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7-04 [Words and Their Stories] It's Time for Your 'Day in the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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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pted 1 [ək'septid] adj.公认的；录取的；可接受的；已承兑的 v.接受（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3 achieved 1 [ə'tʃiː vd] adj. 获得的；达到的；实现的 动词achie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 achievement 1 n.成就；完成；达到；成绩

5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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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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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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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0 ambitious 2 [æm'biʃəs] adj.野心勃勃的；有雄心的；热望的；炫耀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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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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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4 an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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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y 1 ['ændi] n.安迪（男子名，等于Andrew）

16 angry 1 ['æŋgri] adj.生气的；愤怒的；狂暴的；（伤口等）发炎的

17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18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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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0 artist 1 ['ɑ:tist] n.艺术家；美术家（尤指画家）；大师

21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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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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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b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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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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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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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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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rief 1 [bri:f] adj.简短的，简洁的；短暂的，草率的 n.摘要，简报；概要，诉书 vt.简报，摘要；作…的提要 n.(Brief)人名；(英)布
里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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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ning 1 ['bə:niŋ] adj.燃烧的；强烈的；发热的 n.燃烧 vi.燃烧（burn的现在分词）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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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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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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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cago 1 [ʃi'kɑ:gəu] n.芝加哥（美国中西部城市）

36 clara 1 ['klεərə] n.克拉拉（女子名）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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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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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onversation 2 n.交谈，会话；社交；交往，交际；会谈；（人与计算机的）人机对话

42 couple 1 ['kʌpl] n.对；夫妇；数个 vi.结合；成婚 vt.结合；连接；连合 n.(Couple)人名；(法)库普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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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da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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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degree 1 [di'gri:] n.程度，等级；度；学位；阶层

46 desi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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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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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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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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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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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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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54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55 everyone 2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56 example 2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57 examples 1 [ɪɡ'zɑːmplz] n.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

58 excellence 1 ['eksələns] n.优秀；美德；长处

59 explain 1 [ik'splein] v.说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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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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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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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f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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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fame 1 [feim] n.名声，名望；传闻，传说 vt.使闻名，使有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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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famously 1 ['feiməsli] adv.著名地；极好地

67 feel 2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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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fortune 1 ['fɔ:tʃən, -tʃu:n] n.财富；命运；运气 vt.给予财富 vi.偶然发生 n.(Fortune)人名；(英)福琼；(法)福蒂纳

71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72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73 funny 1 adj.有趣的，好笑的，滑稽的；（口）稀奇的，古怪的，奇异的；有病的，不舒服的；狡猾的，欺骗（性）的，可疑
的，不光明 n.滑稽人物；笑话，有趣的故事；滑稽连环漫画栏；（英）（比赛用）单人双桨小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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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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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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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go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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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greatest 1 ['greɪtɪst] adj. 最大的 形容词great的最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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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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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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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har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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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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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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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hav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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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having 2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86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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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hear 2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88 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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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hey 1 [hei] int.喂！（引起注意等）；你好！（表示问候） n.干草（等于hay） n.(Hey)人名；(法)埃；(柬)海；(德、英)海伊

90 heyday 2 ['heidei] n.全盛期 int.嘿！（表喜悦或惊奇等）

91 highest 2 ['haiist] adj.最高的

92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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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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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97 i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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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informal 1 adj.非正式的；不拘礼节的；随便的；通俗的；日常使用的

99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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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102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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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jealous 2 ['dʒeləs] adj.妒忌的；猜疑的；唯恐失去的；戒备的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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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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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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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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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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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leve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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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12 light 2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113 lines 1 [laɪnz] n. (剧本中的)台词；诗歌；线条；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

114 listeners 1 ['lɪsnəz] n. 听众

115 l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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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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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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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matteo 2 n. 马泰奥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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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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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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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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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m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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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minutes 2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125 moment 6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126 moments 2 英 ['məʊmənt] 美 ['moʊmənt] n. 片刻 名词moment的复数形式.

127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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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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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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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music 1 ['mju:zik] n.音乐，乐曲

132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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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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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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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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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now 4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39 object 1 ['ɔbdʒikt, -dʒekt, əb'dʒekt] n.目标；物体；客体；宾语 vt.提出…作为反对的理由 vi.反对；拒绝

140 of 2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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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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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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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or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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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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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otherwise 1 adv.否则；另外；在其他方面 adj.另外的；其他方面的；原本，本来 conj.其他；如果不；然后

148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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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outdoors 1 ['aut'dɔ:z] adv.在户外 n.户外 adj.户外的（等于outdoor）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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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泰)巴；(法)帕尔

152 peak 2 [pi:k] n.山峰；最高点；顶点；帽舌 vt.使达到最高点；使竖起 vi.消瘦；到达最高点；变憔悴 adj.最高的；最大值的 n.
(Peak)人名；(英)皮克

153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54 perio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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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periods 2 ['pɪrɪədz] n.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

156 per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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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pinnacle 2 ['pinəkl] n.高峰；小尖塔；尖峰；极点 vt.造小尖塔；置于尖顶上；置于高处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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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popular 3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160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161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162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63 producer 1 [prəu'dju:sə] n.制作人，制片人；生产者；发生器

164 proper 1 ['prɔpə] adj.适当的；本身的；特有的；正派的 adv.完全地 n.(Proper)人名；(英、德)普罗珀

165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166 quantity 1 ['kwɔntəti] n.量，数量；大量；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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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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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ray 1 n.射线；光线；【鱼类】鳐形目(Rajiformes)鱼 vt.放射；显出 vi.放射光线；浮现

169 rays 1 [reɪz] n. 射线 名词ray的复数形式.

170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171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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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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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175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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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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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shand 1 n. 尚德

178 sharing 1 英 ['ʃeərɪŋ] 美 ['ʃerɪŋ] n. 共享；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

179 s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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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shine 1 vi.发出光；反射光，闪耀；出类拔萃，表现突出；露出；照耀；显露；出众 vt.照射，擦亮；把…的光投向；（口）通
过擦拭使…变得有光泽或光 n.光亮，光泽；好天气；擦亮；晴天；擦皮鞋；鬼把戏或诡计 n.（英）夏因（人名）；（日）
新荣（人名）

181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182 shorter 1 ['ʃɔ:tə] adj.较短的；更短的；更矮的（short的比较级） n.(Shorter)人名；(英)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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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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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186 simply 2 ['simpli] adv.简单地；仅仅；简直；朴素地；坦白地

187 sky 1 [skai] n.天空；顶点 vt.把…投向空中；把…挂得过高 vi.踢或击高空球；把桨叶翘得过高；飞涨 n.(Sky)人名；(英)斯凯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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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s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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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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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sometimes 3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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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specify 1 ['spesəfai, -si-] vt.指定；详细说明；列举；把…列入说明书

195 spend 1 [spend] vt.度过，消磨（时光）；花费；浪费；用尽 vi.花钱；用尽，耗尽 n.预算

196 spending 1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197 spotlight 3 n.聚光灯；反光灯；公众注意的中心 vt.聚光照明；使公众注意 n.（Spotlight）聚焦

198 star 1 [stɑ:] n.星，恒星；明星；星形物 vt.用星号标于；由…主演，由…担任主角 vi.担任主角 adj.明星的，主角的；星形的 n.
(Star)人名；(瑞典)斯塔尔；(德)施塔尔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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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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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strongest 1 英 [strɒŋɡɪst] 美 [strɔː ŋɡɪst] adj. 最强壮的 形容词strong的最高级.

202 success 4 [sək'ses] n.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203 successful 8 [sək'sesful] 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204 sun 16 [sʌn] n.太阳 vt.使晒 vi.晒太阳 n.(Sun)人名；(中)孙(普通话·威妥玛)；(柬)孙；(缅)素；(土)松

205 sunburned 1 ['sʌnbə:nd] adj.晒黑的；日灼的 v.晒伤（sunburn的过去分词）；晒黑

206 sunlight 1 ['sʌnlait] n.日光 n.(Sunlight)人名；(英)森莱特

207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08 synonyms 1 ['sɪnənɪmz] n. 同义 名词synonym的复数形式.

209 talk 2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210 terms 1 [tə:mz] n.地位，关系；[法]条款；术语；措辞；价钱（term的复数形式） v.把…称为（term的三单形式）

211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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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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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the 3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14 thei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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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16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17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18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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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thi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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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22 throw 1 [θrəu] vt.投；抛；掷 vi.抛；投掷 n.投掷；冒险

223 tik 1 季克

224 tim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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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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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today 2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227 Tok 1 abbr.知识转让（TransferofKnowledge）；知识理论（TheoryofKnowledge） n.(Tok)人名；(阿拉伯)图克；(土)托克；(东南
亚国家华语)卓

228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29 unhappy 1 [,ʌn'hæpi] adj.不快乐的；不幸福的；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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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us 1 pron.我们

232 usage 1 ['ju:zidʒ] n.使用；用法；惯例

233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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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35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36 ve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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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vice 1 [vais] n.恶习；缺点；[机]老虎钳；卖淫 prep.代替 vt.钳住 adj.副的；代替的 n.(Vice)人名；(塞)维采

238 videos 1 英 ['vɪdiəʊ] 美 ['vɪdioʊ] n. 录像；视频 v. 录制电视节目 adj. 视频的；录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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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Warhol 1 沃霍尔 n.(Warhol)人名；(英)沃霍尔

241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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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w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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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welcome 1 ['welkəm] adj.受欢迎的 n.欢迎 vt.欢迎 int.欢迎 n.(Welcome)人名；(英)韦尔科姆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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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whe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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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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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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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with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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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wonderful 1 adj.极好的，精彩的，绝妙的；奇妙的；美妙；胜；神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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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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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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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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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58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59 you 10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60 you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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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your 7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262 YouTube 1 英 ['ju tːjuːb] 美 ['ju tːuːb] n.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

263 zenith 2 ['zeniθ, 'zi:-] n.顶峰；顶点；最高点 n.(Zenith)人名；(英)齐尼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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