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3-07 [Words and Their Stories] When You 'Raise the Bar,'
Things Get Hard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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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bove 1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3 academic 1 [,ækə'demik] adj.学术的；理论的；学院的 n.大学生，大学教师；学者

4 acceptable 1 [ək'septəbl] adj.可接受的；合意的；可忍受的

5 ahead 1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在（某人或某事物的）前面；预先；在将来，为未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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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8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9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0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1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2 and 1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3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14 ano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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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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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ren 1 阿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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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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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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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thletes 1 ['æθliː ts] 运动员

21 athletic 1 [æθ'letik] adj.运动的，运动员的；体格健壮的

22 bar 16 n.条，棒；酒吧；障碍；法庭 vt.禁止；阻拦 prep.除……外 n.(Bar)人名；(阿拉伯、德、法、俄、罗、捷、波、葡、以)巴
尔

23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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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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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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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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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it 3 n.[计]比特（二进位制信息单位）；少量；马嚼子；辅币；老一套；一点，一块 vt.控制 adj.很小的；微不足道的 adv.有点
儿；相当 vt.咬（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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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rings 1 [brɪŋz] v. 带来；促使；引起；劝诱（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1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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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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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cake 1 [keik] n.蛋糕；块状物；利益总额 vt.使结块 vi.结成块状 n.(Cake)人名；(英)凯克；(塞)察凯

34 c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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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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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lothes 1 [kləuðz] n.衣服

38 clothing 1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39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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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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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om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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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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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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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ompete 1 [kəm'pi:t] vi.竞争；比赛；对抗

45 competition 1 [,kɔmpi'tiʃən] n.竞争；比赛，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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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d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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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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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deadlines 1 ['dedlaɪn] n. 最后期限；(鉴于边上的)警戒线；截止时间

50 decorations 1 [dekə'reɪʃəns] n. 装饰品 名词decoration的复数形式.

51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52 desired 1 [di'zaiəd] adj.渴望的；想得到的 v.渴望，要求（desire的过去分词形式）

53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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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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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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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dress 1 [dres] vt.给…穿衣 vi.穿衣 n.连衣裙；女装 n.(Dress)人名；(法、德、西)德雷斯

58 drink 1 [driŋk] vt.喝，饮；吸收；举杯庆贺 vi.喝酒；饮水；干杯 n.酒，饮料；喝酒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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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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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ase 1 [i:z] vt.减轻，缓和；使安心 n.轻松，舒适；安逸，悠闲 vi.减轻，缓和；放松；灵活地移动

62 eat 1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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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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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nglis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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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67 events 2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68 every 2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69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70 example 3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71 expectations 2 [ekspek'teɪʃnz] 预期继承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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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plore 1 [ik'splɔ:] vt.探索；探测；探险 vi.探索；探测；探险

74 expression 4 [英 [ɪk'spreʃn] 美 [ɪkˈsprɛʃən] n.表现，表示，表达；表情，脸色，态度，腔调，声调；式，符号；词句，语句，措
辞，说法

75 expressions 1 [ik'spreʃənz] n.[数]表达式；表情；公式；表示式（expression是复数形式）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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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fall 1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78 fancy 1 n.幻想；想象力；爱好 adj.想象的；奇特的；昂贵的；精选的 vt.想象；喜爱；设想；自负 vi.幻想；想象 n.(Fancy)人
名；(法)方西

79 field 1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80 for 1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1 formal 1 ['fɔ:məl] adj.正式的；拘谨的；有条理的 n.正式的社交活动；夜礼服 n.(Formal)人名；(法)福马尔

82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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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friends 2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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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game 2 [geim] n.游戏；比赛 adj.勇敢的 vi.赌博 n.(Game)人名；(英)盖姆；(法)加姆；(西)加梅

86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87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88 g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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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goals 1 ['ɡəʊlz] n.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

90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91 goo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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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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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Greater 1 ['greitə] adj.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

94 ground 1 n.地面；土地；范围；战场;根据 vt.使接触地面；打基础；使搁浅 vi.着陆；搁浅 adj.土地的；地面上的；磨碎的；磨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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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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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98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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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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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hear 2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01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02 hig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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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higher 3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104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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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107 host 1 [həust] n.[计]主机；主人；主持人；许多 vt.主持；当主人招待 vi.群集；做主人

108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109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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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idiom 3 ['idiəm] n.成语，习语；土话

112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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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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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increa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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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incrementally 2 [,inkri'məntəli] adv.递增地；增值地

116 intern 1 [in'tə:n, 'intə:n] n.实习生，实习医师 vt.拘留，软禁 vi.作实习医师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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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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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involve 1 [in'vɔlv] vt.包含；牵涉；使陷于；潜心于

120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1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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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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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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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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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124 joins 1 [dʒɔɪn] v. 连接；加入；参与；和...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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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p 3 [dʒʌmp] n.跳跃；暴涨；惊跳 vt.跳跃；使跳跃；跳过；突升 vi.跳跃；暴涨；猛增 n.(Jump)人名；(英)江普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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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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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131 layers 1 ['leɪəs] n. 层 名词layer的复数形式.

132 learners 1 ['lɜːnəz] 学习者

133 learning 3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34 le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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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level 3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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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litt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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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ll 1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139 looked 1 [lʊkt]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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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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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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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matteo 2 n. 马泰奥

145 maybe 1 ['meibi] adv.也许；可能；大概 n.可能性；不确定性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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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148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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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meetings 2 ['miː tɪŋz] n. 会议 名词meeting的复数形式.

151 might 2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152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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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155 m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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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157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58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159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160 no 1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161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62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63 of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64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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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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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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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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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69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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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71 others 2 pron.其他人

172 our 3 ['auə, ɑ:] pron.我们的

173 o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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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土)奥韦尔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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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party 3 n.政党，党派；聚会，派对；当事人[复数parties] vi.参加社交聚会[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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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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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performance 2 n.性能；绩效；表演；执行；表现

179 periods 1 ['pɪrɪədz] n.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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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play 1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典)普莱

182 players 1 n.队员，参与者；玩家（player的复数形式）；迷你音碟机，雷射唱盘（player的复数形式）

183 playing 1 ['pleiiŋ] n.比赛；演奏 v.玩耍（play的ing形式）

184 plus 1 [plʌs] n.正号，加号；好处；附加额 adj.正的；附加的 prep.加，加上 n.(Plus)人名；(德)普卢斯

185 poi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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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pole 3 [pəul] n.杆；极点；电极 vt.用竿支撑 n.(Pole)人名；(英)波尔；(俄)波列；(塞)波莱

187 potluck 3 ['pɔt'lʌk] n.家常便饭；百乐餐（每人自带一个菜的家庭聚会）

188 presentable 1 [pri'zentəbl] adj.漂亮的；可见人的；有规矩的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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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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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raise 10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193 raised 2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194 raising 2 ['reiziŋ] n.高地；提高；举；浮雕装饰 v.饲养；升起；举起（raise的ing形式）

195 really 4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196 rest 1 [rest] vt.使休息，使轻松；把…寄托于 n.休息，静止；休息时间；剩余部分；支架 vi.休息；静止；依赖；安置 n.(Rest)人
名；(英、德、俄、捷、荷)雷斯特

197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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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s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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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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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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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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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semester 2 [si'mestə] n.学期；半年

204 separate 1 vt.使分离；使分开；使分居 vi.分开；隔开；分居 adj.单独的；分开的；不同的；各自的； n..分开；抽印本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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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settled 1 ['setld] adj.稳定的；固定的 v.解决；定居（settle的过去分词）

207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08 skill 1 [skil] n.技能，技巧；本领，技术 n.(Skill)人名；(瑞典)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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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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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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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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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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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14 specifically 1 [spi'sifikəli] adv.特别地；明确地

215 sport 1 [spɔ:t] n.运动；游戏；娱乐；运动会；玩笑 vi.游戏 vt.游戏；参加体育运动；夸耀 adj.运动的

216 sports 1 n.运动；运动会（sport的复数）；（报纸）体育版面；突变；娱乐 adj.运动的；适用于运动的 v.娱乐；戏弄（sport的
第三人称单数）

217 standard 2 ['stændəd] n.标准；水准；旗；度量衡标准 adj.标准的；合规格的；公认为优秀的 n.(Standard)人名；(英)斯坦达德；
(德)施坦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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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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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stories 2 [s'tɔː rɪz] n. 故事，传说（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 v. 讲…的故事；说假话（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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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suit 1 vt.适合；使适应 n.诉讼；恳求；套装，西装；一套外衣 vi.合适；相称

223 supposed 1 [sə'pəuzd] adj.假定的；被信以为真的；想象上的 v.假定（suppose的过去分词）

224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225 tasty 1 ['teisti] adj.美味的；高雅的；有趣的 n.可口的东西；引人入胜的东西

226 teaching 1 ['ti:tʃiŋ] n.教学；教义 v.教学；教导（teach的ing形式）

227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228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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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229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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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the 3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31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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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33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34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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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thou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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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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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to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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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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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42 track 1 [træk] n.轨道；足迹，踪迹；小道 vt.追踪；通过；循路而行；用纤拉 vi.追踪；走；留下足迹

243 trouble 1 ['trʌbl] n.麻烦；烦恼；故障；动乱 vt.麻烦；使烦恼；折磨 vi.费心，烦恼

244 tu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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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twentieth 1 ['twentiiθ] n.二十分之一 adj.第二十的；二十分之一的 num.第二十

246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47 understood 1 [,ʌndə'stud] adj.被充分理解的；心照不宣的 v.明白；懂得（understand的过去分词）；熟悉

248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249 u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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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us 3 pron.我们

251 use 3 [ju:z] n.使用；用途；发挥 vt.利用；耗费 vi.使用，运用 n.(Use)人名；(德)乌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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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53 vault 3 [vɔ:lt] n.拱顶；撑竿跳；地下室 vi.跳跃；成穹状弯曲 vt.做成圆拱形；撑竿跳过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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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vide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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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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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VOA 3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258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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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60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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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w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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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wear 1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263 week 1 [wi:k] n.周，星期

264 weekly 1 ['wi:kli] adj.每周的；周刊的；一周一次的 n.周刊 adv.每周一次；逐周

265 w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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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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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w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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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whe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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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70 who 2 pron.谁；什么人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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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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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word 2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274 word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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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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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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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worried 1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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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wow 1 n.极大的成功；一鸣惊人之举；魔兽世界(WorldofWarcraft)；失真 int.（表示极大的惊奇或钦佩）哇，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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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82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83 you 1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84 yourself 1 [jɔ:'self, juə-, jə-] pron.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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