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04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ianists Learn to Play with an
Extra Robotic Thumb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2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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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tually 2 adv.实际上；事实上

4 adapt 1 [ə'dæpt] vt.使适应；改编 vi.适应

5 adapted 2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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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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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ffect 1 [ə'fekt, 'æfekt] vt.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vi.倾向；喜欢 n.情感；引起感情的因素

10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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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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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ldo 1 奥尔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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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6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7 an 7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8 and 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9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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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2 arm 1 n.手臂；武器；袖子；装备；部门 vi.武装起来 vt.武装；备战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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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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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ttaching 1 [ə'tætʃɪŋ] adj. 附属的 动词attach的现在分词形式.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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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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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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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rain 3 [brein] n.头脑，智力；脑袋 vt.猛击…的头部 n.(Brain)人名；(英)布雷恩

30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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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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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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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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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a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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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hallenge 3 n.挑战；怀疑 vt.向…挑战；对…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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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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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41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42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43 dedicated 2 ['dedikeitid] adj.专用的；专注的；献身的 v.以…奉献；把…用于（dedic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4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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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difficult 2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47 d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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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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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ffectively 1 [i'fektivli] adv.有效地，生效地；有力地；实际上

50 electrical 1 [i'lektrikəl] adj.有关电的；电气科学的

51 eleven 1 [i'levən] n.十一；十一个 adj.十一的；十一个的 num.十一；十一个

52 eleventh 1 [i'levənθ] n.第十一；十一分之一 adj.第十一的；十一分之一的 num.第十一；十一分之一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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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55 exciting 1 [ik'saitiŋ] adj.令人兴奋的；使人激动的 v.激动；刺激（excite的ing形式）；唤起

56 existence 1 [ig'zistəns] n.存在，实在；生存，生活；存在物，实在物

57 experiment 2 [ik'speriment, ek's-] vi.尝试；进行实验 n.实验，试验；尝试

58 explored 1 [ɪks'plɔː d] adj. 探究的；被勘测的 动词expl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59 extension 2 [ik'stenʃən] n.延长；延期；扩大；伸展；电话分机

60 extra 4 ['ekstrə] adv.特别地，非常；另外 n.临时演员；号外；额外的事物；上等产品 adj.额外的，另外收费的；特大的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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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63 Faisal 6 ['feisəl] n.费萨尔（沙特阿拉伯国王）

64 fel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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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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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finger 9 ['fiŋgə] n.手指；指针，指状物 vt.伸出；用手指拨弄 vi.用指触摸；拨弄 n.(Finger)人名；(英、德、捷)芬格；(俄)芬格尔

67 fingers 2 ['fɪŋɡəz] n. 手指 名词finger的复数形式.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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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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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fitted 1 ['fitid] adj.合适的；订做的；有…设备的 v.适应（fit的过去分词）；合适；为…提供设备

71 foot 1 [fut] n.脚；英尺；步调；末尾 vi.步行；跳舞；总计 vt.支付；给……换底 n.(Foot)人名；(英)富特

72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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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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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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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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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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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hand 2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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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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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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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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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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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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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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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87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88 how 4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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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imperial 1 [im'piəriəl] adj.帝国的；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威严的 n.纸张尺寸；特等品 n.(Imperial)人名；(西)因佩里亚尔

91 i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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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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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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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involv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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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is 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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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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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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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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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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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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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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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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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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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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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leg 1 [leg] n.腿；支柱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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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limb 2 [lim] n.肢，臂；分支；枝干 vt.切断…的手足；从…上截下树枝 n.(Limb)人名；(朝)林；(英)利姆

112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113 London 1 ['lʌndən] n.伦敦

114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15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16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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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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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moment 1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119 movements 1 ['muːvmənts] n. 动作

120 music 1 ['mju:zik] n.音乐，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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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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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neuroscientist 2 [,njuərəu'saiəntist] n.神经系统科学家

124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25 nex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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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non 1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127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28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9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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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of 1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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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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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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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opposite 1 ['ɔpəzit, -sit] adj.相反的；对面的；对立的 n.对立面；反义词 prep.在…的对面 adv.在对面

135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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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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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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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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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pianists 2 n.钢琴家( pianist的名词复数 )

142 piano 7 [pi'ænəu, pi'ɑ:-] n.钢琴 n.(Piano)人名；(法、意、葡)皮亚诺

143 pla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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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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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players 4 n.队员，参与者；玩家（player的复数形式）；迷你音碟机，雷射唱盘（player的复数形式）

146 playing 2 ['pleiiŋ] n.比赛；演奏 v.玩耍（play的ing形式）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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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149 processing 2 n. 进程；步骤；数据处理；整理；配制

150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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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153 project 1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154 proof 1 [pru:f] n.证明；证据；校样；考验；验证；试验 adj.防…的；不能透入的；证明用的；耐…的 vt.试验；校对；使不被穿
透

155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156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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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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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regular 1 ['regjulə] adj.定期的；有规律的；合格的；整齐的；普通的 n.常客；正式队员；中坚分子 adv.定期地；经常地 n.
(Regular)人名；(以)雷古拉尔

160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161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162 researchers 2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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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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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66 r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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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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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robotic 7 [rəu'bɔtik] adj.机器人的，像机器人的；自动的 n.机器人学

169 robotics 1 [rəu'bɔtiks] n.机器人学（robotic的复数）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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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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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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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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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scientist 1 ['saiəntist] n.科学家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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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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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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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signals 1 ['sɪɡnəl] n. 信号；标志 v. (发信号)通知、表示 adj. 显著的

178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179 sit 1 [sit] vi.坐；位于 vt.使就座 n.(Si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硕；(罗)西特

180 six 5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181 sm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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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s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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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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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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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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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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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189 subjects 1 ['sʌbdʒɪkts] n. 科目 名词subject的复数形式.

190 suggests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191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192 task 1 [tɑ:sk, tæsk] vt.分派任务 n.工作，作业；任务

193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194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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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the 2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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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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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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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thumb 3 [θʌm] vt.翻阅；以拇指拨弄；作搭车手势；笨拙地摆弄 vi.用拇指翻书页；竖起拇指要求搭车 n.拇指

201 thumbs 1 [θʌm] n. 拇指 v. 翻阅；示意要求搭车

202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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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t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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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05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06 unnatural 1 [,ʌn'nætʃərəl] adj.不自然的；反常的；不近人情的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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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us 1 pron.我们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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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11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212 using 3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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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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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VOA 1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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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volunteers 1 英 [ˌvɒlən'tɪə(r)] 美 [ˌvɑ lːən'tɪr] n. 志愿者；(自行生长的)植物 v. (自愿)做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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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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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w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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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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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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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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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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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26 wired 1 ['waiəd] adj.接有电线的；以铁丝围起的；极其兴奋的 v.以金属丝装；打电报给（wir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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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with 8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29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230 wondered 1 英 ['wʌndə(r)] 美 ['wʌndər] n. 惊奇；惊愕；奇迹；奇观 v. 惊奇；想知道；怀疑 adj. 奇妙的；非凡的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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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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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you 7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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