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7-06 [Arts and Culture] Older Women Are the Fresh Faces of
South Korean Influen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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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or 1 ['æktə] n.男演员；行动者；作用物

3 ad 1 [,ei 'di:] n.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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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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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ds 1 abbr. (=Automatic Data Set)自动数据设备

7 advertising 2 ['ædvətaiziŋ] n.广告；广告业；登广告 adj.广告的；广告业的 v.公告；为…做广告（advertise的ing形式）

8 advice 1 [əd'vais] n.建议；忠告；劝告；通知

9 age 2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扬
(姓)；(西、荷)阿赫

10 alcoholic 1 [,ælkə'hɔlik] adj.酒精的，含酒精的 n.酒鬼，酗酒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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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3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4 an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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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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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17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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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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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20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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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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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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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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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eer 5 [biə] n.啤酒 vi.喝啤酒 n.(Beer)人名；(法、德、俄、罗、捷、瑞典)贝尔；(英、西、南非)[纺]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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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et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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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ook 1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30 brewery 1 ['bruəri] n.啤酒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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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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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called 1 [kɔː l] vt. 呼叫；打电话；把 ...称为 n. 打电话；访问；召唤；呼叫；把 ... 看作 vi. 呼叫；(短暂的)拜访

34 campaign 1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35 celebrities 1 [sə'lebrəti] n. 名人；名誉；社会名流

36 celebrity 1 [si'lebrəti] n.名人；名声

37 cen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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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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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hannel 3 vt.引导，开导；形成河道 n.通道；频道；沟渠；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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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haracter 1 ['kærəktə] n.性格，品质；特性；角色；[计]字符 vt.印，刻；使具有特征 n.(Character)人名；(英)克拉克特

41 characters 1 英 ['kærɪktəz] 美 ['kærɪktɚz] n. 人物；角色；特性；字符 名词charact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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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ombination 1 [,kɔmbi'neiʃən] n.结合；组合；联合；[化学]化合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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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46 cooking 1 n.烹饪 adj.烹调的 v.烹调；筹划（cook的ing形式）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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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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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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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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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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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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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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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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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ntertainment 4 [,entə'teinmənt] n.娱乐；消遣；款待

59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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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faces 2 ['feɪsɪz] n.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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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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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fans 1 [fæns] n. 狂热者；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

65 farm 1 [fɑ:m] vi.种田，务农；经营农场 n.农场；农家；畜牧场 vt.养殖；耕种；佃出（土地）

66 female 2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67 film 2 [film] n.电影；薄膜；胶卷；轻烟 vt.在…上覆以薄膜；把…拍成电影 vi.摄制电影；生薄膜；变得朦胧

68 films 1 [fɪlm] n. 电影；薄膜；胶卷 vt. 把 ... 拍成电影；给 ... 覆上一薄层；拍照片 vi. 变朦胧；拍摄电影

69 firm 1 ['fə:m] adj.坚定的；牢固的；严格的；结实的 vt.使坚定；使牢固 vi.变坚实；变稳固 adv.稳固地 n.公司；商号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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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flavored 1 ['fleivə] n.情味，风味；香料；滋味 vt.加味于

72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73 followers 1 英 ['fɔː ləʊəz] 美 ['fɔː loʊəz] n. 追随者 名词follower的复数形式.

74 follows 1 ['fɒləʊz] n. 跟随；遵照 名词follow的复数形式.

75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6 fresh 1 [freʃ] adj.新鲜的；清新的；淡水的；无经验的 n.开始；新生；泛滥 adv.刚刚，才；最新地

77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78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79 front 1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80 gain 1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81 gender 1 ['dʒendə] n.性；性别；性交 vt.生（过去式gendered，过去分词gendered，现在分词gendering，第三人称单数genders，形
容词genderless）

82 generation 4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83 gotten 1 ['gɔtən] v.得到；达到（ge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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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gourmet 1 ['guəmei] n.美食家 菜肴精美的

85 grandma 2 ['grændmɑ:] n.奶奶；外婆

86 grandmother 1 ['grænd,mʌðə] n.祖母；女祖先 vt.当…的祖母 vi.当祖母

87 grandmothers 2 n.（外）祖母( grandmother的名词复数 )

88 Gregory 2 ['gregəri] n.格雷戈里（男子名，古代罗马教皇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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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hand 1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91 harmoni 1 哈尔莫尼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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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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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healthy 1 ['helθi] adj.健康的，健全的；有益于健康的

95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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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helps 1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98 h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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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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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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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hops 1 [hɒps] n. 啤酒花 名词hop的复数形式.

102 housewives 1 ['hauswaivz] n.家庭主妇（housewife的复数）

103 idiom 1 ['idiəm] n.成语，习语；土话

104 i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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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industry 2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06 influenced 1 ['ɪnfluəns] v. 影响；感染；<美俚>在(饮料)中加烈酒 n. 影响力；影响；权势；势力；有影响的人(或事物)

107 influencers 3 影响者

108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09 intere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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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interested 1 ['intristid, 'intər-] adj.感兴趣的；有权益的；有成见的 v.使…感兴趣（interest的过去分词）

111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2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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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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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jang 1 n.战斗报

115 Jung 1 n.荣格（姓氏）

116 Kim 3 [kim] n.金姆（人名）

117 Korea 1 [kə'riə] n.韩国；朝鲜

118 Korean 11 [kə'riən] adj.韩国人的；韩国语的；朝鲜人的；朝鲜语的 n.韩国人；韩国语；朝鲜人；朝鲜语

119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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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22 lifestyle 2 ['laifstail] n.生活方式 保健的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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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125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26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127 ll 1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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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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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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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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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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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133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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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maker 1 ['meikə] n.制造者；造物主；出期票人 n.(Maker)人名；(英)马克尔

135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136 male 1 [meil] adj.男性的；雄性的；有力的 n.男人；雄性动物 n.(Male)人名；(柬)马尔；(意、西、塞)马莱；(英)梅尔

137 malt 1 [mɔ:lt] n.麦芽；麦芽酒 adj.麦芽的；含麦芽的，用麦芽作的 vt.用麦芽处理 n.(Malt)人名；(俄)马尔特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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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media 3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40 millennial 1 [mi'leniəl] adj.一千年的；千禧年的

141 million 1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142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143 mothers 1 英 ['mʌðə(r)] 美 ['mʌðər] n. 母亲；妈妈 adj. 母亲的；母体的；本源的 vt. 生育；像母亲一样关爱

144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145 moves 1 [muːv] n.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

146 movie 1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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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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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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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ninety 1 ['nainti] n.九十 adj.九十的；九十岁的 num.九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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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53 no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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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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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offer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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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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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OK 1 ['əu'kei, ,əu'kei, 'əukei] adj.好的；不错的 adv.行；很好 int.好；可以 vt.对…表示同意 n.同意

158 old 4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59 Older 6 ['əʊldər] adj. 年长的

160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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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once 2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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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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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onto 1 ['ɔntu, -tə] prep.在…之上；对…了解；映射到…上 adj.映射的；自身的；映成的

165 opinions 1 n.意见；评价（opinion的复数）；舆论

166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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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oriental 1 [,ɔ:ri'entəl, ,əu-] adj.东方的；东方人的 n.东方人

168 Oscar 2 ['ɔskə] n.（美）奥斯卡金像奖；钱；奥斯卡（男子名）

169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70 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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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park 5 [pɑ:k] n.公园；[交]停车场 vt.停放；放置；寄存 vi.停放车辆 n.(Park)人名；(英、芬、瑞典)帕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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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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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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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175 past 2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176 people 7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77 pers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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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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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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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popular 2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181 popularity 1 [,pɔpju'lærəti] n.普及，流行；名气；受大众欢迎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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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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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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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products 1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186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187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88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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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rural 1 ['ruərəl] adj.农村的，乡下的；田园的，有乡村风味的

191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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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sale 1 [seil] n.销售；出售；拍卖；销售额；廉价出售 n.(Sale)人名；(意、塞、瑞典)萨莱；(英、萨摩)塞尔；(法)萨尔

193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94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195 self 1 [self] n.自己，自我；本质；私心 adj.同一的 vt.使自花授精；使近亲繁殖 vi.自花授精 n.(Self)人名；(英)塞尔夫

196 series 3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197 sh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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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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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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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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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social 3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03 socialize 1 ['səuʃəlaiz] vt.使社会化；使社会主义化；使适应社会生活 vi.交际；参与社交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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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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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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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sook 1 [su:k] n.胆小鬼；露天市场（等于souk）

208 south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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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spokesperson 1 ['spəuks,pə:sən] n.发言人；代言人

210 stachel 2 n. 施塔赫尔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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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饰

212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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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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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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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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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success 1 [sək'ses] n.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217 suggests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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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television 2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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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t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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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the 3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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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25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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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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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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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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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t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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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32 traditional 1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233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234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235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36 unseen 1 [,ʌn'si:n] adj.看不见的，未看见的；未经预习的 n.（事前未看过原文的）即席翻译

237 unusualness 1 [ʌn'juːʒuəl] adj. 异常的；独特的；与众不同的

238 upon 2 [ə'pɔn] prep.根据；接近；在…之上

239 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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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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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usual 1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242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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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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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46 wassup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啦？近来如何？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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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were 3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49 who 3 pron.谁；什么人

250 win 1 vt.赢得；在…中获胜 vi.赢；获胜；成功 n.赢；胜利 n.(Win)人名；(德、荷、缅)温；(英)温(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

251 winner 1 ['winə] n.胜利者 n.(Winner)人名；(英、德、瑞典)温纳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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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254 women 6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255 wor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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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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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58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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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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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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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youn 5 云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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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younger 1 ['jʌŋə, 'jʌŋgə] n.年纪较小者；幼辈 adj.较年轻的 n.(Younger)人名；(英)扬格

265 YouTube 3 英 ['ju tːjuːb] 美 ['ju tːuːb] n.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

266 yuh 1 n.(Yuh)人名; (朝)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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