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7-12 [Arts and Culture] Museum Show Celebrates 200 Years
of Cartoon Dog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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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nd 1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5 cartoon 11 [kɑ:'tu:n] n.卡通片，[电影]动画片；连环漫画 vt.为…画漫画 vi.画漫画

6 dog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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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from 1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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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show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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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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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 walker 7 ['wɔ:kə] n.步行者；散步者；参加竞走者 n.(Walker)人名；(德、西、芬、瑞典)瓦尔克；(英)沃克

13 comic 6 ['kɔmik] adj.喜剧的；滑稽的；有趣的 n.连环漫画；喜剧演员；滑稽人物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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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museum 6 [mju:'ziəm] n.博物馆

16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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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stor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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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strip 6 [strip] vt.剥夺；剥去；脱去衣服 n.带；条状；脱衣舞 vi.脱去衣服

19 t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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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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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cartoons 5 [kaː 'tuːnz] n. 卡通画；动画片 名词cartoon的复数形式.

22 known 5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23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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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Otto 5 ['ɔtəu] n.玫瑰油

25 s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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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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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8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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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his 4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30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31 shown 4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32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3 Anderson 3 ['ændəsn] n.安德森市（美国印第安纳州）；安德森（男子名）

34 bailey 3 ['beili] n.城壁，外栅；城堡外庭 n.(Bailey)人名；(英)贝利，贝莉(女名)；(葡)拜莱；(西)贝利

35 beetle 3 ['bi:tl] vi.急忙来回；突出 vt.用槌打 n.甲虫；大槌 n.(Beetle)人名；(英)比特尔

36 being 3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37 Brian 3 ['braiən] n.布莱恩（男子名）

38 cartoonist 3 [kɑ:'tu:nist] n.漫画家

39 m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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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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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40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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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there 3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43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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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we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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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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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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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appeared 2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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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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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boo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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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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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ame 2 [keim] v.come的过去式

54 charac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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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haracters 2 英 ['kærɪktəz] 美 ['kærɪktɚz] n. 人物；角色；特性；字符 名词character的复数形式.

56 creator 2 [kri'eitə] n.创造者；创建者

57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58 drawings 2 ['drɔː ɪŋz] n. 提取款 名词drawing的复数形式.

59 eating 2 ['i:tiŋ] adj.侵蚀的；可生食的；进餐用的 n.吃；食物 v.吃（eat的ing形式）

60 Geo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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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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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images 2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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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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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magazine 2 n.杂志；弹药库；胶卷盒

66 Marmaduke 2 n. 马默杜克(m

67 mort 2 [mɔ:t] n.许多；通知猎物已死的号角声 n.(Mort)人名；(法)莫尔；(英)莫特

68 movie 2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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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Ohio 2 [əu'haiəu] n.俄亥俄州（美国一个州）

71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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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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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sarge 2 [sɑ:dʒ] n.警官；军士；军士长

74 shand 2 n. 尚德

75 snoopy 2 ['snu:pi] adj.爱窥探的；爱管闲事的

76 spaghetti 2 [spə'geti] n.意大利式细面条 n.(Spaghetti)人名；(意)斯帕盖蒂

77 strips 2 n.条（strip的复数）；分割公债，本息拆离；简易机场 v.剥夺（stirp的三单形式）；剥光…的外皮；把…切成细条；剥
去；拿走

78 susan 2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79 t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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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81 think 2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82 throu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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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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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84 uniform 2 ['ju:nifɔ:m] adj.统一的；一致的；相同的；均衡的；始终如一的 n.制服 vt.使穿制服；使成一样

8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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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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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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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works 2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90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91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92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93 Adams 1 ['ædəmz] n.亚当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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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96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97 aim 1 vt.目的在于；引导；把…对准 vi.打算；对准目标；瞄准 n.目的；目标；对准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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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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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01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02 Anne 1 [æn] n.安妮（女子名）

103 annie 1 ['æni] n.安妮（女子名）

104 answers 1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105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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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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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art 1 n.（包括雕塑、绘画、音乐等的）艺术，美术；美术（作）品；艺品（作）品；（表演）艺术；技术，技巧； adj.艺术
的；艺术品的；具有艺术性的 v.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过时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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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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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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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Barry 1 ['bæri] n.巴里（男子名）

113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14 behaving 1 [bɪ'heɪv] v. 表现；行为；举止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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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billy 1 ['bili] n.棍棒，警棍；伙伴

117 blondie 1 ['blɔndi] n.白肤金发碧眼的人 n.(Blondie)人名；(法)布隆迪

118 bonnie 1 ['bɔni] adj.漂亮的 adv.极妙地 n.美女（等于bonny）

119 books 1 ['bʊks] n. 帐目；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

120 booth 1 [bu:ð, bu:θ] n.货摊；公用电话亭 n.(Booth)人名；(英)布思；(德、瑞典)博特

121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122 brad 1 [bræd] n.[建]曲头钉；角钉 vt.用无头钉固定 n.(Brad)人名；(英、罗)布拉德

123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124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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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食品罐头

126 canine 1 ['keinain] adj.犬的；犬齿的；犬科的；似犬的 n.犬；[解剖]犬齿 n.(Canine)人名；(英)卡奈因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27 cartooning 1 英 [kɑ 'ːtuːn] 美 [kɑ rː'tuːn] n. 卡通；漫画；草图 vt. 为 ... 画漫画

128 cats 1 [kæts] abbr.高级电视研究中心（CentreforAdvancedTelevisionStudies）；计算机自动测试系统
（ComputerAutomatedTestSystem）；通信和跟踪系统（CommunicationsandTrackingSystem）；综合分析试验系统
（ComprehensiveAnalyticalTestSystem） n.(Cats)人名；(荷)卡茨

129 celebrates 1 ['selɪbreɪt] v. 庆祝；庆贺；颂扬

130 centuries 1 ['sentʃərɪz] n. 世纪 名词century的复数形式.

131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32 Charles 1 [tʃɑ:lz] n.查尔斯（人名）

133 collected 1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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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Columbus 1 [kə'lʌmbəs] n.哥伦布（美国一座城市）；哥伦布（意大利航海家）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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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com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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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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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coordinator 1 [kəu'ɔ:dineitə] n.协调者；[自]协调器；同等的人或物

140 cruikshank 1 克鲁克香克

141 daisy 1 ['deizi] n.雏菊；菊科植物；极好的东西 adj.极好的；上等的

142 dave 1 [deiv] n.戴夫（男子名）

143 desk 1 [desk] n.办公桌；服务台；编辑部；（美）讲道台；乐谱架 adj.书桌的；桌上用的；伏案做的

144 detective 1 [di'tektiv] adj.侦探的 n.侦探

145 dick 1 n.阴茎 n.侦探 n.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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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dilbert 1 ['dilbə:t] n.呆伯特（卡通人物，身居斗室的生意圈里的平庸之辈）

148 discussion 1 [dis'kʌʃən] n.讨论，议论

149 Disney 1 ['dizni] n.迪斯尼（美国动画影片制作家及制片人）

150 donated 1 英 [dəʊ'neɪt] 美 ['doʊneɪt] v. 捐赠；捐献

151 drawing 1 ['drɔ:iŋ] n.图画；牵引；素描术 v.绘画；吸引（draw的ing形式）；拖曳

152 drozd 1 德罗兹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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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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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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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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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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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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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favorite 1 ['feivərit] n.幸运儿；喜欢的事物；特别喜欢的人 adj.最喜爱的；中意的；宠爱的 n.(Favorite)人名；(英)费沃里特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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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fit 1 ['fit] vt.安装；使……适应；使……合身；与……相符 vi.符合，配合；适合；合身 adj.健康的；合适的；恰当的；准备好的
n.合身；发作；痉挛 n.(Fit)人名；(捷、罗)菲特

162 flenniken 1 n. 弗伦尼肯

163 flour 1 ['flauə] n.面粉；粉状物质 vt.撒粉于；把…磨成粉 n.(Flour)人名；(法)弗卢尔

164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65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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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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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girl 1 n.女孩；姑娘，未婚女子；女职员，女演员；（男人的）女朋友 n.（捷）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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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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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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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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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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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historian 1 [his'tɔ:riən] n.历史学家

175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76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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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image 1 ['imidʒ] n.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vt.想象；反映；象征；作…的像 n.(Image)人名；(法)伊马热

179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80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1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82 interesting 1 [ˈɪntrɪstɪŋ，ˈɪntrəstɪŋ] adj.有趣的；引起兴趣的，令人关注的

183 Ireland 1 ['aiəland] n.爱尔兰

184 Italian 1 adj.意大利的；意大利语的；意大利文化的 n.意大利人；意大利语

185 joining 1 ['dʒɔiniŋ] n.连接；接缝；连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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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188 lady 1 ['leidi] n.女士，夫人；小姐；妻子

189 lampoon 1 [læm'pu:n] vt.讽刺 n.讽刺文章

190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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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legged 1 ['legid, legd] adj.有腿的 v.奔走；用脚移动或推动（leg的过去分词）

193 library 1 ['laibrəri] n.图书馆，藏书室；文库

194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95 lips 1 [lips] n.嘴唇（lip的复数） v.用嘴唇接触；轻轻说出（lip的三单形式） n.(Lips)人名；(德、法、荷)利普斯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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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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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looks 1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199 love 1 [lʌv] n.恋爱；亲爱的；酷爱；喜爱的事物 vt.喜欢；热爱；爱慕 vi.爱 n.(Love)人名；(英)洛夫

200 lynda 1 琳达（女子名）

201 magazines 1 ['mæɡəziː nz] 杂志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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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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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mistake 1 [mi'steik] n.错误；误会；过失 vt.弄错；误解 vi.弄错；误解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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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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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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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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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mugg 1 [mʌg] n. <美俚>没能耐的拳击家； 无赖； 恶棍

210 nam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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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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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newspaper 1 ['nju:s,peipə, 'nju:z-] n.报纸 报社 旧报纸

213 newspapers 1 [njuːz'peɪpəs] n. 报纸 名词newspaper的复数形式.

214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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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216 oldest 1 ['əuldist] adj.最老的（old的最高级）；最旧的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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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organizer 1 ['ɔ:gənaizə] n.组织者；承办单位；[生物]组织导体

219 orphan 1 ['ɔ:fən] adj.孤儿的；无双亲的 n.孤儿 vt.使成孤儿

220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21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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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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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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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paperwork 1 ['peipə,wə:k] n.文书工作

226 pasta 1 ['pɑ:stɑ:, 'pæs-] n.意大利面食；面团 n.(Pasta)人名；(英、意)帕斯塔

227 peanuts 1 n. 花生；小数目；少量的钱 名词peanut的复数形式.

228 personalities 1 [ˌpɜːsə'nælɪtɪz] n. 人格；个性；名人 名词personality的复数形式.

229 personality 1 [,pə:sə'næləti] n.个性；品格；名人

230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231 please 1 [pli:z] vt.使喜欢；使高兴，使满意 vi.讨人喜欢；令人高兴 int.请（礼貌用语）

232 presentation 1 n.展示；描述，陈述；介绍；赠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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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235 qualities 1 [统计] 质

236 raining 1 ['reɪnɪŋ] adj. 下雨的 动词rain的现在分词形式.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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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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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regularly 1 ['regjələli] adv.定期地；有规律地；整齐地；匀称地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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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reprint 1 [,ri:'print, 'ri:print] vt.再版；重印 n.重印；翻版

242 restaurant 1 ['restərɔŋ, -rɔnt, -rənt] n.餐馆；[经]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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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ad 1 [sæd] adj.难过的；悲哀的，令人悲痛的；凄惨的，阴郁的（形容颜色）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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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sandy 1 ['sændi] adj.沙地的；多沙的；含沙的 n.(Sandy)人名；(法、喀、罗、西、英)桑迪(教名Alasdair、Alastair、Alexander、
Alister、Elshender的昵称)

247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48 Schulz 1 n.(Schulz)人名；(英、德、挪、捷、葡、瑞典、法)舒尔茨

249 Scott 1 [skɔt] n.斯科特（男子名）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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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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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hary 1 n. 舍里(在沙特阿拉伯；东经 43º29' 北纬 27º14')

253 shouts 1 [ʃaʊt] v. 呼喊；高声呼叫 n. 呼喊；大声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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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56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257 son 1 [sʌn] n.儿子；孩子（对年轻人的称呼）；男性后裔 n.(Son)人名；(土、老、柬)松；(法、罗)索恩；(日)存(名)；(日)孙
(姓)；(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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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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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tingy 1 ['stindʒi] adj.吝啬的，小气的；有刺的；缺乏的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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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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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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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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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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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Tracy 1 ['treisi] n.特蕾西（女子名）

268 tramp 1 [træmp] vi.流浪；践踏，踩；脚步沉重地行走 n.流浪者；沉重的脚步声；徒步旅行 vt.践踏，踩；走过

269 trots 1 英 [trɒt] 美 [trɑ tː] n. 疾走；慢跑；老太婆；现成译本 （复数）trots:腹泻（与the连用）. v. 小跑；快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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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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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us 1 pron.我们

274 valuable 1 ['væljuəbl]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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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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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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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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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wearing 1 [wεə riŋ, wεərŋ, 'wεəriŋ] adj.磨损的；穿用的；令人疲倦的 v.穿着；磨损（wear的ing形式） n.(Wearing)人名；(英)韦尔林

280 weather 1 ['weðə] n.天气；气象；气候；处境 vt.经受住；使风化；侵蚀；使受风吹雨打 vi.风化；受侵蚀；经受风雨 adj.露天
的；迎风的 n.(Weather)人名；(英)韦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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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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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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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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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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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Yorker 1 ['jɔ:kə] n.（板球）击球棒下面通过的球

288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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