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1-09 [As It Is] Biewer Terrier Becomes Newest Kind of Dog
词汇表词汇表

1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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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tivists 1 ['æktɪvɪsts] 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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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ds 1 abbr.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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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drianne 1 n. 阿德里安娜

8 agility 1 [ə'dʒiləti] n.敏捷；灵活；机敏

9 akc 4 abbr. =American Kennel Club 美国养狗协会；American Kennel Club 美国养狗人俱乐部

10 alone 1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11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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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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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5 and 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6 animal 4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7 animals 1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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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rgue 1 ['ɑgju:] vi.争论，辩论；提出理由 vt.辩论，争论；证明；说服 n.(Argue)人名；(英、法)阿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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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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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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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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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ecomes 1 [bɪ'kʌm] v. 变成；成为；变得；适合（某人）；使（人）显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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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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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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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iewer 5 比韦尔

30 breed 6 [bri:d] vi.繁殖；饲养；产生 vt.繁殖；饲养；养育，教育；引起 n.[生物]品种；种类，类型 n.(Breed)人名；(英)布里德

31 breeder 1 ['bri:də] n.饲养员；繁殖者；起因；增殖反应堆

32 breeding 4 ['bri:diŋ] n.繁殖；饲养；教养；再生 v.生产；培育；使…繁殖（breed的ing形式） n.(Breeding)人名；(英)布里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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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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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食品罐头

36 cat 1 n.猫，猫科动物

37 Caty 1 卡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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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haracteristics 1 [ˌkærɪktə'rɪstɪk] n. 特性；特征；特点 名词characteristic的复数形式.

40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41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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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lub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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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44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45 companionship 2 [kəm'pænjənʃip] n.友谊；陪伴；交谊

46 compete 1 [kəm'pi:t] vi.竞争；比赛；对抗

47 competitions 2 竞赛

48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49 cruel 1 [英 ['kru:əl] 美 [ˈkruəl]] adj.残酷的，残忍的；使人痛苦的，让人受难的；无情的，严酷的

50 dering 3 n. 迪林

51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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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53 dog 9 [dɔg, dɔ:g] n.狗；丑女人；卑鄙的人；(俚)朋友 vt.跟踪；尾随

54 dogs 6 n.狗（dog的复数）；瘦狗类 v.紧紧跟踪；追猎；紧随（dog的第三人称单数） n.(Dogs)人名；(德)多格斯

55 domesticated 1 英 [dəʊ'mestɪkeɪtɪd] 美 [də'mestə̩ keɪtɪd] adj. 喜欢家庭生活的；驯服的；驯养的 动词domestic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
式.

56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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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asily 2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59 easygoing 1 ['i:zi,gəuiŋ] adj.悠闲的；逍遥自在的；脾气随和的；不严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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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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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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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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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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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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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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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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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flowing 1 ['fləuiŋ] adj.流动的；平滑的；上涨的 v.流动；起源；上涨（flow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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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72 German 1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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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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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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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hair 1 [hεə] n.头发；毛发；些微 vt.除去…的毛发 vi.生长毛发；形成毛状纤维 adj.毛发的；护理毛发的；用毛发制成的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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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79 hi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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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81 importing 1 英 ['ɪmpɔː t] 美 ['ɪmpɔː rt] n. 进口；意义；进口商品 v. 进口；输入

82 i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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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increase 2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84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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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6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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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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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jennifer 1 ['dʒenifə] n.詹尼弗（女子名）

89 jr 2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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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kennel 2 n.狗屋；养狗场；[建]阴沟；一群狗 vt.把…关进狗舍；宿于狗舍 vi.待在狗舍里 n.(Kennel)人名；(德)肯内尔

92 kilograms 1 ['kɪləgræm] 千克； 公斤

93 ki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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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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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least 2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97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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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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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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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ks 1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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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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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05 mario 2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06 market 1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107 markings 1 纹理

108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09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10 mixed 1 [mikst] adj.混合的；形形色色的；弄糊涂的 v.混合；弄混（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1 Morgantown 1 摩根敦（美国城市）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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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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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need 2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15 nervous 1 ['nə:vəs] adj.神经的；紧张不安的；强健有力的

116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17 newest 1 [nu ɪːst] adj. 最新的 形容词new的最高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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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notes 1 英 [nəʊt] 美 [noʊt] n. 笔记；便条；纸币；音符；票据；注解；音调 vt. 注意；记录；注解

120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21 obedience 1 [ə'biː diəns] n.顺从；服从；遵守 n.(Obedience)人名；(英)奥贝丁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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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oldest 1 ['əuldist] adj.最老的（old的最高级）；最旧的

124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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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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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28 owners 1 ['əʊnəz] 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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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130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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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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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Peltz 1 佩尔茨

133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34 permits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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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pet 1 [pet] n.宠物；生气；受宠爱的人 vt.宠爱 vi.生气；爱抚 adj.宠爱的 n.(Pet)人名；(俄)佩特；(柬)贝

137 pets 1 abbr.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系统（=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 n. 宠物（pe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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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predictable 1 [pri'diktəbl] adj.可预言的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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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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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purebred 2 ['pjuəbred] adj.（动物）纯种的 n.纯种的动物

144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145 rare 1 adj.稀有的；稀薄的；半熟的 adj.杰出的；极度的；非常好的 adv.非常；极其 vi.用后腿站起；渴望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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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recognition 2 [,rekəg'niʃən] n.识别；承认，认出；重视；赞誉；公认

148 registry 1 ['redʒistri] n.注册；登记处；挂号处；船舶的国籍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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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responsible 1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151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152 ritter 2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153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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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s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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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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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shelters 1 英 ['ʃeltə(r)] 美 ['ʃeltər] n. 避难所；庇护；庇护所 v. 保护；隐匿；庇护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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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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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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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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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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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somewhat 1 ['sʌmhwɔt, -hwət] n.几分；某物 adv.有点；多少；几分；稍微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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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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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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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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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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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strung 2 [strʌŋ] v.捆扎，系上（strin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收紧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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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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supporters 1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172 supports 1 [sə'pɔː ts] n. 支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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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terrier 4 ['teriə] n.一种活泼的小狗；地籍册；国防自卫队 n.(Terrier)人名；(法)泰里耶

175 terriers 1 n. 梗类犬（一种小狗，terrier的复数）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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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the 2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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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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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81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182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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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t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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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185 toy 1 [tɔi] n.玩具；小装饰品；不值钱的东西 vi.玩弄；调情；随随便便地对待 adj.作为玩具的；玩物似的 n.(Toy)人名；(英、土)
托伊；(法)图瓦

186 toylike 1 ['tɔɪlaɪk] adj. 玩具的

187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188 typical 1 ['tipikəl] adj.典型的；特有的；象征性的

189 unless 1 [ən'les] conj.除非，如果不 prep.除…之外

190 upset 1 vt.使心烦；颠覆；扰乱 vi.翻倒 adj.心烦的；混乱的；弄翻的 n.混乱；翻倒；颠覆

191 us 1 pron.我们

192 value 1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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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Virginia 1 [və(:)'dʒinjə] n.弗吉尼亚（女子名）；弗吉尼亚州 adj.弗吉尼亚州的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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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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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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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99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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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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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weighing 1 ['weɪɪŋ] n. 称(量重)；权衡；权重 动词weig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2 welcomed 1 ['welkəm] vt. 欢迎 adj. 受欢迎的 n. 欢迎 int. 欢迎(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

203 west 1 [west] n.西；西方；西部 adj.西方的；朝西的 adv.在西方；向西方；自西方 n.(West)人名；(英、德、芬、瑞典)韦斯特

204 Westminster 1 ['westminstə] n.威斯敏斯特（伦敦市的一个行政区）；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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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207 who 2 pron.谁；什么人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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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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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workdays 1 n.工作日( workday的名词复数 ); 平日（指非假日）; （一个）工作日; 一天的工作时间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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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213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214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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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Yorkshire 2 ['jɔ:kʃə] n.约克郡（英格兰东北的一郡）

216 you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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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