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11 [Arts and Culture] Today's Teens in No Hurry to Start
Driving 词频表词频表

1 in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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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o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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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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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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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1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h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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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cars 12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8 people 10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9 of 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0 car 8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11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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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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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them 8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14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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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driving 7 ['draiviŋ] adj.强劲的；推进的；精力旺盛的 n.驾驶；操纵 v.驾驶（drive的ing形式）

16 ha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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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his 7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8 thei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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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youn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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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mo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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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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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b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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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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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license 5 ['laisəns] n.执照，许可证；特许 vt.许可；特许；发许可证给

25 mak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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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7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8 you 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9 d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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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drive 4 [draiv] vi.开车；猛击；飞跑 vt.推动，发动（机器等）；驾驶（马车，汽车等）；驱赶 n.驱动器；驾车；[心理]内驱力，
推进力；快车道

31 driv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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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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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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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ju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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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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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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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percent 4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37 today 4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38 wa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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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40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41 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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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among 3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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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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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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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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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lership 3 ['di:ləʃip] n.代理权；代理商；经销权

48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49 get 3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50 getting 3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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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intere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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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kleis 3 克莱斯

54 li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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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lo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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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Newman 3 ['nju:mən] n.纽曼（男子名）

57 old 3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58 Robinson 3 ['rɔbinsn] n.罗宾逊（男子名）

59 s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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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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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still 3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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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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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transportation 3 [,trænspə'teiʃən,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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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w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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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where 3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68 who 3 pron.谁；什么人

69 Wilson 3 ['wilsən] n.威尔逊（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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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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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advance 2 [əd'vɑ:ns, əd'væns] n.发展；前进；增长；预付款 vt.提出；预付；使……前进；将……提前 vi.前进；进展；上涨 adj.预先
的；先行的

73 America 2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74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75 appealing 2 [ə'pi:liŋ] adj.吸引人的；动人的；引起兴趣的；恳求似的 v.恳求（appeal的ing形式）；将…上诉

76 Ashley 2 n.艾希莉（人名）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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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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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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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believes 2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80 between 2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81 business 2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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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c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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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causing 2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85 connected 2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86 connectivity 2 n.[数]连通性 n.互联互通

87 d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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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department 2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89 document 2 n.文件，公文；[计]文档；证件 vt.记录，记载

90 does 2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91 dropped 2 [drɒpt] v. 降下(减少；划线；停止；除去)

92 etc 2 adv.等等，及其他

93 everything 2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94 f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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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fingertips 2 ['fɪŋɡətɪps] 指尖

96 go 2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97 great 2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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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00 industry 2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01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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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jersey 2 ['dʒə:zi] n.运动衫，毛线衫 n.(Jersey)人名；(英)泽西；(德)耶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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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05 legal 2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106 life 2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07 making 2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108 management 2 ['mænidʒmənt] n.管理；管理人员；管理部门；操纵；经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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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mark 2 n.标志；马克；符号；痕迹；分数 vi.作记号 vt..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n..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111 mu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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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music 2 ['mju:zik] n.音乐，乐曲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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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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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number 2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116 olds 2 n.老者（old的复数形式）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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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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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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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publ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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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rushbrook 2 n. 拉什布鲁克

122 scary 2 adj.（事物）可怕的；恐怖的；吓人的；（人）提心吊胆的；引起惊慌的；胆小的

123 screen 2 [skri:n] n.屏，幕；屏风 vt.筛；拍摄；放映；掩蔽 vi.拍电影 n.(Screen)人名；(英)斯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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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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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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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stressful 2 ['stresful] adj.紧张的；有压力的

127 Thompson 2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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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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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us 2 pron.我们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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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vehicle 2 ['viː 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133 vehicles 2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134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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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36 worried 2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137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138 accidents 1 ['æksɪdənts] 事故

139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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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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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143 adults 1 [æ'dʌlts] n. 成年人；成年动物；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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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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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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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anxious 1 ['ænkʃəs] adj.焦虑的；担忧的；渴望的；急切的

148 aren 1 阿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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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attends 1 [ə'tend] v. 出席；参加；照料；注意；专心于

151 automobile 1 n.汽车 vt.驾驶汽车 [过去式automobiled过去分词automobiled现在分词automobiling]

152 automotive 1 [,ɔ:təu'məutiv] adj.汽车的；自动的

153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154 avoiding 1 [ə'vɔɪd] vt. 避免；逃避；[律]使无效；撤销

155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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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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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159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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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born 1 [bɔ:n] v.出世（bear的过去分词） adj.天生的 n.(Born)人名；(柬)邦；(英、西、俄、捷、德、瑞典、匈)博恩

162 Boston 1 ['bɔstən] n.波士顿（美国城市）

163 bring 1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164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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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card 1 [kɑ:d] n.卡片；纸牌；明信片 vt.记于卡片上 n.(Card)人名；(英)卡德

167 carmaker 1 ['kɑ:,meikə] n.汽车制造商

168 celeste 1 [si'lest] n.天蓝色；风琴之音节栓 adj.天蓝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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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choices 1 ['tʃɔɪsɪs] n.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

170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171 cleaning 1 ['kli:niŋ] n.清洗；清除；去污；大败 v.清洁（clean的ing形式）

172 cole 1 [kəul] n.油菜

173 Colorado 1 [,kʌlə'rɑ:dəu] n.（美）科罗拉多；（美）科罗拉多河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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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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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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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competitions 1 竞赛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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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continued 1 [kən'tinju:d] adj.继续的；持久的 v.继续；逗留；维持原状（continue的过去分词）

180 controlling 1 [kən'trəuliŋ] n.控制 v.控制；管理（control的ing形式）；验证

181 costly 1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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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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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decisions 1 [dɪ'sɪʒn] n. 决定；决心；判决

185 decreased 1 [dɪ'kriː s] v. 减少；减小；降低 n. 减少；降低

186 delaying 1 [dɪ'leɪ] v. 耽搁；推迟；延误 n. 耽搁；延期；推迟

187 deliver 1 [di'livə] vt.交付；发表；递送；释放；给予（打击）；给…接生 vi.实现；传送；履行；投递 n.投球

188 depends 1 [dɪ'pend] vi. 依赖；依靠；取决于

189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0 describes 1 [dɪ'skraɪb] vt. 描述；说成；形容；画(尤指几何图形)

191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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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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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drivable 1 ['draivəbl] adj.可驱使的，可行驶的

196 drivers 1 [d'raɪvəz] n. 驱动器；驱动程序；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

197 drop 1 [drɔp] vt.滴；使降低；使终止；随口漏出 vi.下降；终止 n.滴；落下；空投；微量；滴剂

198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199 easy 1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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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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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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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njoy 1 [in'dʒɔi] vt.欣赏，享受；喜爱；使过得快活

204 enjoying 1 [end'ʒɔɪɪŋ] v. 享受，享有（动词enjoy的现在进行式）

205 environmentally 1 [en,vairən'mentli] adv.有关环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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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208 exactly 1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209 extension 1 [ik'stenʃən] n.延长；延期；扩大；伸展；电话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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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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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fear 1 [fiə] n.害怕；恐惧；敬畏；担心 vt.害怕；敬畏；为…担心 vi.害怕；敬畏；为…担心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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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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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215 feels 1 [fiː l] v. 感觉；觉得；触摸；摸起来；认为；摸索 n. 感觉；触觉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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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fixing 1 ['fiksiŋ] n.固定；安装；设备；修理 v.固定（fix的现在分词）

218 ford 1 n.浅滩；Ford：福特汽车公司 vi.涉水而过 vt.涉过；徒涉

219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220 friendly 1 ['frendli] adj.友好的；亲切的；支持的；融洽的，和睦的 adv.友善地；温和地 n.(Friendly)人名；(英)弗兰德利

221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222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223 game 1 [geim] n.游戏；比赛 adj.勇敢的 vi.赌博 n.(Game)人名；(英)盖姆；(法)加姆；(西)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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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226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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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global 1 ['gləubəl] adj.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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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god 1 [gɔd] n.神；（大写首字母时）上帝 vt.膜拜，崇拜 n.(God)人名；(索、阿拉伯)古德

231 grandparents 1 ['grændpeərənts] n. 外祖父母；祖父母

232 guy 1 [gai] n.男人，家伙 vt.嘲弄，取笑 vi.逃跑 n.(Guy)人名；(西)吉；(法)居伊；(英)盖伊

233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234 har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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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235 hate 1 [heit] vt.憎恨；厌恶；遗憾 vi.仇恨 n.憎恨；反感 n.(Hate)人名；(法)阿特

236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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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herself 1 [hə:'self] pron.她自己（she的反身代词）；她亲自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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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highway 1 ['haiwei] n.公路，大路；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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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hurry 1 n.匆忙，急忙 v.仓促（做某事）；催促；（朝某方向）迅速移动；迅速处理 n.（英）赫里（人名）

243 identify 1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244 idiom 1 ['idiəm] n.成语，习语；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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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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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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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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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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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iphone 1 ['aɪfon] n. 美国苹果公司2007年夏天推出的智能手机；据称选用iPhone作为手机名称是为了利用苹果Mp3播放器iPod在国
际的知名度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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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kat 1 [kɑ:t] n.阿拉伯茶（等于khat） n.(Kat)人名；(中)吉(广东话·威妥玛)

253 keeps 1 ['kiː ps] n. 生计；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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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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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knows 1 英 [nəʊ] 美 [noʊ] v. 了解；知道；认识 n. 知情

257 learns 1 英 [lɜːn] 美 [lɜ rːn] v. 学会；学习；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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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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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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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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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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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local 1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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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265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266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267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268 lots 1 [lɔts] n.大量，许多；一堆；命运（lot的复数） adv.很，非常 v.抽签；分组；把（土地）划分成块（lot的三单形式）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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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market 1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271 Massachusetts 1 [,mæsə'tʃu:sits] n.马萨诸塞州（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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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motor 1 ['məutə] n.发动机，马达；汽车 adj.汽车的；机动的 vi.乘汽车 vt.以汽车载运

274 motors 1 [mɒtərs] n. 马达；电动机；汽车公司证券 名词motor的复数形式.

275 motorsports 1 [məʊtəs'pɔː ts] n. 摩托车运动

276 nascar 1 abbr.全国运动汽车竞赛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ofStockCarAutoRacing）

277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278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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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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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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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operate 1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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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85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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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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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owned 1 [əund] v.拥有；承认（own的过去分词） adj.自身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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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291 performance 1 n.性能；绩效；表演；执行；表现

292 permission 1 [pə'miʃən] n.允许，许可

293 permits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294 plan 1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295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96 product 1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297 races 1 abbr.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国内应急通信业务(=Radio Amateur Civil Emergency Service)

298 raised 1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299 rare 1 adj.稀有的；稀薄的；半熟的 adj.杰出的；极度的；非常好的 adv.非常；极其 vi.用后腿站起；渴望

300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301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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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repairs 1 [rɪ'peəz] n. 修理工作 名词repair的复数形式.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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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responsibility 1 [ri.spɔnsə'biliti] n.责任，职责；义务

305 reuss 1 n. 罗伊斯

306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307 Ryan 1 瑞恩；瑞安（人名）

308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309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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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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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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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seek 1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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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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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sells 1 [sel] v. 出售；卖

317 senses 1 [[sens] n. 感觉；意义；判断力 名词sense的复数形式.

318 shand 1 n. 尚德

319 sharply 1 ['ʃa:pli] adv.急剧地；锐利地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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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simply 1 ['simpli] adv.简单地；仅仅；简直；朴素地；坦白地

322 sixteen 1 ['siks'ti:n] adj.十六的，十六个的 num.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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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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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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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specified 1 ['spesɪfaɪd] adj. 指定的；规定的；详细说明的

327 sports 1 n.运动；运动会（sport的复数）；（报纸）体育版面；突变；娱乐 adj.运动的；适用于运动的 v.娱乐；戏弄（sport的
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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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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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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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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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staying 1 英 ['steɪɪŋ] 美 ['steɪŋ] n. 拉线(撑；刚性结合)；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

333 stress 1 [stres] n.压力；强调；紧张；重要性；重读 vt.强调；使紧张；加压力于；用重音读 n.(Stress)人名；(意)斯特雷斯

334 student 1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335 studying 1 ['stʌdi] n. 研究；学习；学科；书房；(绘画或文学)习作；练习曲；沉思；记忆力…的人；台词记得…的人 v. 研究；
学习；读书；仔细观察；努力

336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337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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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340 teen 1 [ti:n] n.青少年（等于teenager）；愤怒；悲哀 adj.十几岁的（等于teenaged）

341 teenager 1 ['ti:n,eidʒə] n.十几岁的青少年；十三岁到十九岁的少年

342 teenagers 1 ['tiː nˌeɪdʒəz] n. 青少年 名词teenager的复数形式.

343 teens 1 ['ti:nz] n.十多岁，十几岁；青少年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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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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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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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48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49 train 1 [trein] n.火车；行列；长队；裙裾 v.培养；训练；瞄准 n.(Train)人名；(英)特雷恩；(法)特兰；(意)特拉因

350 tried 1 adj.可靠的；试验过的 v.尝试，审问，审理，审讯，审判（try的过去分词）

351 trust 1 ['trʌst] n.信任，信赖；责任；托拉斯 vt.信任，信赖；盼望；赊卖给 vi.信任，信赖；依靠 n.(Trust)人名；(英)特拉斯特

352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353 twenty 1 ['twenti] n.二十；二十年代 num.二十 adj.二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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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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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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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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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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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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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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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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