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7-17 [Arts and Culture] Britney Spears Wins Court Battle to
Hire Her Own Lawyer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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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use 1 [ə'bju:z, ə'bju:s] n.滥用；虐待；辱骂；弊端；恶习，陋习 vt.滥用；虐待；辱骂 n.(Abuse)人名；(英)阿比斯

3 accuses 1 [ə'kjuːz] v. 谴责；控告；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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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6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7 adv 1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8 advised 1 [əd'vaizd] adj.考虑过的；细想过的 v.建议（advise的过去分词）；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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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1 agreement 1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12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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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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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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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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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ngeles 2 ['ændʒələs] n.安杰利斯（姓氏）；天使城（菲律宾地名）

19 ano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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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nybody 1 ['eni,bɔdi] pron.任何人 n.重要人物

21 appoint 1 [ə'pɔint] vt.任命；指定；约定 vi.任命；委派

22 appointed 1 [ə'pɔintid] adj.约定的，指定的 v.任命；指定；约定时间，地点（appoint的过去分词形式）

23 approve 1 [ə'pru:v] vt.批准；赞成；为…提供证据 vi.批准；赞成；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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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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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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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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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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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asic 1 ['beisik] adj.基本的；基础的 n.基础；要素

30 battle 1 ['bætl] n.战役；斗争 vi.斗争；作战 vt.与…作战 n.(Battle)人名；(英)巴特尔；(法)巴特勒；(西)巴特莱

31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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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egan 2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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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eliefs 2 n.信仰；信�（belief的复数）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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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irth 1 [bɑ:θ] n.出生；血统，出身；起源

38 brenda 1 ['brendə] n.布伦达（女子名）

39 Britney 10 布里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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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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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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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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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alifornia 2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44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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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46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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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re 4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48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49 Caty 2 卡蒂

50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51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52 charged 1 [tʃɑ:dʒd] adj.带电的；充满感情的；气氛紧张的 vt.填充

53 cheered 2 [tʃiəd] 欢呼，动词che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4 choices 1 ['tʃɔɪsɪs] n.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

55 choosing 1 v.选择；决定（choose的ing形式）

56 claims 2 [kleɪm] n. 要求；要求权；主张；断言；声称；要求物 vt. 要求；请求；主张；声称；断言

57 coffee 1 ['kɔfi] n.咖啡；咖啡豆；咖啡色 n.(Coffee)人名；(英)科菲

58 collaboratively 2 [kə'læbərətivli] adv.合作地；协作地

59 comfort 2 ['kʌmfət] n.安慰；舒适；安慰者 vt.安慰；使（痛苦等）缓和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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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62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63 conservator 2 ['kɔnsə:veitə] n.保护者；管理员

64 conservators 2 n.保护者，（博物馆的）管理员，（公共福利的）监督官( conservator的名词复数 )

65 conservatorship 9 n.英国管理委员的职位

66 control 3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67 cooperation 1 [kəu,ɔpə'reiʃən] n.合作，协作；[劳经]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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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ourt 16 [kɔ:t] n.法院；球场；朝廷；奉承 vt.招致（失败、危险等）；向…献殷勤；设法获得 vi.求爱 n.(Court)人名；(英)考特；
(法)库尔

70 courthouse 2 ['kɔ:t,haus] n.法院；（美）县政府所在地

71 cried 1 [kraid] v.哭泣；喊叫（cry的过去分词）

72 crime 1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73 cruel 1 [英 ['kru:əl] 美 [ˈkruəl]] adj.残酷的，残忍的；使人痛苦的，让人受难的；无情的，严酷的

74 cry 1 [krai] vt.叫喊；哭出；大声说 n.叫喊；叫声；口号；呼叫 vi.哭；叫；喊

75 dad 1 [dæd] n.爸爸；爹爹 n.(Dad)人名；(孟、巴基、阿富)达德；(泰)达

76 daughter 2 ['dɔ:tə] n.女儿；[遗][农学]子代 adj.女儿的；子代的

77 dealing 1 ['di:liŋ] n.交易；行为

78 decision 3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79 decisions 1 [dɪ'sɪʒn] n. 决定；决心；判决

80 defendant 1 [di'fendənt] adj.辩护的；为自己辩护的 n.被告

81 deny 1 [di'nai] vt.否定，否认；拒绝给予；拒绝…的要求 vi.否认；拒绝

82 described 2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3 details 1 n.细节（detail的复数）；详细资料 v.详细说明（detail的三单形式）

84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85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86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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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directly 1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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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dog 1 [dɔg, dɔ:g] n.狗；丑女人；卑鄙的人；(俚)朋友 vt.跟踪；尾随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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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driver 1 [draivə] n.驾驶员；驱动程序；起子；传动器 n.(Driver)人名；(德)德里弗；(英)德赖弗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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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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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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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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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motional 1 [i'məuʃənəl] adj.情绪的；易激动的；感动人的

97 employ 2 [im'plɔi] vt.使用，采用；雇用；使忙于，使从事于 n.使用；雇用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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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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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stablished 1 [i'stæbliʃt] adj.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

101 evaluation 1 [i,vælju'eiʃən] n.评价；[审计]评估；估价；求值

102 evaluations 1 [ɪvælj'ʊeɪʃnz] 评价

103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104 everybody 1 ['evri,bədi] pron.每个人；人人

105 evidentiary 1 [,evi'denʃəri] adj.证据的

106 examination 1 [ig,zæmi'neiʃən] n.考试；检查；查问

107 examined 1 [ɪg'zæmɪnd] adj. 检查过的；诊察过的；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8 expressed 1 [ɪk'spres] n. 快车；快递；专使 adj. 明确的；急速的；直接的 adv. 用快递 vt. 表达；表示；挤压出；快递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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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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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fast 1 [fɑ:st, fæst] adj.快速的，迅速的；紧的，稳固的 adv.迅速地；紧紧地；彻底地 vi.禁食，斋戒 n.斋戒；绝食 n.(Fast)人名；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112 father 5 ['fɑ:ðə] n.父亲，爸爸；神父；祖先；前辈 vt.发明，创立；当…的父亲

113 Federal 1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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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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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17 financial 1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118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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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for 1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21 force 1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122 forced 1 adj.被迫的；强迫的；用力的；不自然的 v.强迫（force的过去式）

123 former 1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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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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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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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128 go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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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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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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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guardian 2 ['gɑ:diən] n.[法]监护人，保护人；守护者 adj.守护的 n.(Guardian)人名；(西)瓜尔迪安

132 guardianship 1 ['gɑ:diən,ʃip] n.监护；监护人的责任

133 ha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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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hair 1 [hεə] n.头发；毛发；些微 vt.除去…的毛发 vi.生长毛发；形成毛状纤维 adj.毛发的；护理毛发的；用毛发制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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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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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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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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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140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41 hearing 6 ['hiəriŋ] n.听力；审讯，听讯 v.听见（hear的ing形式） n.(Hearing)人名；(英)希尔林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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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her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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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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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hire 3 [haiə] n.雇用，租用；租金，工钱 vt.雇用；出租 vi.雇用，租用；受雇

146 his 5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47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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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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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illness 1 ['ilnis] n.病；疾病

151 immediately 2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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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54 incorrect 1 [,inkə'rekt] adj.错误的，不正确的；不适当的；不真实的

155 intelligence 1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156 interests 2 ['ɪntrəst] n. 兴趣；嗜好；利息；股份 v. 使…感兴趣

157 invasive 1 [in'veisiv] adj.侵略性的；攻击性的

158 investigate 1 [in'vestigeit] v.调查；研究

159 involv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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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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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2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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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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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jamie 5 n.杰米（男子名）

165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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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jodi 1 n.(Jodi)人名；(德、意)约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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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judge 6 [dʒʌdʒ] vt.判断；审判 n.法官；裁判员 vi.审判；判决 n.(Judge)人名；(英)贾奇

170 judged 1 [dʒʌdʒ] n. 法官；裁判 v. 断定；判断；审判

171 June 1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172 kill 1 [kil] vt.杀死；扼杀；使终止；抵消 vi.杀死 n.杀戮；屠杀 adj.致命的；致死的 n.(Kill)人名；(德)基尔

173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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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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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law 2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177 lawyer 6 ['lɔ:jə] n.律师；法学家 n.(Lawyer)人名；(英)劳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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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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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181 legal 1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182 legally 1 ['li:gəli] adv.合法地；法律上

183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184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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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Los 2 [lɔ:s] abbr.视线（LineofSight）；月球轨道航天器（LunarOrbiterSpacecraft） n.(Los)人名；(匈)洛什；(俄、西、瑞典、塞、
英)洛斯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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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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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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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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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mathew 1 n.马修（男子名）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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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medical 2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194 medications 1 [medɪ'keɪʃnz] 药物

195 mental 3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196 millionth 1 ['miljənθ] n.百万分之一；第一百万 adj.百万分之一的；第一百万的

197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98 Montgomery 3 [mənt'gʌməri] n.蒙哥马利（姓氏）；蒙哥马利（英国郡名）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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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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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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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music 1 ['mju:zik] n.音乐，乐曲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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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necessary 1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205 needs 2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206 not 6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07 of 1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08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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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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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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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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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opposing 1 英 [ə'pəʊzɪŋ] 美 [ə'poʊzɪŋ] adj. 反作用的；反向的；相反的；对立的 动词oppose的现在分词.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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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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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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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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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outside 2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218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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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overworked 1 英 [ˌəʊvə'wɜːkt] 美 [ˌoʊvər'wɜ rːkt] adj. 工作过度的；过分劳累的 动词over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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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pain 1 [pein] n.疼痛；努力 vt.使…痛苦；使…烦恼 vi.感到疼痛；引起疼痛 n.(Pain)人名；(意)帕因；(俄)派因；(法)潘；(英)佩因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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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penny 2 ['peni] n.（美）分；便士

224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25 permission 1 [pə'miʃən] n.允许，许可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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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phone 1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228 physical 2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229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0 pop 2 [pɔp] n.流行音乐；汽水；砰然声；枪击 vi.突然出现；爆开；射击；瞪大；发出爆裂声 vt.取出；开枪打；抛出；突然伸
出；突然行动 adj.流行的；通俗的；热门的 adv.突然；砰地 abbr.邮局协议（postofficeprotocol） n.(Pop)人名；(罗、捷、塞)波
普

231 position 2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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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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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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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professional 1 [prə'feʃənəl] adj.专业的；职业的；职业性的 n.专业人员；职业运动员

237 promising 1 ['prɔmisiŋ]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v.许诺，答应（promise的现在分词形式）

238 prosecutor 2 ['prɔsikju:tə] n.检察官；公诉人；[法]起诉人；实行者

239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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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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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question 2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243 questioned 1 ['kwestʃən] n. 问题；疑问 v. 询问；怀疑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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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46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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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249 removal 1 [ri'mu:vəl] n.免职；移动；排除；搬迁

250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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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reporter 1 [ri'pɔ:tə] n.记者

253 represent 1 [,repri'zent] vt.代表；表现；描绘；回忆；再赠送 vi.代表；提出异议

254 representation 1 [,reprizen'teiʃən] n.代表；表现；表示法；陈述

255 requests 1 [rɪ'kwest] n. 请求；要求 vt. 请求；要求

256 resign 2 [ri'zain] vt.辞职；放弃；委托；使听从 vi.辞职 n.辞去职务

257 responsible 1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258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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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Robbins 1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260 rosengart 6 罗森加特

261 ruled 1 [ru lː] n. 规则；条例；习惯；统治；直尺 v. 支配；统治；画直线

262 sai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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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64 secret 1 ['si:krit] n.秘密；秘诀；机密 adj.秘密的；机密的 n.(Secret)人名；(法)塞克雷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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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267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68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69 sh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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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should 3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71 sickness 1 ['siknis] n.疾病；呕吐；弊病

272 sides 1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273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74 singer 1 ['siŋə] n.歌手，歌唱家 n.(Singer)人名；(英、德、瑞典、塞、罗、捷、葡、土)辛格；(法)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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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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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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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someone 3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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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pears 24 [spɪə] n. 叶片；幼芽；幼苗；矛；枪；梭镖；渔叉 名词spear的复数形式.

281 spoke 4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282 sta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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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st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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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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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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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strange 1 [streindʒ] adj.奇怪的；陌生的；外行的 adv.奇怪地；陌生地，冷淡地 n.(Strange)人名；(英)斯特兰奇；(瑞典、塞)斯特
朗格

288 strongly 1 ['strɔŋli, 'strɔ:ŋ-] adv.强有力地；坚强地；激烈地；气味浓地

289 stupid 1 ['stju:pid, 'stu:-] adj.愚蠢的；麻木的；乏味的 n.傻瓜，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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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superior 1 [sju:'piriə, sju:pə-] adj.上级的；优秀的，出众的；高傲的 n.上级，长官；优胜者，高手；长者

292 supporters 1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293 surrendered 1 英 [sə'rendə(r)] 美 [sə'rendər] v. 投降；屈服；放弃 n. 投降；屈服；放弃

294 take 1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295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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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talks 1 ['tɔː ks] 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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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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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testimony 2 ['testiməni] n.[法]证词，证言；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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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tests 1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302 th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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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the 4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04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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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therapy 2 ['θerəpi] n.治疗，疗法

307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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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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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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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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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thoughtful 1 ['θɔ:tful] adj.深思的；体贴的；关切的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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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316 to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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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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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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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told 4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20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21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22 toward 1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英)特沃德

323 treatment 1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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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truth 1 [tru:θ] n.真理；事实；诚实；实质

326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327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28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329 undergo 1 [,ʌndə'gəu] vt.经历，经受；忍受

330 unwell 1 [,ʌn'wel] adj.不舒服的；生病的

331 upset 1 vt.使心烦；颠覆；扰乱 vi.翻倒 adj.心烦的；混乱的；弄翻的 n.混乱；翻倒；颠覆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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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value 1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334 Vivian 1 ['viviən] n.维维安（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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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waited 1 [weɪt] v. 等；等待 n. 等待；等候

337 walked 1 [wɔː k] v. 步行；陪...走；散步；偷走；走过 n. 步行；散步；人行道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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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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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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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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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weaver 2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344 Wednesday 2 ['wenzdi; -dei] n.星期三

345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346 w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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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348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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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51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52 wide 1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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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wins 1 视窗网际网路名称服务

355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56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57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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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work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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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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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would 6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61 wright 3 [rait] n.制作者；工人

362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63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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