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1-13 [Education Report] Teachers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Violence at US Capit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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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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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he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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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n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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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students 23 [st'juːdnts] 学生

6 abou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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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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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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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said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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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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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for 10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2 his 10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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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14 thei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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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6 school 8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17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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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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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teachers 7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21 they 7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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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with 7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4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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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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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teacher 6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27 future 5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28 h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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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hig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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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1 parents 5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32 somethin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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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teaching 5 ['ti:tʃiŋ] n.教学；教义 v.教学；教导（teach的ing形式）

34 violence 5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35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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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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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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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Capitol 4 ['kæpitəl] n.美国国会大厦；（美国）州议会大厦

39 government 4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40 ha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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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hel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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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

42 how 4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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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o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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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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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s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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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m 4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48 understand 4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49 w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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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write 4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51 apathy 3 ['æpəθi] n.冷漠，无兴趣，漠不关心；无感情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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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asked 3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54 clas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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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did 3 [did] v.做（do的过去式）

56 event 3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57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58 history 3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59 importance 3 [im'pɔ:təns] n.价值；重要；重大；傲慢

60 lessons 3 ['lesn] n. 教训；课，功课，课业；榜样，典范 vt. 教训，告诫，训斥；给 ... 上课

61 poems 3 (=polyneuropathy, organomegaly(hepatosp lenomegaly), endocrinopathy, M protein, and skin) 多神经病、器官巨大症(肝脾肿
大)、内分泌病、M蛋白和皮肤病变(综合征)

62 reis 3 [reis, reiʃ, riz, reiʒ] n.里斯（葡萄牙及巴西的旧货币单位） n.(Reis)人名；(西、葡)雷斯；(英、德、意、捷、匈、芬、瑞典)赖斯

63 response 3 [ri'spɔns] n.响应；反应；回答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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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talk 3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66 think 3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67 though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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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thoughts 3 ['θɔː ts] n.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

69 wa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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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without 3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71 word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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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you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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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葡)扬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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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75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76 anything 2 ['eniθiŋ] pron.任何事

77 away 2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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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carefully 2 ['kɛəfəli] adv.小心地

80 caring 2 ['kεəriŋ] adj.有同情心的；表示或感到关怀或关心的 v.关心；照顾（care的现在分词）

81 cen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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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er)人名；(英)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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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civic 2 ['sivik] adj.市的；公民的，市民的

83 classes 2 [kla:siz] n.级别，阶级（class复数形式）

84 Connecticut 2 n.美国康涅狄格州（位于美国东北部）

85 difficult 2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86 discussion 2 [dis'kʌʃən] n.讨论，议论

87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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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89 end 2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90 f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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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fighting 2 ['faitiŋ] adj.战斗的；好战的；适于格斗的 n.战斗，搏斗 v.奋斗（fight的ing形式）；打仗；与…进行拳击

92 grade 2 [greid] n.年级；等级；成绩；级别；阶段 vt.评分；把…分等级 vi.分等级；逐渐变化 n.(Grade)人名；(英)格雷德；(法、
德、西、葡、塞、瑞典)格拉德

93 harmonious 2 [hɑ:'məunjəs] adj.和谐的，和睦的；协调的；悦耳的

94 hopeful 2 ['həupful]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n.有希望成功的人

95 ideas 2 观念

96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97 involv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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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99 kids 2 [kɪd] n. 小孩；年轻人；小山羊；小山羊皮制品 vi. (山羊等)下崽；捉弄 vt. 开玩笑；哄骗；嘲弄 adj. 较年幼的

100 lead 2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101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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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m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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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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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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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media 2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07 Michael 2 ['maikəl] n.迈克尔（男子名）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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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morning 2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110 never 2 ['nevə] adv.从未；决不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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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newspapers 2 [njuːz'peɪpəs] n. 报纸 名词newspaper的复数形式.

113 note 2 [nəut] n.笔记；音符；票据；注解；纸币；便笺；照会；调子 vt.注意；记录；注解 n.(Note)人名；(英)诺特

114 offers 2 英 ['ɒfə(r)] 美 ['ɔː fər] vt. 提供；提出；（卖方）出价；贡献 vi. 提议；出现；求婚 n. 提议；出价

115 online 2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16 opinions 2 n.意见；评价（opinion的复数）；舆论

117 others 2 pron.其他人

118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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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participation 2 [pɑ:tisi'peiʃən] n.参与；分享；参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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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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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poi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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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politics 2 ['pɔlitiks] n.政治，政治学；政治活动；政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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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primary 2 ['praiməri] adj.主要的；初级的；基本的 n.原色；最主要者

125 profound 2 [prə̍ faʊnd] adj.深厚的；意义深远的；渊博的

126 really 2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127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128 sense 2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129 showed 2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130 social 2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131 St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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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studies 2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133 teaches 2 ['tiː tʃɪz] v. 教；教导；教授；教训（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34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35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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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tune 2 [tju:n, tu:n] n.曲调；和谐；心情 vt.调整；使一致；为…调音 vi.[电子][通信]调谐；协调 n.(Tune)人名；(英)图恩

137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138 us 2 pron.我们

139 want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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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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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watch 2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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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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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work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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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46 York 2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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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academy 1 [ə'kædəmi] n.学院；研究院；学会；专科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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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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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153 adults 1 [æ'dʌlts] n. 成年人；成年动物；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

154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155 Alabama 1 [,ælə'bæmə] n.阿拉巴马州（美国州名）

156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57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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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60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1 approach 1 [ə'prəutʃ] n.方法；途径；接近 vt.接近；着手处理 vi.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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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argued 1 英 ['ɑːɡju ]ː 美 ['ɑ rːɡju ]ː v. 说服；争论；辩论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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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attack 1 [ə'tæk] n.攻击；抨击；疾病发作 vt.攻击；抨击；动手干 vi.攻击；腐蚀 n.(Attack)人名；(瑞典)阿塔克

166 attacked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167 attackers 1 n.攻击者( attacker的名词复数 ); 进攻者; 抨击者; （球类比赛的）攻击手

168 attacks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69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170 auburn 1 ['ɔ:bən] n.赤褐色 adj.赤褐色的，赭色的 n.(Auburn)人名；(英)奥伯恩

171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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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belief 1 [bi'li:f] n.相信，信赖；信仰；教义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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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175 Blake 1 [bleik] n.布莱克（英国作家）

176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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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179 carolyn 1 ['kærəlin] n.卡洛琳（女子名）

180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181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182 chief 1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183 children 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184 chooses 1 [tʃuːz] v. 选择；决定

185 citizens 1 ['sɪtɪzənz] 公民

186 classroom 1 ['klɑ:srum] n.教室

187 collection 1 [kə'lekʃən] n.采集，聚集；[税收]征收；收藏品；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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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190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191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192 conference 1 n.会议；讨论；协商；联盟；（正式）讨论会；[工会、工党用语]（每年的）大会 vi.举行或参加（系列）会议

193 congress 1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194 conor 1 n. 康纳

195 conversation 1 n.交谈，会话；社交；交往，交际；会谈；（人与计算机的）人机对话

196 cooperative 1 [kəu'ɔpərətiv] adj.合作的；合作社的 n.合作社

197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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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200 dangerous 1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201 David 1 ['deivid] n.大卫；戴维（男子名）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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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达伊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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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deep 1 [di:p] n.深处；深渊 adj.深的；低沉的；深奥的 adv.深入地；深深地；迟 n.(Deep)人名；(英)迪普

205 desire 1 [di'zaiə] n.欲望；要求，心愿；性欲 vt.想要；要求；希望得到… vi.渴望 n.(Desire)人名；(刚(布)、英)德西雷

206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207 disagreement 1 [,disə'gri:mənt] n.不一致；争论；意见不同

208 document 1 n.文件，公文；[计]文档；证件 vt.记录，记载

209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210 d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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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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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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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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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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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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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ducation 1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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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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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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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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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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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periencing 1 [ɪk'spɪərənsɪŋ] n. 体验；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

223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224 feelings 1 ['fiː lɪŋs] n.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

225 felt 1 [felt] n.毡；毡制品 vi.粘结 vt.使粘结；把…制成毡 v.感觉（feel的过去式） n.(Felt)人名；(英、罗、芬、捷、瑞典)费尔特

226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227 finishing 1 ['finiʃiŋ] adj.最后的；终点的 n.完成，结束；最后的修整 v.完成（finish的ing形式）

228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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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fitch 1 [fitʃ] n.艾鼬（欧洲产）；艾鼬毛皮（等于fitchet或fitchew） n.(Fitch)人名；(英)菲奇

230 floyd 1 [flɔid] n.弗洛伊德（男子名）

231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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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Genesee 1 [,dʒenə'si:] n.杰纳西河（美国河流名）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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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236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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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Groton 1 ['grɔtən] n.格罗顿（美国城市）

239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240 guard 1 [gɑ:d] n.守卫；警戒；护卫队；防护装置 vi.警惕 vt.保卫；监视 n.(Guard)人名；(英)格尔德

241 guide 1 [gaid] n.指南；向导；入门书 vt.引导；带领；操纵 vi.担任向导 n.(Guide)人名；(法、葡)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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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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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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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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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heartbreaking 1 ['hɑ:t,breikiŋ] adj.悲伤或失望到难忍程度的；令人悲伤的 v.使…心碎（heartbreak的ing形式）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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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hijacked 1 v.劫持( hija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 绑架; 拦路抢劫; 操纵（会议等，以推销自己的意图）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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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historians 1 [hɪs'tɔː riənz] 历史学家

252 historic 1 [his'tɔrik] adj.有历史意义的；历史上著名的

253 historical 1 [his'tɔrikəl] adj.历史的；史学的；基于史实的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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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h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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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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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258 identify 1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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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identity 1 [ai'dentəti] n.身份；同一性，一致；特性；恒等式

260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61 impeachment 1 [im'pi:tʃmənt] n.弹劾；控告；怀疑；指摘

262 insurrection 1 [,insə'rekʃən] n.暴动；叛乱

263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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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involvement 1 n.参与；牵连；包含；混乱；财政困难

265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266 jets 1 [dʒet] n. 喷气式飞机；喷口；喷射；喷气式发动机 v. 喷射；喷出；搭乘喷射式飞机

267 job 1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268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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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karley 1 n. 卡利; 卡莉

271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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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74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275 Lowell 1 ['ləuəl] n.洛厄尔（男子名，等于Lovell）

276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277 Manchester 1 ['mæntʃistə] n.曼彻斯特（英格兰西北部一大城市）

278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279 mar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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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Massachusetts 1 [,mæsə'tʃu:sits] n.马萨诸塞州（美国）

281 mcmullen 1 n. 麦克马伦

282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283 melia 1 苦楝皮 楝属 n.(Melia)人名；(英)米利亚；(意、西)梅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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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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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mo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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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murphy 1 ['mə:fi] n.马铃薯，土豆 n.(Murphy)人名；(英、葡、瑞典)墨菲

288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289 names 1 [neɪmz] n.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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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neagle 1 n. 尼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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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94 nobody 1 ['nəubədi, -bɔdi] pron.无人，没有人；没有任何人 n.无名小卒；小人物

295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296 opinion 1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297 opportunity 1 [,ɔpə'tju:niti] n.时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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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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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passenger 1 ['pæsindʒə] n.旅客；乘客；过路人；碍手碍脚的人

302 path 1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303 Paul 1 [pɔ:l] n.保罗（男子名）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304 peaceful 1 ['pi:sful] adj.和平的，爱好和平的；平静的

305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306 photographs 1 英 ['fəʊtəgræfs] 美 ['foʊtəgræfs] n. 照片 名词photograph的复数形式.

307 phrasal 1 ['freizl] adj.短语的；习惯用语的，成语的

308 pla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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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塞、瑞典、法)普拉内

309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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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poli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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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political 1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313 power 1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314 presence 1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315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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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pretty 1 adj.漂亮的；可爱的；优美的 adv.相当地；颇 n.有吸引力的事物（尤指饰品）；漂亮的人 n.Pretty，普雷蒂（人名）

318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319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320 quietly 1 ['kwaiətli] adv.安静地；秘密地；平稳地

321 quite 1 [kwait] adv.很；相当；完全

322 reaction 1 [ri'ækʃən, ri:-] n.反应，感应；反动，复古；反作用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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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receives 1 [rɪ'siː v] v. 接到；收到；接待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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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326 remembered 1 英 [rɪ'membə(r)] 美 [rɪ'membər] v. 记得；想起；记住，铭记；回忆；提及

327 requiring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328 resources 1 [rɪ'sɔː sɪz] n. 资源；才智；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

329 respond 1 [ri'spɔnd] vi.回答；作出反应；承担责任 vt.以…回答 n.应答；唱和

330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331 Robert 1 ['rɔbət] n.罗伯特（男子名）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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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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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335 seconds 1 ['sekəndz] n. 秒，时刻 名词second的复数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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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sees 1 abbr.扩展企业应用套件（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

338 senior 1 ['si:njə] adj.高级的；年长的；地位较高的；年资较深的，资格较老的 n.上司；较年长者；毕业班学生 n.(Senior)人名；
(英)西尼尔

339 seniors 1 ['siː njəz] n. 上级；老人 名词senior的复数形式.

340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341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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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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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sixth 1 [siksθ] n.月的第六日，（与the连用的）第六个；六分之一 adj.（与the连用）第六的，第六个的；六分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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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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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source 1 [sɔ:s] n.来源；水源；原始资料 n.(Source)人名；(法)苏尔斯

348 sources 1 英 [sɔː s] 美 [sɔː rs] n. 来源；发源地；原始资料 v. 从...获得

349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350 speaking 1 ['spi:kiŋ] adj.演讲的；富于表情的，雄辩的 n.说话；演讲 v.讲（speak的ing形式）

351 st 1 [es ti:] abbr.标准时间（standardtime）；Shipping装货单（ShippingTicket）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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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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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struggling 1 ['strʌgliŋ] adj.奋斗的；努力的；苦斗的 v.努力；斗争；竞争（struggle的ing形式）

356 study 1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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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talked 1 [tɔː k] v. 交谈；商讨；演讲；阐述；劝服 n. 谈话；会谈；讨论；讲话；空谈

359 taught 1 [tɔ:t] v.教授（teach的过去分词）

360 teach 1 [ti:tʃ] vt.教；教授；教导 vi.教授；讲授；当老师 n.(Teach)人名；(英)蒂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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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363 terrorists 1 ['terərɪsts] n. 恐怖分子 名词terrorist的复数形式.

364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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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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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368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369 Thursday 1 ['θə:zdi; -dei] n.星期四

370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71 trade 1 [treid] n.贸易，交易；行业；职业 vi.交易，买卖；以物易物 vt.用…进行交换

372 transition 1 [træn'siʒən, -'ziʃən, trɑ:n-] n.过渡；转变；[分子生物]转换；变调

373 trial 1 ['traiəl] n.试验；审讯；努力；磨炼 adj.试验的；审讯的 n.(Trial)人名；(法)特里亚尔

374 tried 1 adj.可靠的；试验过的 v.尝试，审问，审理，审讯，审判（try的过去分词）

375 trum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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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TV 1 ['ti:'vi:] abbr.电视（television）

377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78 unrest 1 [,ʌn'rest] n.不安；动荡的局面；不安的状态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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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81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82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383 verb 1 [və:b] n.动词；动词词性；动词性短语或从句 adj.动词的；有动词性质的；起动词作用的 n.(Verb)人名；(俄)韦尔布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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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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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voicing 1 [vɔɪsɪŋ] n. 调声；牵动声带；浊音化 动词voice的现在分词形式.

387 voter 1 ['vəutə] n.选举人，投票人；有投票权者

388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89 watched 1 英 [wɒtʃ] 美 [wɑ tːʃ] v. 注视；看守；观看 n. 手表；监视；看守；值班

390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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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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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393 week 1 [wi:k] n.周，星期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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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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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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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398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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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wisdom 1 ['wizdəm] n.智慧，才智；明智；学识；至理名言 n.(Wisdom)人名；(英)威兹德姆

401 woke 1 v.唤醒；激发；使…复活（wake的过去式） adj.（美）警觉的

402 wondered 1 英 ['wʌndə(r)] 美 ['wʌndər] n. 惊奇；惊愕；奇迹；奇观 v. 惊奇；想知道；怀疑 adj. 奇妙的；非凡的

403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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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writing 1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406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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