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28 [Arts and Culture] Students, Teachers Worry about the
Future of Music in Afghanistan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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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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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2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and 2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6 h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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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ic 17 ['mju:zik] n.音乐，乐曲

8 school 16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9 his 13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0 was 1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1 sarma 12 n. 萨尔马

12 Afghanistan 10 [æf'gænistæn] n.阿富汗（国家名称，位于亚洲）

13 from 9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4 i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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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6 taliban 8 n. 塔利班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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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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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students 7 [st'juːdnts] 学生

20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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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who 6 pron.谁；什么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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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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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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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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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Kabul 5 ['kɑ:bəl; kə'bu:l] n.喀布尔（阿富汗的首都）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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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wi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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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fter 4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31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2 Australia 4 [ɔ'streiljə] n.澳大利亚，澳洲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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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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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institute 4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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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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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orchestra 4 ['ɔ:kistrə, -kes-] n.管弦乐队；乐队演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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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thei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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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w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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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world 4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42 Afghan 3 ['æfgæn] n.阿富汗语；阿富汗人 adj.阿富汗人的；阿富汗的

43 bac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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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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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fano 3 法诺 n.(Fano)人名；(英、法、意、西)法诺

46 fir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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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future 3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48 hi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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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h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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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instruments 3 ['ɪnstrəmənt] n. 仪器；乐器；工具；器械 v. 用器械（或仪器）装备；向…提交文书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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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m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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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peaceful 3 ['pi:sful] adj.和平的，爱好和平的；平静的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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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teachers 3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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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ve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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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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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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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61 admitted 2 [əd'mitid] adj.公认的；被承认了的 v.承认（admit的过去分词）

62 afghans 2 n. 阿富汗人

63 ahmad 2 阿哈默德(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中的名称)

64 amazing 2 [ə'meiziŋ] adj.令人惊异的 v.使吃惊（amaze的ing形式）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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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br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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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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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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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hewing 2 [t'ʃu ɪːŋ] n. 咀嚼 动词chew的现在分词.

70 children 2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71 composer 2 [kəm'pəuzə] n.作曲家；作家，著作者；设计者

72 continue 2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73 coun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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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degree 2 [di'gri:] n.程度，等级；度；学位；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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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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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door 2 [dɔ:] n.门；家，户；门口；通道 n.(Door)人名；(英)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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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faculty 2 ['fækəlti] n.科，系；能力；全体教员

80 fearful 2 ['fiəful] adj.可怕的；担心的；严重的

81 gave 2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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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German 2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83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84 gum 2 [gʌm] n.口香糖；树胶；橡皮 vt.用胶粘，涂以树胶；使…有粘性 n.(Gum)人名；(英)古姆

85 hopeful 2 ['həupful]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n.有希望成功的人

86 increased 2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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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89 kids 2 [kɪd] n. 小孩；年轻人；小山羊；小山羊皮制品 vi. (山羊等)下崽；捉弄 vt. 开玩笑；哄骗；嘲弄 adj. 较年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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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lef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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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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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musical 2 ['mju:zikəl] adj.音乐的；悦耳的 n.音乐片

94 musicians 2 [mju:'zɪʃənz] n. 音乐家（musician的复数）；乐师

95 next 2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96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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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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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100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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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started 2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2 stations 2 ['steɪʃn] n. 站；火车站；电视台；社会地位；牧羊场；驻地；岗位 v. 驻扎；安置

103 st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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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stopped 2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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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student 2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107 surprise 2 [sə'praiz] n.惊奇，诧异；突然袭击 vt.使惊奇；奇袭 adj.令人惊讶的

108 takeover 2 ['teik,əuvə] n.接管；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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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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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tour 2 [tuə] n.旅游，旅行；巡回演出 vt.旅行，在……旅游；在……作巡回演出 vi.旅行，旅游；作巡回演出 n.(Tour)人名；(瑞
典)托尔；(英)图尔

112 you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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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youth 2 n.青年；青春；年轻；青少年时期 n.(Youth)《芳华》（电影名）

114 accused 1 [ə'kju:zd] n.被告 adj.被控告的 v.指责；控告（accus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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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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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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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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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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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aimed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21 allow 1 [ə'lau] vt.允许；给予；认可 vi.容许；考虑

122 allowed 1 adj.允许，容许的 v.允许；认可（allow的过去分词）

123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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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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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appearances 1 [ə'piərənsɪz] n. 出现；外表；表面迹象 名词appearanc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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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artistic 1 [ɑ:'tistik] adj.艺术的；风雅的；有美感的

129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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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31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132 asking 1 ['ɑ:skiŋ] n.请求 v.问（ask的现在分词）

133 asylum 1 [ə'sailəm] n.庇护；收容所，救济院

134 attack 1 [ə'tæk] n.攻击；抨击；疾病发作 vt.攻击；抨击；动手干 vi.攻击；腐蚀 n.(Attack)人名；(瑞典)阿塔克

135 attending 1 adj.（医生）主治的 v.参加（attend的现在分词）；注意，听；照顾；[常用被动语态]（作为结果、情况）伴随

136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137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38 ban 1 [bæn] vt.禁止，取缔 n.禁令，禁忌 n.(Ban)人名；(日)蕃(名)；(缅、老、柬)班；(东南亚国家华语)万；(法)邦；(中)饼(广东
话·威妥玛)；(德、塞、罗、阿拉伯)巴恩；(英)班恩

139 bank 1 [bæŋk] n.银行；岸；浅滩；储库 vt.将…存入银行；倾斜转弯 vi.堆积；倾斜转弯 n.(Bank)人名；(英、德、俄)班克；(法、
匈)邦克

140 banned 1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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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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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144 believes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145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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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bomb 1 [bɔm] vt.轰炸，投弹于 vi.轰炸，投弹；失败 n.炸弹

148 bombing 1 ['bɔmiŋ] n.[军]轰炸，[军]投弹 v.轰击；引爆炸弹（bomb的ing形式）

149 broadcasting 1 ['brɔ:d,kɑ:stiŋ, -,kæstiŋ] n.播放；广播节目 v.广播（broadcast的ing形式）

150 buys 1 [baɪ] vt. 购买；买；获得；收买；<俚>相信 vi. 买 n. 购买；便宜货

151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152 candy 1 ['kændi] vt.用糖煮；使结晶为砂糖；美化 vi.糖煮；成为结晶 n.糖果（等于sweets）；冰糖（等于
sugarcandy，rockcandy）；毒品 adj.新潮的（服饰）；甜言蜜语的

153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54 capital 1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155 caught 1 [kɔ:t] v.捕捉（catch的过去分词）

156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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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9 chew 1 [tʃu:] n.咀嚼；咀嚼物 vt.嚼碎，咀嚼 vi.细想，深思 n.(Chew)人名；(英)丘

160 civil 1 ['sivəl] adj.公民的；民间的；文职的；有礼貌的；根据民法的 n.(Civil)人名；(土)吉维尔；(法)西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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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
除；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163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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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166 competitions 1 竞赛

167 concert 1 [kən'sə:t, 'kɔnsə:t] n.音乐会；一致；和谐 vt.使协调；协同安排 vi.协调；协力 adj.音乐会用的；在音乐会上演出的

168 conductor 1 [kən'dʌktə] n.导体；售票员；领导者；管理人

169 corrupting 1 [kə'rʌpt] adj. 腐败的；堕落的；讹误的 vt. 贿赂；使恶化；使腐烂 vi. 腐败；腐烂

170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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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culture 1 ['kʌltʃə] n.文化，文明；修养；栽培 vt.[细胞][微]培养（等于cultivate）

172 danger 1 ['deindʒə] n.危险；危险物，威胁 n.(Danger)人名；(法)当热

173 disappear 1 [,disə'piə] vi.消失；失踪；不复存在 vt.使…不存在；使…消失

174 doctoral 1 ['dɔktərəl] adj.博士的；博士学位的；有博士学位的 n.博士论文

175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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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dreaming 1 ['dri:miŋ] adj.有梦想的 v.做梦（dream的ing形式）

178 Dreams 1 [driː mθ] n. 梦想 名词dream的复数形式.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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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ar 1 [iə] n.耳朵；穗；听觉；倾听 vi.（美俚）听见；抽穗 n.(Ear)人名；(柬)伊

181 earn 1 [ə:n] vt.赚，赚得；获得，挣得；使得到；博得 n.(Earn)人名；(泰)炎

182 earning 1 n.收入；所赚的钱 v.赚得(earn的现在分词)；挣钱；生（利）；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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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85 elham 1 伊尔哈姆

186 enemies 1 ['enəmɪz] n. 敌人；敌军；有害物（名词enemy的复数形式）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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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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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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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192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193 except 1 [ik'sept] vt.不计；把…除外 vi.反对 prep.除…之外 conj.除了；要不是

194 exploded 1 [ik'spləudid] adj.爆炸了的；分解的；被破除的 v.爆炸（explode的过去分词）

195 explosion 1 n.爆炸；爆发；激增 n.（Explosion）《引爆者》（一部中国动作、犯罪电影）。

196 fade 1 [feid, fad] vi.褪色；凋谢；逐渐消失 vt.使褪色 adj.平淡的；乏味的 n.[电影][电视]淡出；[电影][电视]淡入 n.(Fade)人名；
(法)法德

197 fading 1 ['feidiŋ] n.褪色；衰退；凋谢 v.使衰落（fade的ing形式）；褪色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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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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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fears 1 英 [fɪə(r)] 美 [fɪr] n. 担心；害怕；恐惧；【中药学】相畏 v. 害怕；担心；恐惧

201 female 1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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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204 fighters 1 歼击机

205 foreign 1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206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207 founded 1 [faʊnd] v. 建立；创立；创办；熔铸；找到，发现（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8 French 1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209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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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girls 1 ['ɡɜ lːz] n.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

212 g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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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goddess 1 ['gɔdis] n.女神，受崇拜的女性

214 gone 1 [gɔn] adj.离去的；死去的；用光的 v.去（go的过去分词）

215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216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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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governments 1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218 gradually 1 ['grædjuəli] adv.逐步地；渐渐地

219 graduate 1 ['grædʒuət, -eit, 'grædjueit, -dʒu-] vt.授予…学位；分等级；标上刻度 vi.毕业；渐变 n.研究生；毕业生 adj.毕业的；研究生
的

220 gre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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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guitars 1 n. 吉他（guitar的复数） v. 弹吉他（guitar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22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223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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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happy 1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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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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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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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hearing 1 ['hiəriŋ] n.听力；审讯，听讯 v.听见（hear的ing形式） n.(Hearing)人名；(英)希尔林

230 heartbroken 1 ['hɑ:t,brəukən] adj.悲伤的，伤心的

231 help 1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232 hiding 1 ['haidiŋ] n.隐匿；躲藏处；殴打 n.(Hiding)人名；(瑞典)希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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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himself 1 [him'self] pron.他自己；他亲自，他本人

235 holds 1 英 [həʊldz] 美 [hoʊldz] n. 货舱；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

236 holiday 1 ['hɔlədi] n.假日；节日；休息日 vi.外出度假 n.(Holiday)人名；(英)霍利迪

237 homes 1 英 [həʊm] 美 [hoʊm] n. 家；家庭；收容所；栖息地；发源地 adv. 在家；回家；在国内；回国；正中目标 adj. 家用的；国
内的；总部的；（比赛）主场的 v. 提供住处；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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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imagined 1 [ɪ'mædʒɪn] vt. 想像；设想；料想；猜想；认为 vi. 想像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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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242 injured 1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243 internation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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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Islamic 1 [iz'læmik] adj.穆斯林的；伊斯兰教的

245 Italy 1 ['itəli] n.意大利（欧洲南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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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joy 1 [dʒɔi] n.欢乐，快乐；乐趣；高兴 vi.欣喜，欢喜 vt.高兴，使快乐

248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249 ju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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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karam 1 n. 卡拉姆

251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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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last 1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持，够用；持久 vt.度过，拖过；使维持 adv.最后地；上次，最近；最后一点 n.(Last)人名；(英、德、葡、罗、瑞典)拉斯特

254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255 learned 1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256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57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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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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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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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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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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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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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Manhattan 1 [mæn'hætən; mən-] n.曼哈顿岛（美国的一个区）

264 marched 1 英 [mɑ tːʃ] 美 [mɑ rːtʃ] n. 行军；行进；游行示威；稳步前进；进行曲 v. 行进；前进；进发；使同行；游行示威 March n.
三月

265 master 1 ['mɑ:stə, 'mæstə] vt.控制；精通；征服 n.硕士；主人；大师；教师 adj.主人的；主要的；熟练的 n.(Master)人名；(英)马斯
特

266 Melbourne 1 ['melbən] n.墨尔本（澳大利亚一座城市）

267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268 merchant 1 ['mə:tʃənt] n.商人，批发商；店主 adj.商业的，商人的 n.(Merchant)人名；(英)麦钱特

269 merchants 1 ['mɜ tːʃənts] 商人

270 metal 1 ['metəl] n.金属；合金 vt.以金属覆盖 adj.金属制的 n.(Metal)人名；(捷)梅塔尔；(瑞典)梅塔尔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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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mobile 1 adj.可移动的；机动的；易变的；非固定的 n.移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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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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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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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musicology 1 [,mju:zi'kɔlədʒi] n.音乐学；音乐理论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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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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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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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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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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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numerous 1 ['nju:mərəs] adj.许多的，很多的

283 oboes 1 n.欧巴，双簧管( oboe的名词复数 )

284 occur 1 [ə'kə:] vi.发生；出现；存在

285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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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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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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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290 order 1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291 orders 1 英 ['ɔː də(r)] 美 ['ɔː rdər] n. 顺序；条理；订单；命令；秩序；阶层；[生]目；点的东西 v. 命令；定购；调整；整理；点餐；
预定，订货

292 owe 1 [əu] vt.欠；感激；应给予；应该把……归功于 vi.欠钱 n.(Owe)人名；(瑞典、挪)奥弗

293 parents 1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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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96 perfect 1 ['pə:fikt, pə'fekt] adj.完美的；最好的；精通的 vt.使完美；使熟练 n.完成式 n.(Perfect)人名；(英)珀费克特

297 performances 1 [pə'fɔː mənsɪz] 性能

298 performed 1 英 [pə'fɔː m] 美 [pər'fɔː rm] v. 执行；履行；表演；运转；举行

299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300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301 Persian 1 猫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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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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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phones 1 英 [fəʊn] 美 [foʊn] n. 电话；电话机；听筒；耳机；[语]音素 v. 打电话 suf. 表示“声音”或“说 ... 语言的人”

304 piano 1 [pi'ænəu, pi'ɑ:-] n.钢琴 n.(Piano)人名；(法、意、葡)皮亚诺

305 pianos 1 英 [pɪ'ænəʊ] 美 [pi'ɑnoʊ] n. 钢琴 adj. 轻柔的 adv. 轻柔地

306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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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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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Poland 1 ['pəulənd] n.波兰（欧洲国家）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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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private 1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313 prized 1 [praɪz] n. 奖品；奖金；奖赏 vt. 珍视；估价 adj. 奖品的；得奖的；一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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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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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317 publish 1 ['pʌbliʃ] vt.出版；发表；公布 vi.出版；发行；刊印

318 quick 1 [kwik] n.核心；伤口的嫩肉 adj.快的；迅速的，敏捷的；灵敏的 adv.迅速地，快 n.(Quick)人名；(英、德、瑞典、芬)奎
克

319 radio 1 ['reidiəu] n.收音机；无线电广播设备 vi.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用无线电发送 n.(Radio)人名；(西)拉迪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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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received 1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322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323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324 remove 1 [ri'mu:v] vt.移动，迁移；开除；调动 vi.移动，迁移；搬家 n.移动；距离；搬家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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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327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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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resist 1 [ri'zist] vi.抵抗，抗拒；忍耐 vt.抵抗；忍耐，忍住 n.[助剂]抗蚀剂；防染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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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332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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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ringing 1 ['riŋiŋ] adj.响亮的；明白的 n.铃声 v.响（ring的ing形式）

335 rise 1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336 run 1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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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sarod 1 [sə'rəud] n.萨罗达琴（古代印度北方的一种拨弦乐器，等于saroda，sarode）

339 searching 1 ['sə:tʃiŋ] adj.搜索的；透彻的 n.搜索 v.搜索（search的ing形式）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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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sells 1 [sel] v. 出售；卖

342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343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344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345 shocked 1 adj. 震惊的 动词sho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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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side 1 [said] n.方面；侧面；旁边 vi.支持；赞助；偏袒 adj.旁的，侧的 vt.同意，支持 n.(Side)人名；(英)赛德

347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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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sitar 1 ['sitɑ:, si'tɑ:] n.西他；锡塔尔琴（印度的一种大弦弹拨乐器） n.(Sitar)人名；(塞)西塔尔

350 society 1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351 soft 1 [sɔft, sɔ:ft] adj.软的，柔软的；温柔的，温和的；软弱的；笨的 adv.柔软地；温和地 n.柔性；柔软的东西；柔软部分

352 sold 1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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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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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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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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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songs 1 ['sɒŋz] n.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

358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359 sought 1 [sɔ:t] v.寻找（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60 speaking 1 ['spi:kiŋ] adj.演讲的；富于表情的，雄辩的 n.说话；演讲 v.讲（speak的ing形式）

361 spending 1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362 sponsors 1 英 ['spɒnsə(r)] 美 ['spɑːnsər] n. 保证人；赞助者；发起者；主办者 v. 发起；赞助；倡议

363 staff 1 [stɑ:f, stæf] n.职员；参谋；棒；支撑 adj.职员的；行政工作的 vt.供给人员；给…配备职员 vi.雇用工作人员 n.(Staff)人名；
(德、匈)施塔夫；(瑞典、英)斯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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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streets 1 [st'riː ts] 街道

366 string 1 n.线，弦，细绳；一串，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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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suicide 1 ['sjuisaid] n.自杀；自杀行为；自杀者 adj.自杀的 vt.自杀 vi.自杀

369 summer 1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370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371 swallow 1 ['swɔləu] vt.忍受；吞没 vi.吞下；咽下 n.燕子；一次吞咽的量 n.(Swallow)人名；(英)斯沃洛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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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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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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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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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78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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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traveled 1 ['trævəld] adj.富有旅行经验的；旅客多的；旅客使用的 v.旅行（travel的过去分词）

381 traveling 1 ['trævəliŋ] adj.旅行（用）的；移动的 v.旅行（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 n.走步（等于walking）

382 truckloads 1 n.一货车的容量( truckload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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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85 type 1 [taip] n.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打字 n.(Type)人名；(英)泰普

386 unexpected 1 [,ʌnik'spektid] adj.意外的，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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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 unpredictable 1 [,ʌnpri'diktəbl] adj.不可预知的；不定的；出乎意料的 n.不可预言的事

389 us 1 pron.我们

390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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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violins 1 [vaɪə'lɪnz] 小提琴

392 visitor 1 ['vizitə] n.访问者，参观者；视察者；候鸟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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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95 war 1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396 watched 1 英 [wɒtʃ] 美 [wɑ tːʃ] v. 注视；看守；观看 n. 手表；监视；看守；值班

397 week 1 [wi:k] n.周，星期

398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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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w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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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402 wish 1 [wiʃ] n.希望；祝福；心愿 vt.祝愿；渴望；向…致问候语 vi.愿望；需要 n.(Wish)人名；(英)威什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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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405 wonder 1 [ˈwʌndə(r)] n.惊奇；奇迹；惊愕 vi.怀疑；想知道；惊讶 vt.怀疑；惊奇；对…感到惊讶 adj.奇妙的；非凡的 n.Wonder，
旺德（人名）

406 wondering 1 ['wʌndəriŋ] adj.疑惑的；觉得奇怪的 v.想知道（wonder的ing形式）；惊奇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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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work 1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409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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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worries 1 ['wʌrɪs] n. 烦恼；令人担忧的事物 名词worry的复数形式.

412 worry 1 ['wʌri, 'wə:ri] n.担心；烦恼；撕咬 vt.担心；发愁；折磨 vi.担心；烦恼；撕咬

413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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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writes 1 [raɪt] v. 写；书写；填写；作曲

416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417 zohra 1 祖赫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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