结尾辞 v.关闭（close的ing形式）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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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52 color 1 ['kʌlə] n.颜色；肤色；颜料；脸色 vt.粉饰；给...涂颜色；歪曲 vi.变色；获得颜色

53 comedian 1 [kə'mi:djən] n.喜剧演员；滑稽人物

54 comedians 1 n.喜剧演员，丑角( comedian的名词复数 )

55 comedy 5 [英['kɒmɪdɪ] 美['kɑmədi]] n.喜剧；喜剧性；有趣的事情

56 commentary 1 ['kɔməntəri] n.评论；注释；评注；说明

57 compan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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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59 corporation 2 n.公司；法人（团体）；社团；市政当局

60 corrie 1 ['kɔ:ri] n.山腰的洼地；冰斗 n.(Corrie)人名；(英)科里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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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overings 1 ['kʌvərɪŋz] n. 覆盖物

63 daily 1 ['deili] adj.日常的；每日的 n.日报；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日常地；每日；天天 n.(Daily)人名；(英)戴利

64 date 1 [deit] n.日期；约会；年代；枣椰子 vi.过时；注明日期；始于（某一历史时期） vt.确定…年代；和…约会 n.(Date)人名；
(日)伊达(姓)；(英)戴特

65 dave 2 [deiv] n.戴夫（男子名）

66 David 1 ['deivid] n.大卫；戴维（男子名）

67 Dayton 1 ['deitən] n.代顿（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

68 demonstrations 1 [demənst'reɪʃnz] n. 课堂演示；示范 名词demonstration的复数形式.

69 derek 1 ['derik] n.德里克（男名）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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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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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distant 1 adj.遥远的；冷漠的；远隔的；不友好的，冷淡的

73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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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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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mploying 1 [ɪm'plɔɪ] v. 雇佣；使用

77 entertainment 1 [,entə'teinmənt] n.娱乐；消遣；款待

78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79 event 2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80 examine 1 [ig'zæmin] vt.检查；调查；检测；考试 vi.检查；调查

81 facial 1 ['feiʃəl] adj.面部的，表面的；脸的，面部用的 n.美容，美颜；脸部按摩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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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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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father 1 ['fɑ:ðə] n.父亲，爸爸；神父；祖先；前辈 vt.发明，创立；当…的父亲

84 female 1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85 filmed 1 [fɪlmd] adj. 拍成电影的 动词film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86 fire 2 ['faiə] n.火；火灾；炮火；炉火；热情；激情；磨难 vt.点燃；解雇；开除；使发光；烧制；激动；放枪 vi.着火；射击；开
枪；激动；烧火

87 firehouse 1 ['faiəhaus] n.消防站；消防队

88 firm 1 ['fə:m] adj.坚定的；牢固的；严格的；结实的 vt.使坚定；使牢固 vi.变坚实；变稳固 adv.稳固地 n.公司；商号

89 floor 1 [flɔ:] n.地板，地面；楼层；基底；议员席 vt.铺地板；打倒，击倒；（被困难）难倒

90 floyd 2 [flɔid] n.弗洛伊德（男子名）

91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2 former 1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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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95 gender 2 ['dʒendə] n.性；性别；性交 vt.生（过去式gendered，过去分词gendered，现在分词gendering，第三人称单数genders，形
容词genderless）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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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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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e现在分词going）

98 goes 1 [gəuz] vi.前进；行走（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Goes)人名；(瑞典)约斯；(法、德)格斯；(荷)胡斯

99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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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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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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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104 highly 1 ['haili] adv.高度地；非常；非常赞许地

105 his 7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06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07 homes 1 英 [həʊm] 美 [hoʊm] n. 家；家庭；收容所；栖息地；发源地 adv. 在家；回家；在国内；回国；正中目标 adj. 家用的；国
内的；总部的；（比赛）主场的 v. 提供住处；朝向

108 hometown 1 ['həum'taun] n.家乡；故乡

109 humor 2 ['hju:mə] n.幽默，诙谐；心情 vt.迎合，迁就；顺应

110 i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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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influenced 1 ['ɪnfluəns] v. 影响；感染；<美俚>在(饮料)中加烈酒 n. 影响力；影响；权势；势力；有影响的人(或事物)

112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13 int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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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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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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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jobs 1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118 June 1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119 killing 2 ['kiliŋ] adj.杀害的；迷人的；使人筋疲力尽的 n.杀戮；谋杀；猎获物 v.杀死；消磨；毁掉（kill的ing形式） n.(Killing)人
名；(德)基林

120 kneel 1 [ni:l] vi.跪下，跪

121 kneeled 1 [niː l] v. 跪

122 knees 1 [niː ] n. 膝盖；膝关节

123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24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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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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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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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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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laugh 1 [lɑ:f, læf] n.笑；引人发笑的事或人 vi.笑 vt.以笑表示；使…笑得

128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29 liberal 1 ['libərəl] adj.自由主义的；慷慨的；不拘泥的；宽大的 n.自由主义者 n.(Liberal)人名；(葡)利贝拉尔

130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31 lisa 1 [li:zə] n.丽莎（女子名）

132 l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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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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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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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male 1 [meil] adj.男性的；雄性的；有力的 n.男人；雄性动物 n.(Male)人名；(柬)马尔；(意、西、塞)马莱；(英)梅尔

136 m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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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ma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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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39 Miami 1 n.迈阿密（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

140 Minneapolis 1 [,mini'æpəlis] n.明尼阿波里斯市（美国一座城市）

141 Minnesota 1 [,mini'səutə] n.明尼苏达州（美国中北部洲）

142 minorities 1 英 [maɪ'nɒrəti] 美 [maɪ'nɔː rəti] n. 少数；少数民族；未成年

143 minority 2 n.少数民族；少数派；未成年

144 minutes 1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145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46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47 music 1 ['mju:zik] n.音乐，乐曲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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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英)内姆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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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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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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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neck 1 [nek] n.脖子；衣领；海峡 vi.搂著脖子亲吻；变狭窄 vt.使变细；与…搂著脖子亲吻 n.(Neck)人名；(德、意、英)内克

153 netflix 1 ['netfliː ks] n. 出租DVD；在线观看电影的网站。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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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56 nine 1 [nain] n.九，九个 num.九；九个 adj.九的，九个的 n.(Nine)人名；(塞)尼内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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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of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59 officer 1 ['ɔfisə, 'ɔ:-] n.军官，警官；公务员，政府官员；船长 vt.指挥 n.(Officer)人名；(英)奥菲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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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Ohio 3 [əu'haiəu] n.俄亥俄州（美国一个州）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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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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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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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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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outdoor 1 ['əutdɔ:] adj.户外的；露天的；野外的（等于out-of-door）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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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69 owner 1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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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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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perform 1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173 performance 1 n.性能；绩效；表演；执行；表现

174 performer 1 n.演出者；执行者；演奏者

175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176 poli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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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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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private 2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180 prize 1 [praiz] n.奖品；奖赏；战利品 vt.珍视；捕获；估价 adj.获奖的

181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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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property 1 ['prɔpəti] n.性质，性能；财产；所有权

184 provides 1 [prə'vaɪd] v. 供给；提供；准备；规定；抚养

185 race 1 n.属，种；种族，人种；家庭，门第；赛事，赛跑 vt.使参加比赛；和…竞赛；使急走，使全速行进 vi.比速度，参加竞
赛；全速行进 n.(Race)人名；(英)雷斯；(塞)拉采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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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refers 1 英 [rɪ'fɜ (ːr)] 美 [rɪ'fɜ rː] vt. 把 ... 提交；把 ... 归因；归类 vi. 参考；谈及；咨询

188 released 1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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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respected 1 [ri'spektid] adj.受尊敬的 v.尊敬；重视（re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1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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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sale 2 [seil] n.销售；出售；拍卖；销售额；廉价出售 n.(Sale)人名；(意、塞、瑞典)萨莱；(英、萨摩)塞尔；(法)萨尔

193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194 seat 1 [si:t] n.座位；所在地；职位 vt.使…坐下；可容纳…的；使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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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servi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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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s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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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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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妥玛)

199 sho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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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shows 2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201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02 situated 1 ['sitjueitid, -tʃu-] adj.位于…的；处于…境遇的 v.使位于；使处于（situate的过去分词）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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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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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socially 1 ['səuʃəli] adv.在社会上；在社交方面；善于交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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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sold 1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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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space 2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210 Springs 5 [spriŋz] n.斯普林斯（南非东部城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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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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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station 3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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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straight 1 adj.直的；连续的；笔直的；正直的；整齐的；异性恋的 adv.直接地；不断地；立即；坦率地 n.直；直线；直男，直
女，异性恋者 n.(Straight)人名；(英)斯特雷特

215 streaming 1 ['stri:miŋ] n.流；（英）按能力分组 v.流动（stream的ing形式）

216 studied 1 ['stʌdid] adj.有计划的；故意的 v.学习（study的过去式）

217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18 supporting 1 [sə'pɔ:tiŋ] adj.支持的；辅助性的；次要的 n.支持；支承面 v.支持；供养（suppor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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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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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the 2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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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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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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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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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ties 1 [taɪz] tie的复数形式

227 to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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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town 3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229 township 1 ['taunʃip] n.镇区；小镇

230 tu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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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twain 2 [twein] n.两；二；一对 adj.一对的 n.(Twain)人名；(英)特温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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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34 van 2 [væn] n.先锋；厢式货车；增值网 vt.用车搬运 n.(Van)人名；(老、泰、柬、缅)万

235 vide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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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village 1 ['vilidʒ] n.村庄；村民；（动物的）群落

237 voices 1 n. 声音 名词voice的复数形式. abbr. 音控识别计算机输入系统(=Voice Operated Identification Computer Entry System)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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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40 w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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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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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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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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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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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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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who 3 pron.谁；什么人

248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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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iam 1 ['wiljəm] n.威廉（男子名）；钞票，纸币

250 winning 1 ['winiŋ] adj.胜利的；获胜的 n.胜利；获得；成功 v.获胜（win的ing形式） n.(Winning)人名；(英、瑞典、法)温宁

251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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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e 1 [wɔ:] v.穿（衣服等）；戴（首饰等）；装着（wear的过去式）

254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55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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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xenia 1 ['zi:niə, -njə] n.[植]种子直感，[植]异粉性

257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58 yellow 5 adj.黄色的；黄皮肤的 adj.胆小的 n.黄色；黄种人；黄色颜料 vi.变黄或发黄 vt.使变黄或发黄

259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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