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12 [Health and Lifestyle] Pandemic Closes Restaurants,
Owner Flies to Save Dogs 词频表
1

to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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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3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 and 2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4 of 2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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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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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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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tha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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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was 2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9 seitan 19 塞伊坦
10 for 1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1 his 13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2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 not 1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4 O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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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dog 8 [dɔg, dɔ:g] n.狗；丑女人；卑鄙的人；(俚)朋友 vt.跟踪；尾随
16 w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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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bou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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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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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restaurant 7 ['restərɔŋ, -rɔnt, -rənt] n.餐馆；[经]饭店
20 thi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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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nimals 6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22 Chicago 6 [ʃi'kɑ:gəu] n.芝加哥（美国中西部城市）
23 h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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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s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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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lso 5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26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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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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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ying 5 ['flaiiŋ] adj.飞行的 n.飞行 v.飞（fly的ing形式）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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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get 5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30 ha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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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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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mission 5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33 new 5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4 phoebe 5 ['fi:bi:] n.燕雀类的小鸟
35 restaurants 5 餐馆
36 ti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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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37

whe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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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anoth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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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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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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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usinesses 4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42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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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did 4 [did] v.做（do的过去式）
44 dog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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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health 4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46 h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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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hi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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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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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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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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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missions 4 ['mɪʃn] n. 使命；代表团；任务；布道
51 m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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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owner 4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53 pilots 4 ['paɪləts] n. 飞行员；向导 名词pilot的复数形式.
54 rescue 4 ['reskju:] vt.营救；援救 n.营救；援救；解救
55 Romania 4 [rəu'meinjə] n.罗马尼亚（欧洲巴尔干半岛东北部国家）
56 them 4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57 w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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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wood 4 [wud] n.木材；木制品；树林 vi.收集木材 vt.植林于；给…添加木柴 n.(Wood)人名；(英、法、西、葡、阿拉伯)伍德
59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60 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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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America 3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62 animal 3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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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blackbird 3 n.画眉；燕八哥；山鸟类；(欧洲的)乌鸫
65 closed 3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66 customer 3 ['kʌstəmə] n.顾客；家伙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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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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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eam 3 [dri:m] vi.梦想；做梦，梦见；想到 n.梦想，愿望；梦 vt.梦想；做梦；想到 adj.梦的；理想的；不切实际的
69 flew 3 [flu:] v.飞，飞翔（fly的过去式） n.(Flew)人名；(英)弗卢
70 food 3 [fu:d] n.食物；养料
71 hero 3 ['hiərəu] n.英雄；男主角，男主人公
72 ju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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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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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3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法、芬、捷、英)莫斯特

most

oh 3 [əu] int.哦；哎呀（表示惊讶或恐惧等）
75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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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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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灭；驱逐
77

paws 3 abbr. 极地自动天气站(=Polar Automatic Weather Station) abbr. 程控自动焊接系统(=Programmed Automatic Welding System)
n. 脚爪；爪子；<口>手（名词paw的复数形式）

pilot 3 ['pailət] n.飞行员；领航员 adj.试点的 v.驾驶；领航；试用 n.(Pilot)人名；(意、印)皮洛特；(法)皮洛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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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伯)赛义德
80

save 3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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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女名)，萨韦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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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target 3 n.目标，指标；（攻击的）对象；靶子 v.把...作为目标；面向，对准（某群体） n.（Target）美国塔吉特公司
83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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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voice 3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85 volunteer 3 [,vɔlən'tiə] n.志愿者；志愿兵 adj.志愿的 vi.自愿 vt.自愿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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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woman 3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88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89 absolutely 2 ['æbsəlju:tli, ,æbsə'lju:tli] adv.绝对地；完全地
90 act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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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almost 2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92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93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94 bella 2 ['belə] n.贝拉（女子名，等于Arabella，Isabella）
95 burns 2 [bə:nz] n.络腮胡子 v.[外科]烧伤（burn的第三人称单数）
96 business 2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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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childhood 2 ['tʃaildhud] n.童年时期；幼年时代
99 city 2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00 clear 2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
81

除；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covid 2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102 crazy 2 ['kreizi] adj.疯狂的；狂热的，着迷的
103 crisis 2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104 debbie 2 ['debi] n.黛比（女子名，等于Debby）
105 dormant 2 ['dɔ:mənt] adj.休眠的；静止的；睡眠状态的；隐匿的 n.(Dormant)人名；(法)多尔芒
106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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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very 2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108 everywhere 2 ['evrihwεə] adv.到处 n.每个地方
109 fireworks 2 英 ['faɪəwɜːks] 美 ['faɪəˌwɜːks] n. 烟火
110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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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特；(捷)菲尔斯特
111

2 [flaiz] n.苍蝇（fly的复数）；舞台上空，吊景区；裤子前面的开口 v.飞行；时间飞逝；乘飞机；飘动（fly的第三人称单
数）

flies

fly 2 [flai] vi.飞；驾驶飞机；飘扬 vt.飞行；飞越；使飘扬 n.飞行；苍蝇；两翼昆虫 adj.敏捷的 n.(Fly)人名；(法)弗利；(英)弗莱
113 gre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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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grew 2 [gru:] v.成长，种植（grow的过去式） n.(Grew)人名；(芬)格雷夫；(英、葡)格鲁
115 helping 2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116 h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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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h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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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hooked 2 [hukt] adj.钩状的；吸毒成瘾的；入迷的 v.用钩固定；捉住（hook的过去分词）
119 hopefully 2 ['həupfuli] adv.有希望地，有前途地
120 humans 2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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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23 kill 2 [kil] vt.杀死；扼杀；使终止；抵消 vi.杀死 n.杀戮；屠杀 adj.致命的；致死的 n.(Kill)人名；(德)基尔
124 knocks 2 英 [nɒk] 美 [nɑːk] v. 敲击；互撞；攻击 n. 敲；敲门；敲打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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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r 2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126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27 l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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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lifestyle 2 ['laifstail] n.生活方式 保健的
129 ll 2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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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luck 2 [lʌk] n.运气；幸运；带来好运的东西 vi.靠运气，走运；凑巧碰上 n.(Luck)人名；(德、瑞典)卢克；(英)勒克；(法)吕克
132 matteo 2 n. 马泰奥
133 memory 2 ['meməri] n.记忆，记忆力；内存，[计]存储器；回忆 n.(Memory)人名；(英)梅默里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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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以)莫雷

nam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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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never 2 ['nevə] adv.从未；决不
137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38 nine 2 [nain] n.九，九个 num.九；九个 adj.九的，九个的 n.(Nine)人名；(塞)尼内
139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40 organization 2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141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42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43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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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西、土)奥韦尔

ow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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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owners 2 ['əʊnəz] 业主
146 pandemic 2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147 period 2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148 pets 2 abbr.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系统（=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 n. 宠物（pet的复数形式）
149 plane 2 [plein] n.飞机；平面；程度，水平 vi.刨；乘飞机旅行；翱翔 vt.刨平；用刨子刨；掠过水面 adj.平的；平面的 n.(Plane)人
144

名；(塞、瑞典、法)普拉内

practice 2 ['præktis] n.实践；练习；惯例 vi.练习；实习；实行 vt.练习；实习；实行
151 radio 2 ['reidiəu] n.收音机；无线电广播设备 vi.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用无线电发送 n.(Radio)人名；(西)拉迪奥
152 recite 2 [ri'sait] vt.背诵；叙述；列举 vi.背诵；叙述
153 report 2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154 rescued 2 ['reskjuː] vt. 营救；援救 n. 营救；救援
155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56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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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servi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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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shelters 2 英 ['ʃeltə(r)] 美 ['ʃeltər] n. 避难所；庇护；庇护所 v. 保护；隐匿；庇护
159 shops 2 英 [ʃɒp] 美 [ʃɑːp] n. 商店；车间 v. 逛商店；购物；买东西
160 spring 2 [spriŋ] n.春天；弹簧；泉水；活力；跳跃 adj.春天的 vi.生长；涌出；跃出；裂开 vt.使跳起；使爆炸；突然提出；使弹
150

开 n.(Spring)人名；(德)施普林；(英、芬、瑞典)斯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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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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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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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66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67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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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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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 2 英 [ˌviː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170 website 2 ['websaɪt] n. 网站
171 winter 2 ['wintə] n.冬季；年岁；萧条期 vi.过冬 adj.冬天的；越冬的 n.(Winter)人名；(英、德、匈、罗、捷、西、芬、瑞典、法)
169

温特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173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174 yeah 2 [jεə] adv.是 int.是
175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76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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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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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abused 1 [ə'bjuːs] n. 滥用；恶习 vt. 滥用；辱骂；虐待
180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181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82 agreed 1 [ə'gri:d] adj.同意的；通过协议的 v.同意；赞成（agree的过去式）
183 airplane 1 ['εəplein] n.飞机
184 airplanes 1 飞机
185 aloud 1 [ə'laud] adv.大声地；出声地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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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188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89 audience 1 [ˈɔːdiəns] n.观众；听众；读者；接见；正式会见；拜会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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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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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192 badly 1 ['bædli] adv.非常，很；严重地，厉害地；恶劣地
193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94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195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196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197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198 believes 1 [bɪ'liːv] v. 相信；认为
199 belly 1 ['beli] n.腹部；胃；食欲 vi.涨满；鼓起 vt.使鼓起 n.(Belly)人名；(法、意、葡)贝利
200 beloved 1 [bi'lʌvid, -'lʌvd] adj.心爱的；挚爱的 n.心爱的人；亲爱的教友
201 besides 1 [bi'saidz] adv.此外；而且 prep.除…之外
202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
191

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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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blind 1 [blaind] adj.盲目的；瞎的 adv.盲目地；看不见地 n.掩饰，借口；百叶窗 vt.使失明；使失去理智 n.(Blind)人名；(法)布
203

兰；(德、瑞典)布林德

born 1 [bɔ:n] v.出世（bear的过去分词） adj.天生的 n.(Born)人名；(柬)邦；(英、西、俄、捷、德、瑞典、匈)博恩
206 Bosnia 1 ['bɔzniə] n.波斯尼亚；波士尼亚
207 bought 1 [bɔ:t] v.买（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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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210 Bucharest 1 ['bju:kərest] n.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的首都）
211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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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的）食品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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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ged 1 [tʃɑ:dʒd] adj.带电的；充满感情的；气氛紧张的 vt.填充
214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213

塞；(英、法)克洛斯
215

1 英 [kləʊs] 美 [kloʊs] v. 关；合拢；不开放；停业；结束；收盘；（使）缩小；牢牢握住或抓住；（使）靠拢；同意；短兵
相接 adj. 亲近的；近的；几乎的；闷热的；严密的；紧凑的；剪得很短的；守口如瓶的；吝啬的；势均力敌的 adv. 接近；
靠近；紧紧地 n. 死胡同；完结；结论

cl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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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co 1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216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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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odity 1 [kə'mɔditi] n.商品，货物；日用品
220 companion 1 [kəm'pænjən] n.同伴；朋友；指南；手册 vt.陪伴 n.(Companion)人名；(英)康帕宁
221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222 conspicuous 1 [kən'spikjuəs] adj.显著的；显而易见的
223 coronavirus 1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224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225 crying 1 ['kraiiŋ] adj.叫喊的，嚎哭的；显著的 v.哭泣；喊叫；乞求（cry的ing形式）
226 culture 1 ['kʌltʃə] n.文化，文明；修养；栽培 vt.[细胞][微]培养（等于cultivate）
227 cut 1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219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dad 1 [dæd] n.爸爸；爹爹 n.(Dad)人名；(孟、巴基、阿富)达德；(泰)达
229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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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土)达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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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232 destroy 1 [di'strɔi] vt.破坏；消灭；毁坏
233 detail 1 ['di:teil, di'teil] n.细节，详情 vt.详述；选派 vi.画详图
234 devoted 1 [di'vəutid] adj.献身的；忠诚的 v.献身于…；致力于…（devote的过去分词）
235 dining 1 [dainiŋ] n.吃饭，进餐 v.吃饭（dine的现在分词）
236 dinner 1 ['dinə] n.晚餐，晚宴；宴会；正餐 n.(Dinner)人名；(法)迪内
237 diplomatic 1 [,diplə'mætik] adj.外交的；外交上的；老练的
238 diplomats 1 ['dɪpləmæts] 外交官；有外交手腕的人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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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241 down 1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230

去 n.(Down)人名；(英)唐

drives 1 n. 驱动程序；驱动器 名词drive的复数形式.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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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at 1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245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246 eduard 1 n. 爱德华
247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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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mployed 1 [ɪm'plɔɪd] adj. 被雇用的；使用的 动词empl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50 employees 1 [ˌemplɔɪ'iː] n. 受雇者；雇工；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
251 energy 1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252 engaged 1 [in'geidʒd] adj.使用中的，忙碌的 v.保证；约定；同…订婚（engage的过去分词）
253 eve 1 n.夏娃；前夕；傍晚；重大事件关头
254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
242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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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256 explains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257 fascinated 1 ['fæsɪneɪtɪd] adj. 着迷的；入迷的 动词fasc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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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260 fine 1 [fain] adj.好的；优良的；细小的，精美的；健康的；晴朗的 n.罚款 vt.罚款；澄清 adv.很好地；精巧地 n.(Fine)人名；(意)
255

菲内；(英)法恩

flown 1 v.飞行（fly的过去分词）
262 forehead 1 ['fɔːhed] n.额，前额
263 forgot 1 [fə'gɔt] v.忘记；轻忽；遗漏（forget的过去式）
264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265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266 god 1 [gɔd] n.神；（大写首字母时）上帝 vt.膜拜，崇拜 n.(God)人名；(索、阿拉伯)古德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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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gosh 1 [gɔʃ] int.天啊；唉；糟了；必定
269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270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271 happiness 1 ['hæpinis] n.幸福
272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261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heading 1 ['hediŋ] n.标题；（足球）头球；信头 v.用头顶（head的ing形式） n.(Heading)人名；(英)黑丁
274 heard 1 [hə:d] v.听到（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闻知 n.(Heard)人名；(英)赫德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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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Herzegovina 1 [,hə:tsəgəu'vi:nə] n.黑塞哥维那（南斯拉夫中西部一地区）
277 himself 1 [him'self] pron.他自己；他亲自，他本人
278 hind 1 [haind] adj.后部的 n.雌鹿 n.(Hind)人名；(英、芬)欣德
279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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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husband 1 ['hʌzbənd] vt.节约地使用（或管理） n.丈夫 n.(Husband)人名；(英)赫斯本德
282 Idaho 1 ['aidəhəu] n.爱达荷
283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84 injured 1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285 interjection 1 [,intə'dʒekʃən] n.[语]感叹词；插入语；突然的发声
286 interview 1 ['intəvju:] n.接见，采访；面试，面谈 vt.采访；接见；对…进行面谈；对某人进行面试
287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8 joined 1 [dʒɔɪnd]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89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290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1 knock 1 [nɔk] vi.敲；打；敲击 vt.敲；打；敲击；批评 n.敲；敲打；爆震声
292 knocked 1 英 [nɒk] 美 [nɑːk] v. 敲击；互撞；攻击 n. 敲；敲门；敲打
293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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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96 legs 1 ['leɡz] n.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
297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98 lifeline 1 ['laiflain] n.生命线；救生索
299 li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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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listened 1 ['lɪsn] v. 听；倾听；听从；听信 n. 听；倾听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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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ing 1 ['lisəniŋ] adj.收听的；助听的 n.倾听 v.听（listen的ing形式）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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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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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lover 1 n.爱人，恋人；爱好者 n.(Lover)人名；(英)洛弗 n.小三；第三者
306 lovingly 1 ['lʌviŋli] adv.亲切地；钟爱地
307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308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309 married 1 ['mærid] adj.已婚的，有配偶的；婚姻的，夫妇的；密切结合的 n.已婚者 v.结婚，与…结婚（marry的过去式）
310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311 michelin 1 主要经营轮胎橡胶；米其林（财富500强公司之一，总部所在地法国）
312 Missouri 1 [mi'zuəri] n.密苏里（美国州名）
313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314 Mountains 1 ['mauntins] n.山脉；[地理]山区；山岳（mountain的复数）
315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16 neighbor 1 ['neibə] n.邻居 adj.邻近的 vi.友好；毗邻而居 vt.邻接 n.(Neighbor)人名；(英)内伯
317 nightly 1 ['naitli] adj.夜间的；每夜的 adv.每夜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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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obvious 1 ['ɔbviəs] adj.明显的；显著的；平淡无奇的
320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321 offices 1 办公室
322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323 oldest 1 ['əuldist] adj.最老的（old的最高级）；最旧的
324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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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327 operator 1 ['ɔpəreitə] n.经营者；操作员；话务员；行家
328 others 1 pron.其他人
329 outcry 1 ['autkrai, ,aut'krai] n.强烈抗议；大声疾呼；尖叫；倒彩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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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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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特；(泰)巴；(法)帕尔

partner 1 ['pɑ:tnə] n.伙伴；合伙人；配偶 vi.合伙；合股；成为搭档 vt.使合作；与…合伙 n.(Partner)人名；(英、德)帕特纳
333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334 permanently 1 ['pə:mənəntli] adv.永久地，长期不变地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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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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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picture 1 ['piktʃə] n.照片，图画；影片；景色；化身 vt.画；想像；描写
338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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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莱斯

prominent 1 ['prɔminənt] adj.突出的，显著的；杰出的；卓越的
340 publicly 1 ['pʌblikli] adv.公然地；以公众名义
341 purchases 1 ['pɜːtʃəsɪz] n. 购买；购买的物品 vt. 购买；通过努力而获得
342 putting 1 ['putiŋ] n.投掷；（高尔夫球）打球入洞 v.放置（put的ing形式）；轻击球；使球入洞的轻击（putt的ing形式）
343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344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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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read 1 [ri:d] vt.阅读；读懂，理解 vi.读；读起来 n.阅读；读物 adj.有学问的 n.(Read)人名；(英)里德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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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ze 1 vt.实现；认识到；了解；将某物卖得，把(证券等)变成现钱；变卖
348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349 remain 1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350 repeat 1 [ri'pi:t] vt.重复；复制；背诵 n.重复；副本 vi.重做；重复发生
351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352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353 sat 1 [sæt] v.坐（sit的过去式，过去分词） n.(Sat)人名；(中)萨(广东话·威妥玛)；(柬)萨；(印)萨特
354 saved 1 ['seɪvd] adj. 保存了的；获救的 v. 救；节省；保存（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55 saving 1 ['seiviŋ] n.节约；挽救；存款 adj.节约的；挽救的；补偿的；保留的 prep.考虑到；除...之外 n.(Saving)人名；(瑞典)萨温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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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塞伊；(匈、罗)绍伊

sensible 1 adj.明智的;通情达理的;合乎情理的;意识到的，能感觉到的; n.可感觉到的东西;敏感的人;
358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359 severely 1 [si'viəli] adv.严重地；严格地，严厉地；纯朴地
360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61 shelter 1 ['ʃeltə] n.庇护；避难所；遮盖物 vt.保护；使掩蔽 vi.躲避，避难 n.(Shelter)人名；(英)谢尔特
362 shortwave 1 ['ʃɔ:t'weiv] n.短波 vt.用短波广播发射
363 shot 1 n.发射；炮弹；射手；镜头 adj.用尽的；破旧的；杂色的，闪光的 v.射击（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64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365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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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稍微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368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369 starred 1 [stɑ:d] adj.担任主角的；用星装饰的；用星号标明的；受命运支配的 v.使担任主角（star的过去式）；用星（形物）装
367

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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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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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sticks 1 [stɪks] n. 偏远的乡村；郊区 名词stick的复数形式.
373 stop 1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374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375 stuff 1 [stʌf] n.东西；材料；填充物；素材资料 vt.塞满；填塞；让吃饱 vi.吃得过多
376 success 1 [sək'ses] n.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377 suffered 1 ['sʌfəd] v. 遭受，允许，宽恕（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78 supply 1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379 surrounding 1 [sə'raundiŋ] adj.周围的，附近的 n.环境，周围的事物
380 survived 1 英 [sə'vaɪv] 美 [sər'vaɪv] vt. 幸免于难；存活；艰难度过；比 ... 活得长 vi. 活着；继续存在
381 table 1 ['teibl] n.桌子；表格；平地层 vt.制表；搁置；嵌合 adj.桌子的 n.(Table)人名；(罗)塔布莱
382 talking 1 ['tɔ:kiŋ] adj.说话的，多嘴的；有表情的 n.讲话，谈论 v.谈论；讲话（talk的ing形式） n.(Talking)人名；(英)托金
383 talks 1 ['tɔːks] 会谈
384 tame 1 [teim] adj.驯服的；平淡的；乏味的；顺从的 vt.驯养；使变得平淡；制服 vi.变得驯服 n.(Tame)人名；(捷)塔梅
385 task 1 [tɑ:sk, tæsk] vt.分派任务 n.工作，作业；任务
386 thank 1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387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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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threatened 1 ['θretənd] adj.受到威胁的 v.威胁（threaten的过去分词）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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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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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393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94 toward 1 [英 [tɔ:d, təʊrd, təˈ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392

(英)特沃德

transported 1 v.[植]运输；搬运（transport的过去式）
396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97 unable 1 [ʌn'eibl] adj.不会的，不能的；[劳经]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398 uncertainty 1 [,ʌn'sə:tənti] n.不确定，不可靠
399 unhealthy 1 [,ʌn'helθi] adj.不健康的；危险的；有害身心健康的
400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401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402 us 1 pron.我们
403 victim 1 ['viktim] n.受害人；牺牲品；牺牲者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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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volunteers 1 英 [ˌvɒlən'tɪə(r)] 美 [ˌvɑːlən'tɪr] n. 志愿者；(自行生长的)植物 v. (自愿)做
406 wandered 1 英 ['wɒndə(r)] 美 ['wɑːndər] vi. 漫步；蜿蜒；迷路；闲逛；徘徊 vt. 漫步于 n. 漫游；徘徊；闲逛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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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wanting 1 ['wɔntiŋ, 'wɔ:n-] adj.欠缺的；不足的；不够格的 prep.无；缺 v.需要（want的现在分词）；欠缺
409 ward 1 [wɔ:d] n.病房；保卫；监视 vt.避开；保卫；守护 n.(Ward)人名；(英)沃德；(德、芬、瑞典、葡)瓦尔德
410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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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

韦尔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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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wife 1 [wai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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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Wisconsin 1 [wis'kɔnsin] n.威斯康星州（美国州名）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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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work 1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412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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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ing

yesterday 1 ['jestədi,-dei] n.昨天；往昔 adv.昨天
421 young 1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420

(英、葡)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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