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07 [Arts and Culture] Four-year-old Girl Became Piano
Player in One Year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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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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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7 adv 1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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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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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1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12 Alice 2 ['ælis] n.爱丽丝（女子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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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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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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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n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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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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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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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2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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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end 1 [ə'tend] vt.出席；上（大学等）；照料；招待；陪伴 vi.出席；致力于；照料；照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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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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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28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29 Beethoven 1 ['bei,təuvən] n.贝多芬（德国作曲家）

30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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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lack 1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33 bought 1 [bɔ:t] v.买（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4 brigitte 9 布丽奇特（女子名，Bridget的异体）

35 brown 1 [braun] adj.棕色的，褐色的；太阳晒黑的 vi.变成褐色 n.褐色，棕色 vt.使变成褐色 n.(Brown)人名；(英、意、芬、捷、
德、法、西、葡)布朗

36 Bryant 2 ['braiənt] n.布赖恩特（男子名，等于Brian）

37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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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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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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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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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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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arnegie 2 [ka:'negi] n.卡内基（姓氏）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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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hildren 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46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47 classes 2 [kla:siz] n.级别，阶级（class复数形式）

48 classical 1 ['klæsikəl] adj.古典的；经典的；传统的；第一流的 n.古典音乐

49 competition 3 [,kɔmpi'tiʃən] n.竞争；比赛，竞赛

50 concentration 1 [,kɔnsən'treiʃən] n.浓度；集中；浓缩；专心；集合

51 conferencing 1 ['kɔnfərənsiŋ] n.会议技术 v.开会（conference的现在分词）

52 Connecticut 1 n.美国康涅狄格州（位于美国东北部）

53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54 covid 2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55 credit 1 ['kredit] n.信用，信誉；[金融]贷款；学分；信任；声望 vt.相信，信任；把…归给，归功于；赞颂

56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57 curious 2 ['kjuəriəs] adj.好奇的，有求知欲的；古怪的；爱挑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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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delayed 1 [di'leid] adj.延时的；定时的 v.延迟（delay的过去式）

60 demonstrate 1 ['demənstreit] vt.证明；展示；论证 vi.示威

61 desi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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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directions 1 [dɪ'rekʃnz] n. 用法说明；方向；指令 名词direction的复数形式.

63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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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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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down 1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66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67 earned 1 ['ɜːnd] adj. 挣得的；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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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lite 1 [ei'li:t, i'li:t] n.精英；精华；中坚分子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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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72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73 eyes 1 n.眼睛（eye的复数） n.(Eyes)人名；(英)艾斯

74 father 1 ['fɑ:ðə] n.父亲，爸爸；神父；祖先；前辈 vt.发明，创立；当…的父亲

75 feet 1 ['fi:t, fi:t] n.脚（foot的复数形式）；尺；韵脚

76 felicia 2 [fi'lisiə] n.费利西亚（女子名）

77 Feng 1 n.冯（中文姓氏）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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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floor 1 [flɔ:] n.地板，地面；楼层；基底；议员席 vt.铺地板；打倒，击倒；（被困难）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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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for 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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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83 four 2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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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fun 2 [fʌn] n.乐趣；玩笑；有趣的人或事 adj.供娱乐用的 vi.开玩笑

86 gir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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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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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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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got 1 [gɔt] v.得到，明白（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Got)人名；(法)戈；(西、匈、瑞典)戈特

91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伯、
巴基)哈伊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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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hall 2 n.过道，门厅，走廊；会堂；食堂；学生宿舍；大厅，前厅；娱乐中心，会所 n.（土）哈勒（人名）；（德、波、丹、
芬、瑞典）哈尔（人名）；（英）霍尔（人名）；（法）阿尔（人名）

94 hammers 1 英 ['hæmə(r)] 美 ['hæmər] n. 锤；榔头 vi. 锤击；反复敲打 vt. 锤打；严厉批评

95 hands 1 n.[解剖]手（hand的复数） v.给，传递（hand的单三形式） n.(Hands)人名；(英)汉兹

96 hang 1 ['hæŋ] vt.悬挂，垂下；装饰；绞死；使悬而未决 vi.悬着，垂下；被绞死；悬而不决 n.悬挂；暂停，中止 n.(Hang)人名；
(罗)汉格；(东南亚国家华语)康；(老)汉；(柬)韩(用于名字第一节)，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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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happily 1 ['hæpili] adv.快乐地；幸福地；幸运地；恰当地

99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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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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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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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he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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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hi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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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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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hit 1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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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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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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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112 i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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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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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instrument 1 ['instrumənt, 'instrə-, -ment] n.仪器；工具；乐器；手段；器械

115 intere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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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international 2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117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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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j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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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keyboard 1 ['ki:bɔ:d] n.键盘 vt.键入；用键盘式排字机排字 vi.用键盘进行操作；作键盘式排字机排字

121 keys 2 n.（钢琴等的）键；[计]密钥（key的复数）；关键帧 v.键入；调整…的调子（key的三单形式） n.(Keys)人名；(英)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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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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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large 1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125 learn 2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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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lessons 3 ['lesn] n. 教训；课，功课，课业；榜样，典范 vt. 教训，告诫，训斥；给 ... 上课

128 leve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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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likes 1 n.好恶；爱好的事物 v.喜欢；愿意（lik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Likes)人名；(英)莱克斯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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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looked 1 [lʊkt]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32 loves 1 [lʌv] v. 爱；热爱；喜欢 n. 爱；热爱；爱情；恋爱；喜爱；情人；(网球)零分

133 lucky 1 ['lʌki] adj.幸运的；侥幸的

134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135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36 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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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138 met 1 [met] v.遇见（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et)人名；(瑞典)梅特

139 mind 1 [maind] n.理智，精神；意见；智力；记忆力 vt.介意；专心于；照料 vi.介意；注意

140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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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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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mother 2 ['mʌðə] n.母亲；大娘；女修道院院长 vt.生下；养育；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母亲的；出生地的

144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45 music 5 ['mju:zik] n.音乐，乐曲

146 musical 1 ['mju:zikəl] adj.音乐的；悦耳的 n.音乐片

147 nervous 1 ['nə:vəs] adj.神经的；紧张不安的；强健有力的

148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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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51 nicole 2 [ni'kəul] n.尼科尔（女子名，等于Nichole）

152 November 3 [nəu'vembə] n.十一月

153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54 observed 1 [əb'zɜːvd] adj. 被观察的，被观测的 v. 观察，观测（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

155 of 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56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57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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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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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ongoing 1 ['ɔn,gəuiŋ, 'ɔ:n-] adj.不间断的，进行的；前进的 n.前进；行为，举止

161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62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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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ordered 1 ['ɔ:dəd] adj.[数]有序的；整齐的；安排好的 v.命令；点餐（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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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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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passion 1 ['pæʃən] n.激情；热情；酷爱；盛怒

168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69 perform 2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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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piano 10 [pi'ænəu, pi'ɑ:-] n.钢琴 n.(Piano)人名；(法、意、葡)皮亚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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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place 1 [pleis] n.地方；住所；座位 vt.放置；任命；寄予 vi.名列前茅；取得名次 n.(Place)人名；(罗)普拉切；(法)普拉斯；(英)普
莱斯

174 pl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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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player 1 n.运动员，比赛者；游戏者，做游戏的人；演奏者，表演者；演员；播放器

176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177 pressing 1 ['presiŋ] n.压；冲压件 adj.紧迫的；迫切的；恳切的 v.压；按；熨烫衣物（press的ing形式） n.(Pressing)人名；(德)普
雷辛

178 prodigy 2 ['prɔdidʒi] n.奇迹，奇事；奇才；奇观；预兆

179 produces 1 英 [prə'djuːs] 美 [prə'duːs] v. 生产；引起；提出；制片；分娩 n. 产品；农产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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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prot 1 abbr.保护（protection）；量角器（protractor）；蛋白质纤维 n.(Prot)人名；(法)普罗；(俄、意)普罗特

182 read 1 [ri:d] vt.阅读；读懂，理解 vi.读；读起来 n.阅读；读物 adj.有学问的 n.(Read)人名；(英)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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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replied 1 [rɪ'plaɪd] adj. 已回复的 动词repl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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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respected 1 [ri'spektid] adj.受尊敬的 v.尊敬；重视（re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7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88 Ridgefield 1 n.里奇菲尔德(华盛顿州)

189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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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91 seat 1 [si:t] n.座位；所在地；职位 vt.使…坐下；可容纳…的；使就职

192 sh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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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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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shyly 2 ['ʃaili] adv.害羞地；羞怯地；胆怯地；小心地

195 signed 1 [saind] adj.有符号的；已签字的；有正负之分的 v.署名；写下；预示；示意（sign的过去分词）

196 sits 1 [sɪt] v. 坐；栖息；使就座 n. 坐；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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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sm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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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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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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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sonatina 1 [,sɔnə'ti:nə] n.小奏鸣曲

202 sound 1 [saund] vt.听（诊）；测量，测…深；使发声；试探；宣告 n.声音，语音；噪音；海峡；吵闹；听力范围；[医]探条 adj.
健全的，健康的；合理的；可靠的；有效彻底的 adv.彻底地，充分地 vi.听起来；发出声音；回响；测深

203 spiritedly 1 ['spiritidli] adv.活泼地；有精神地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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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steel 1 [sti:l] n.钢铁；钢制品；坚固 vt.钢化；使冷酷 adj.钢制的；钢铁业的；坚强的 n.(Steel)人名；(德)施特尔；(英)斯蒂尔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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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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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su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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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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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surprised 1 [sə'praizd] adj.感到惊讶的，出人意料的 v.使惊奇（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

210 talent 1 ['tælənt] n.才能；天才；天资

211 talented 1 ['tæləntid] adj.有才能的；多才的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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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Tao 2 [tau, dau, 'tɑ:əu] n.（中国道家的）道 n.(Tao)人名；(柬)道

214 teacher 3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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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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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the 2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18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19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20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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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23 tied 1 [taid] v.系（ti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系住的

224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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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26 uncomfortable 1 [,ʌn'kɔmfətəbl] adj.不舒服的；不安的

227 unusually 1 [ʌn'ju:ʒuəli] adv.非常；异乎寻常地；显著地

228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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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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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vide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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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32 watch 1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233 w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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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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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wears 1 英 [weə(r)] 美 [wer] v. 磨损；穿戴；使疲劳 n. 磨损；穿着；耐久性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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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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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239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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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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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wires 1 ['waɪəz] n. 金属丝；金属线；电线 n. 网格线 名词wire的复数形式.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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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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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XIE 2 契

247 yeah 2 [jεə] adv.是 int.是

248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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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251 you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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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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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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youngest 1 ['jʌŋgist] n.最小的儿子；年纪最小的人 adj.最年轻的

254 zhang 1 n. 张(中国姓氏)

255 zoom 1 n.急速上升；嗡嗡声；[摄]变焦摄影 vi.急速上升；摄像机移动 vt.使摄像机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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